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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国家图书馆——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二层大
厅里，被邀请来的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
镇、山东杨家埠、陕西凤翔、河北武强和山
东高密 6 个地区极富代表性的年画技艺
传承人，向观众集中演示了我国年画的传
统制作技艺。

为让人们足不出户就享受到文化大
餐，国家图书馆还借助全国数字图书馆平

台，联合全国 66 家省市公共图书馆共同
举办“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网站将提
供包括 100 万册中外文图书、700 余种中
外文期刊、7 万余个教学课件、18 余万份
外文档案全文、1 万余幅图片以及 3000
余种讲座和地方戏曲等视频资源，总量超
过 120TB。该活动从 2 月 4 日正式启动，
将持续到 3月 11日。

春节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金 晶

春节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金 晶

春节将至，为丰富人们的节日生活，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日前启动部署，
组织开展“春节文化论坛”、“文化年货带回家”等多项精彩的文化活动，营造节日期间
浓厚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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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春节期间，文化部将组织“春节文化
摄影（DV）优秀作品评选”，拍摄与播出

“我们的节日——春节”纪录片，举办“春
节文化论坛”活动等，让公众领略到祖国
各地浓郁且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

同时，知名艺术家小分队还将赴陕西
延安革命老区和四川地震灾区开展慰问
演出活动。在此期间，文化部直属中直各
院团也将先后赴全国各地开展“三下乡”
慰问演出。

新闻出版总署——

春节前后，新闻出版总署将组织出版
发行单位开展一批“文化惠民”活动。由
新闻出版总署组织 13 家中央媒体和门户
网站开展的 2012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
图书”评选结果日前发布，为人们推荐了
供节日期间阅读的“精神大餐”。

“文化年货带回家”活动将向基层困
难群体、受灾群众、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
农村留守儿童等捐赠优秀图书、期刊、文

具，组织一批文化年货进入火车站、长途
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向旅客特别是返乡的
进城务工人员、大中院校学生赠送，表达
新年祝福。

新闻出版总署还将发动出版发行单
位开展贺年优惠展销活动，通过开设特价
专区，丰富发行网点和出版物品种，提供
流动售书服务和网络售书服务，方便群
众，让利于读者。

2 月 5 日一大早，阳光遍洒城乡，随
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记者走进山西省孝
义市新义街道贾家庄村。皮影、木偶、
地秧歌、民族舞、花馍舞、剪纸、彩扇
舞、民间书画⋯⋯平日里难以齐聚、最
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展演轮番上阵，
让当地民众大饱眼福，器乐声、拍照
声、谈笑声不绝于耳。

在这里，馍馍可不是用来吃的，只见
各种造型生动夸张、色彩鲜艳夺目、制作
精巧细腻的大花馍馍，在农妇手中欢实地
旋转着，伴随着她们舞动的裙角，引得围
观者阵阵掌声。“这是闲暇时，我们农村妇
女独创的‘花馍’舞，用自家蒸的馍馍当道
具，节省了道具钱，还别有一番风味。”《花
馍迎春》的领舞刘爱花说。

划旱船、踩高跷、舞小车，在变幻莫测
的队形中，农家大哥翻身、踢腿、旋子、下
叉，他们扎实的武术功底、有趣逗乐的神
情，和着唢呐锣鼓时徐时快的节奏，引得
喝彩不断。皮影、木偶、碗碗腔⋯⋯孝义

的“民俗文化三绝”不可或缺。孝行文化
有限公司带来的木偶长绸舞《霜月嫦娥》、
木偶技术展示《群英荟萃》等节目将变脸、
甩发、喷火、舞长绸、梢子功、翎子功、佛珠
的转抛接等高难度特技演绎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在场观众的声声惊叹。

表演全部结束时已经是下午 1 点，孝
行文化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武兴告诉
记者，为了给百姓看得高兴，他们的所有
演出全部免费，演员的午饭都是自己回家
解决。

“只要用心做，低碳节俭也能过上喜
庆祥和的年俗文化节。”据孝义市文化局
局长马明高介绍，今年的孝义年俗文化节
确立了“绿色欢乐节俭”的主题，无论是文
艺调演、传统庙会，抑或是游园灯会、锣鼓
秧歌表演，都遵从自娱自乐、点多面广、小
型多样的组织原则，没有开幕式、闭幕式，
不请专家、领导，不摆鲜花、不设彩虹门，
会场布置一切从简，调演活动全部免费，
可比往年节约费用约 200万元。

山西孝义举办第四届年俗文化节

节俭迎新春 年味一样浓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新春佳节
期间，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将以“银禧雪
博 万福贺春”为主题，举办 10 项新春娱
乐活动。

正月初一到初五，雪博会开展“新春
送福”活动，将为前 1000 名游客发放“许
愿福”，祝福游客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在雪博会“生命奏鸣曲”景区，
道路两旁汇集了福祉福墙，游客可以在此
寄出自己的祝福；在太阳湖面冰场上有

100 平方米的巨型福字，游客可以踏着祝
福、踏着快乐开始新的一年；在主塑“梦海
欢歌”前，将进行雪博会最具东北特色的
民俗表演和异彩纷呈的卡通表演。

此外，初一和初五上午，太阳岛座龙
广场将举行“龙腾迎福”活动，为游客奉上
精彩的春节舞龙表演；在“都市雪乡”将分
别向游客免费发放饺子，游客可以在雪制
长桌前品尝节日特色饺子和具有东北特
色的冻梨、冻柿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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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6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商务部、财政
部等部门今天再次向北京、河北、内蒙古、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等地区投放中央储备牛羊肉 2000 吨，其中羊肉
1800 吨、牛肉 200 吨，保障春节期间肉类、蔬菜等重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满足各族群众的消费需求。

