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将变身中
西融合的 “大观园”， 把旅游与
科技文化时尚元素相融合。

庙会将由首次进京的欧洲
马 戏 开 启 大 幕 ， 既 设 置 了 以
哥 特 式 灰 姑 娘 城 堡等欧式建
筑、 北欧木屋风格售 卖 亭 ， 以
及洋味十足的节庆景观装饰构

成的国际风情景观线 ， 还 有 京
味文化展示专区 ， 以及传统的
京味特色老物件展及非遗展等
特色活动。

还有西园国际美食风情街区
和东园中华美食文化街区， 包括
十大领域异国美食和近50家中华
名小吃、 老北京小吃。

吃累玩累后， 还可以欣赏巡
游花车，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知名节庆、 嘉年华表演团队的百
余名演员带来的精彩演出。

时间 ： 2月5日至11日 （正
月初一至初七） 9： 00-18： 00

地址 ： 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25号

京城春节庙会攻略
□本报记者 边磊 陈曦 陈艺 于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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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 游北京 欢喜过大年

春节将至， 年味渐浓， 北京城里各大庙会已经准备好开门迎客了。 今年， 京城各大庙会都打出了自己的亮点。 例如， 地坛
庙会主打 “文创”， 还首次邀请了故宫来参展； 龙潭庙会发力 “冰雪嘉年华”， 首次引入冰上运动场……庙会这么多， 到底逛哪
个？ 赶紧来看看这份庙会攻略吧。

地坛庙会 引入故宫高端文创产品
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以 “盛世

古坛 创意新春” 为主题， 引入
高端文创企业， 开展故宫文创产
品进地坛、 地坛庙会传统非遗项
目进故宫活动， 通过与传统节庆
活动相结合 ， 以文创会展的形
式， 提供文化创新平台和文化交
流平台， 培育以文化欣赏体验为
主的新型文化消费模式， 打造文
化创意庙会和绿色庙会， 使地坛
庙会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
相辉映的展示窗口。

地坛庙会将推出仿清祭地
表 演 、 民 间 花会 、 欢歌 笑 语 、
吉 舞 祥 歌 、 河 北 杂 技 等 五 台
演出 ； 设置 “美丽街 巷 我 的
家 ” “美 丽 乡 村·牵 手 文 明 ”
“镜头中的北京国企” “我为东
城拍张照” “北晚拍客” “玩转
北京·迎冬奥” 优秀摄影作品等
七组图片展； 开设二十四节气特
色主题艺术创意展和 “祈福纳
祥” 民俗互动体验； 开展邮政爱
心包裹和儿童基金会爱心助学两

项公益活动。
地坛庙会设置 80个文创展

位， 取消了游艺项目。 庙会推出
“互联网＋现场推介 ” 的文创展
销模式， 依靠创新、 个性、 优质
的文创产品， 浸入式的互动体验
形式， 实现推介交易。 不但有首
次入驻地坛庙会的 “宫廷娃娃”
系列、 “千里江山” 系列和 “纸
胶带” 系列等故宫文创， 还吸引
了后海兔二爷、 敬人纸语、 金丁
美奇 、 大气团文化-汉字艺术 、

哈木的房间等知名文创品牌汇聚
地坛， 推出融合吉祥寓意元素的
“新春礼盒 ” “年味家居装饰 ”
“创意饰品” 和 “精美生活物件”
等系列文创产品。 游客可在展商
网上店铺进行线上提货， 提升游
客消费体验， 为市民呈上一个新
奇有趣的文创年货大集。

时间： 2月5日至9日 （正月
初一至初五） 8： 30-17： 00

地址 ： 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地坛公园

龙潭庙会继续保持传统模
式， 以冰雪运动为亮点， 将民俗
活动融合冰雪体育， 推出品位格
调高雅、 内容各具特色的精品文
化活动， 打造民俗和冰雪庙会。

龙潭庙会将安排民间花会、
笑语欢歌、 杂技、 曲艺等四大舞
台演出； 开展冰雪嘉年华、 棋类
比赛 、 新春接福等三项互动活
动； 设置 “相约2022” 冬奥、 百
街千巷环境整治成果、 “非遗”
文化、 “画说老北京”、 京津冀
民俗文化和新时代新东城等六组
图片展览； 龙潭庙会冰雪嘉年华
共设置16个娱乐区， 在延续往年

雪山冲浪、 雪地摩托、 雪地飞碟
和龙潭号列车等传统项目外， 购
置2000多平方米的冰块， 建成高
质量的冰上运动场， 已作为北京
市首届冬季运动会冰蹴球和冰车
比赛场地投入使用， 并引进模拟
滑雪器， 专业教练现场将指导冰
雪爱好者犁式刹车和平行式滑行
技术动作， 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冰
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风味小吃是历年游客的最
爱， 便宜坊、 东来顺、 萃华楼、
功德林、 天兴居、 都一处、 壹条
龙等老字号和精品名优商户， 将
为游客朋友带来一场美食盛宴；

