
活动（展览）地点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广州起义纪念馆

农讲所纪念馆

活动（展览）名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

“瑞虎迎春‘三大’过年”之“趣味探索———‘寻找地图里的红色记忆’”

“瑞虎迎春‘三大’过年”之“探秘春园”

我们的节日之寅虎迎春系列活动

广州起义基本陈列

红色湾区———中国共产党在粤港澳

100@100青年艺术展

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历史陈列

《锦绣华冠———中国三大名锦与广东香云纱文化展》

汉服游园

探索番禺学宫

番禺学宫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之“琴茶雅集”

番禺学宫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之“洞箫雅集”

《中国素馨香道文化体验》之番禺学宫寻香之旅

农讲所研学

《中国素馨剪纸文化体验》之制作元宵剪纸灯笼

番禺学宫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之“元宵素馨汤圆”活动

元宵猜灯谜

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

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

2月4日至5日14:00~16:00

2月1日至6日16:00~16:30

2月1日至6日

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

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

1月6日至4月6日

2月1日~2月3日

2月5日上午

2月5日14:30~16:00

2月8日14:30~16:00

2月10日14:30~16:00

2月11日下午

2月13日14:30~16:00

2月14日14:30~16:00

2月15日（元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麦锦

婷 通讯员 粤文旅宣 ）

记者昨天从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全省文化旅

游系统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

造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多地文化旅游

惠民活动丰富多彩，亮点纷呈。

云台花园看花 越秀公园赏灯

广州云台花园繁花盛景贺新春，

迎冬奥，20多个品种10万余株郁金香

竞相开放； 广州越秀公园将花灯和花

卉融合布展，鲜艳喜庆又生机盎然；西

关永庆坊，各式花灯吸引了众多游客。

新春假期， 广东各地准备了丰盛

的非遗大餐。 其中，广州岭南印象园的

“欢喜过大年之岭南庙会”、 佛山西樵

镇“黄飞鸿”杯传统南师锦标赛暨武术

展演、粤剧院“线上春班”等在大年初

一和市民游客见面。 首批三条非遗主

题旅游线路———广州老城新活力文化

遗产深度游、 沿海经济带粤东文化遗

产体验游、 粤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游

涵盖广州、潮州、湛江等8个地市的多

个旅游景区，展现以粤剧、广彩、潮绣、

潮雕等为代表的岭南特色非遗项目，

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

广东粤剧院推线上“睇大戏”

昨天，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

念馆）

正常开放，实行预约参观。 广东

粤剧院今年继续推出“线上春班”，让

大家新春假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睇

大戏”，感受浓浓的中国传统年味。 2月

3日

（大年初三）

到2月14日

（正月十四）

每天中午，广大观众戏迷可通过“学习

强国”App、广东粤剧院703号直播间等

平台，欣赏粤剧《鸿胜馆》《刁蛮公主戆

驸马》等12场精彩粤剧展播。

广州市推出30条“读懂广州”系列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珠海市文化馆举

办粤善粤美过大年“年味”作品征集活

动； 中山市中山纪念图书馆初一当天

开展了“品书香·贺新春———我们的年

味”系列活动10场。 丰富多彩的线下活

动吸引约500人次参与。 此外， 中山纪

念图书馆还配套开展了送祝福、21天

阅读马拉松、 听书闹新春、E启阅新春

荐读、 掌上童心故事会等7场线上活

动，共吸引约3000人次参与。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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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麦锦婷 通讯

员 穗文广旅宣）

春节期间， 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深挖广州红色文化资

源，活化利用革命文物，推出40余场精

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在这个假期， 市民游客既可以探

索革命旧址， 在红色展陈中追忆革命

先辈峥嵘岁月，感受激情年代，还可以

听羊城红色故事， 领略粤语讲古的魅

力， 更能够在革命场馆中体验传统年

味，同家人朋友一起参与统剪纸、猜灯

谜、穿汉服等活动，共度虎年新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杨杏萍）

昨

日是春节假期的第二天，记者在广州

市区走访发现，遛狗不牵绳、搭乘地

铁用脚蹬踩手扶杆等一些“不文明”

行为偶有出现。

户外“不文明”：遛狗不牵绳

昨日上午， 天河区正佳广场一

带，几名犬主带着宠物犬散步。 其中，

一名年轻男子自始至终未牵犬绳的

行为，让不少行人侧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犬只身上

有牵引装备， 但始终未拴上牵引绳。

从正佳广场至体育中心这一段路，犬

主始终手持手机拍摄犬只，不时发出

“前进”“停下”“过来”等指令，以此指

挥犬只配合自己的拍摄。 甚至在过马

路期间， 也依然保持着拍摄状态，并

继续让犬只听着自己发出的指令前

行。 路过一间咖啡厅时，犬主在未牵

绳的情况下将犬只带进咖啡厅，咖啡

厅里也没有设置专属的犬只活动区，

咖啡厅员工也并未对此行为进行阻

止。

按照《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在属于严格管理区的行政街

辖区内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不

仅需要用长度为两米以内的犬绳牵

领犬只，还需要为犬只佩戴口嚼或者

嘴套，更不允许将犬只带入无专用活

动区域的餐厅等公共区域。 该名犬主

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这些规定。

室内“不文明”：地铁练“压腿”

在室内环境中，同样也存在一些

“不文明” 行为。 在广州地铁一号线

内，记者看到，一名男乘客伸腿蹬踩

手扶杆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乘客的不

满。 然而即便经他人提醒，该乘客仍

未及时改正这一举动。 该乘客下车

后，车内不少乘客均表现出不满。 曾

规劝该名乘客的市民林先生表示，

“希望每个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要多

为他人着想，不能光顾着自己。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

员 公新文）

1月31日， 记者从广州市

公安局新闻办公室获悉，春运以来，广

州警方每日常态化部署安保力量2.6

万人， 全力做好广州地区春运安保工

作。 全市接报交通警情、拥堵警情、事

故警情农历同比分别下降 36.11%、

62.12%和43.97%，各大春运站点治安、

交通整体情况正常、平稳。

春运启动以来， 广州警方充分运

用信息化平台，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执

法模式，采取公安交警、主管部门、企

业“三管齐下”管理措施进行精准防控

打击，不断加强道路交通隐患排查、监

控监测、联动联勤、交通执法等工作。

每天设交通执法站7个，临时执勤点72

个。截至目前，累计查处“三超一疲劳”

2046宗、“两客一危一重货”1685宗、酒

驾712宗、泥头车违法849宗、摩托车违

法9234宗。

春运安保运行期以来， 广州警方

结合辖区春运站场治安实际情况，全

面、精准组织实施清查整治行动，组织

开展站场周边地区治安集中整治行动

11场次， 共出动安保力量388人次，盘

查7291人次，清理非法拉客人员187人

次， 检查出租屋及旅业场所924间，有

力净化了春运站点周边的治安环境。

广州红色场馆春节期间推出40余项文化活动

到革命场馆听羊城红色故事

广州市部分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新春活动（展览）

广州各大春运站点治安交通正常平稳

春节假期，勿让“不文明”破

坏“好时光”

外出遛狗 绳子请牵好

广东打造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来云台花园看10万余株郁金香

正佳广场附近，一名犬主带

宠物犬外出时没有牵绳。

信息时报记者 杨杏萍 摄

春运期间民警执勤。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