去年入冬以来，商务部已会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分 4 批累计向市场投放了中央储备肉 11250 吨，其
中羊肉 5000吨、牛肉 1450吨、猪肉 4800吨；指导各地投
放地方储备猪肉 5 万吨、地方储备牛羊肉 8500 吨和冬储
蔬菜 12.6 万吨。另据初步统计，各地建立的冬储菜储备
规模已达 30万吨。

据了解，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
市场变化，加强预测预警和形势研判，及时发布信息，适
时投放储备商品，切实保障春节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稳定。

保障春节市场供应

中央再次投放储备商品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通讯员苏婷报道：为确保节
日市场供应，青海省西宁市各大农贸市场积极组织补
充货源，增加蔬菜和肉类的上市量，满足市民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

记者近日在青海省西宁市海湖路批发市场看到，一
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菜正在装车，准备送往顾客手中。
据介绍，每一箱礼品菜里有精心挑选的近二十个品种。
这些蔬菜都是公司在西宁附近的大通和互助两个基地大
棚里直接采摘来包装的新鲜蔬菜，从田间到餐桌没有中
间环节，既保证了蔬菜新鲜度，而且还降低了成本。

在莫家街、五一路等市场，番茄、青椒、草莓等反季节
蔬果琳琅满目，对虾、带鱼等海鲜品种繁多，新鲜诱人。

在西宁华润万家超市的平价肉摊点前，前来买肉的
市民络绎不绝。正在买肉的市民王女士说：“前一阵羊肉
价格蹿到了一斤 28 元，政府采取保障供应措施之后，已
每斤便宜了 3 元，我要多买几斤。”记者走访华联、大百等
多家超市时发现，平价肉摊位供应的牛羊肉还是当天由
定点屠宰厂直接供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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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刘加勇报道：2 月 4 日
上午 9 点，牡丹江市在大商新玛特一楼开始销售春节政
府补贴菜，三四百名购菜者排成长队有序购买。

牡丹江市政府春节补贴菜的品种包括芹菜、韭菜、黄
瓜、蒜薹四大类，投放量比去年增加 10 万斤，共 70 万
斤。政府补贴菜采取限量供应的方式，市民每人每次购
买单种蔬菜不得超过 5 斤，补贴后的蔬菜价格以平均每
斤低于市场价格 20%左右向市民销售。

2 月 3 日，四种蔬菜陆续进入城区 15 个供应点，
此次 70 万斤补贴菜均来自山东省。为保证蔬菜的质
量，运输过程全部采用保温箱运输,卸车后立即储存
在恒温库中。为最大程度保证蔬菜质量，各供应点特
意配备了保温设备。城区 15 个供应点已连续 3 天面向
市民销售。

黑龙江牡丹江：

70 万 斤 补 贴 菜 开 售

本报讯 记者管培利 李己平报道：连日来，长春市
朝阳区乐山镇的节前大集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很多老乡
都在买年货。

乐山大集上的日用百货真是不少，肉类蔬菜、糖果饼
干糕点、衣帽鞋袜、各种小吃；这边卖的是冒着热气的馒
头包子，那边摆着各式各样的雪糕⋯⋯在零下 10 多摄氏
度的天气中摆摊卖雪糕的刘丽告诉记者，自己家卖雪糕
已经十多年了，这样的集能卖两千多块钱，等再过几天，
买年货的人会更多，她的摊位得五六个人照看才忙得过
来。很多以前见不到的“高档商品”在乐山大集上也多了
起来，各类鱼、虾等海鲜，核桃、栗子、杏仁等干果⋯⋯当
地人说，都是为了适应农民生活需求进货的。

紧挨乐山大集摊铺街道两侧的是几十家排开的商
店。记者走进一家位于集市十字路口、位置较好的“双百
超市”，这家超市虽然门面不太大，商品却很丰富，城市超
市有的日常生活商品在这里基本都能看到，“洗化区”、

“酒水区”等标牌清楚地挂在货架上方。来店里买东西的
人络绎不绝，超市老板张忠英边忙着给顾客结账边向
记者介绍，他的超市是镇上的第一家，现在镇上已经
有 10 多家超市了，现在很多人都不在集上的摊贩那儿买
东西而到超市里来买，超市的收入年年有增长。

在大集的十字路口，面包车、小轿车等十几辆各式
“出租车”停在那里等着拉活。车多了，更多的商品来到
农村，人多了，更多的农民来买年货回家。

吉林长春：

乡 镇 集 市 年 货 丰 富

左图 2 月

3 日，农历小年。

甘肃皋兰县石洞

镇文山村社区广

场上，人们正进

行太平鼓、秧歌、

健身舞、舞狮等

传统社火表演。

魏周延摄

左图 春节临近，新疆库

车县其兰勒克社区维吾尔族居

民艾比班·依米提（右二）在教

汉族邻居制作民族传统食品馓

子。 索善武摄

下图 在 山 东 省 即 墨 市

小商品城里，一位母亲正在抱

着孩子选购大红灯笼。近日，

该小商品城灯笼、剪纸等节日

小商品热销。 李云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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