北京绢人、 鸽哨、 绒花和玉雕等
非遗手工艺品将汇成非遗技艺联
欢； 庙会还将引进京津冀、 四川
省巴中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
河子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阿尔山市、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当雄县等东城区共建帮
扶地区的特色小吃、 百货、 包装
食品 ， 展示地域习俗风情 。 今
年， 龙潭庙会还将新增台湾地区
特色产品展示及售卖。

时间： 2月5日至9日 （正月
初一至初五） 8： 30-17： 00

地点： 东城区龙潭路8号

今年的红楼庙会更加突出文
化主题， 增加游客的参与度。 秋
爽斋东墙科普展示区内， 设立红
楼养生知识展示墙 ， 将 《红楼
梦》 书中描写的大量的养生知识
进行了提炼汇总， 向游客普及红
楼养生知识。 薛宝钗的住所———
蘅芜苑是红楼谜语有奖区， 挑战
游客对 《红楼梦》 的熟悉程度，

逛庙会的同时， 大家可以在此开
动脑筋， 在趣味游戏中了解红楼
文化知识。

今年大观园红楼庙会摊位主
要包括老北京风味小吃、 游艺项
目、 非遗及民间手工艺品， 在满
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的同时更加
注重增强 “文化味 ” ， 减少了
“商业味”。 西门区域还为手工艺

者提供20个展示摊位， 届时， 核
雕、 皮影等众多手工艺者齐聚大
观园， 游客可以亲身体验、 参与
互动。

庙会期间， 大舞台将上演民
俗曲艺演出， 小舞台轮番上演木
偶剧、 杂技表演等民俗表演。 同
时， 幽默诙谐的刘姥姥醉酒———
新乡高空特技表演、 民俗文化特

色鲜明的河南盘鼓和舞狮、 京味
十足的黑祥子活雕塑表演， 都将
在红楼庙会中亮相。 元妃省亲古
装仪仗表演是红楼庙会独有的传
统节目， 该表演场面宏大， 备受
游客欢迎。

时间： 2月5日至9日 （正月
初一至初五） 8： 30-17： 00

地址 ： 西城区南菜园街12号

龙潭庙会 冰雪嘉年华设置16个娱乐区

大观园红楼庙会 向游客普及红楼养生文化

石景山游乐园 欧洲马戏进京贺岁

为了让 “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 ” 的 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
题落到实处， 推动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取得实效 ， 确保 “春
节” 期间市场消费安全， 切实
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近日， 丰台工商
分局消保科联合各工商所开展
了专项检查指导， 进一步规范
了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有力地
净化了节日市场消费环境。

一是抓好工商所调解人员
培训。 通过组织工作经验交流
会的形式， 提高调解人员的业
务能力素质， 各工商所的一线
调解人员分别就近期具有代表
性的调解案例及疑难投诉案例
展开了热烈讨论， 消保科一一
进行详细的解答， 并提示各工
商所要保证 “春节” 期间消费
投诉渠道畅通， 依法处理消费
者投诉， 对辖区内的商业聚集
区 、 综合购物中心 、 大型商
场、 连锁企业等重点区域， 要
积极开展服务领域经营行为规
范和监督检查工作， 围绕 “春
节” 期间消费热点， 开展形式
多样的消费教育活动， 提高消
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强化经营
者的宣传教育。

二是召开消费维权监管告
诫会。 组织辖区内16家重点大
型商超企业管理人员召开消费
维权问题监管告诫会， 参会人
员分别就预付式消费行业消费
风险防控、 纠纷解决措施以及
本企业落实 “两项维权制度”
的举措、 流程进行了发言与讨
论， 要求企业经营主体对于预
付式消费行业， 不断完善预付
卡保证金制度， 在经营场所固
定位置提示预付式消费风险，
做好 “春节” 期间预付式消费
行业的风险防控。

三是加强实地检查指导。
检查指导辖区内重点商超 “两
项维权制度”的落实情况，了解
经营主体自行处理消费者投诉
的流程和相关制度， 主要围绕
容易引发消费纠纷的预付卡问
题，提醒商超引起重视，加强防
范，规避风险 ，尽最大可能保
护自身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同时提醒商超继续做好客
服工作， 第一时间解决消费纠
纷， 积极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宣传普及消费维权知识。

四是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
制。 充分发挥丰台区市场消费
环境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职
能 ， 与丰台区社工委 、 团区
委、 老龄委和各街道办事处探
索建立 “春节” 期间工作信息
互通共享机制 ， 发挥部门合
力 ， 实现对区域预付费类 消
费风险的共同管控 ， 合力解
决区域消费维权突出问题。

通过一系列措施， 进一步
提升了丰台区消费环境安全
度、 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
意度， 为努力营造一个放心、
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石泰峤）

丰台工商分局积极开展
“春节”前消费环境检查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