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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来到，不管是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还是闯进来凑热闹的异国风情文化，还是

一份份暖心博爱的新春送福，但过年一旦遇上文化，这个春节就变得多姿多彩。

□本报记者 陈曦/文 孙妍/摄

传承经典文化

红楼庙会 增强文化味减少商业味

“我们西城区的大观园红楼庙会，
今年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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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京城唯一一处以名著
为依托背景的文化主题庙会， 大年初
一至初五， 红楼庙会上都将再现书中
贾元春回家省亲的鼎盛场面。” 西城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红楼梦》 中的大观园， 是贾府
为元春省亲而修建， 元春题其园之总
名曰 “大观园”， 正殿匾额云 “顾恩思
义”。 元春省亲后， 元春命宝玉和诸钗
入园居住。 它不仅是红楼人物活动的
艺术舞台， 也是 《红楼梦》 的作者曹
雪芹总结当时江南园林和帝王苑囿创
作出来的园林艺术瑰宝。 为拍摄1987
版电视剧 《红楼梦》， 1984年， 在西城
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建造了大观园。 而
实际上， 这里在明清两代就是皇家菜
园， 明代还曾在此设立 “嘉疏署”。 电
视剧摄制完成后， 1986年大观园的部
分景区对外开放， 1989年全部开放。

据悉， 位于西城区南菜园街12号
的大观园全园面积12.5公顷， 建筑面
积8000多平方米。 按作者在书中的描
述， 北京大观园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

技法和传统的造园艺术手法建造。 园
内的园林建筑、山形水系、植物造景、室
内陈设、小品点缀等都尽力忠实于原著
的时代风情和具体描绘，再现了《红楼
梦》中的官府园林风采。 全园包括庭园
景区7处、自然景区3处、佛寺景区1处、
殿宇景区1处，总计景点共有40多个。

红楼庙会自1996年起， 至今已举
办了二十三届。 每年的春节期间， 大
观园园内的大舞台、 小舞台、 南门广
场、 湖面上空、 湖心岛等地都会轮番
上演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 让游
客过饱眼福。 而其中， 最受关注的恐
怕就是 “元妃省亲” 的表演了。

“元妃省亲的表演太精彩了， 演
员的服饰特别华丽 ， 阵仗也特别庞
大。” 来自朝阳区的王静告诉记者， 作
为资深的 “红迷”， 几年前， 她就专门
在春节假期跑到大观园一睹 “元妃省
亲” 的盛况。 “我记得， 当时整个队
伍比我想象中庞大， 整个队伍从大观
园南门出发， 一路浩浩荡荡穿过园内
各个景区。 队伍中， 走在最前面， 头
发花白的是贾母， 随后， 头带凤冠的
就是元妃。 整个队伍要走到省亲别墅
内的大殿舞台上进行表演。” 王静回忆

说 ， “舞台上 ， 表演了刘姥姥贺喜 ，
还穿插了宝黛成亲的桥段。 我记得当
时说演员都是从社会上海选来的， 有
学生， 也有文艺爱好者。 他们虽然不
是专业演员， 但是他们表演的都挺认
真， 看得出来是经过认真练习的。”

“元春省亲” 表演虽然在红楼庙
会上已经成了一项传统项目， 但是主
办方每年还在想方设法创新， 增加一
些新鲜点。 今年的第二十四届红楼庙
会上， 就邀请了专业演员加盟， 进行
演绎。 “今年的大年初一至初五， 每
天上午9点30分， 红楼庙会上将再现书
中贾元春回家省亲这一鼎盛场面。” 相
关负责人介绍。

除此，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红楼
庙会还更加突出了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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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内嘉荫堂还推出了木版
年画展，逛庙会的游客可以现场体验参
与制作年画，这些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为红楼庙会增添了更多的文化气息。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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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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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爷等众多手工艺者齐聚大观园，
游客可以亲身体验、 参与互动。

□本报记者 马超

京津冀合家欢

京东文化庙会 京津冀携手闹新春

携手京津冀， 文化闹新春。 正月
初一至初五， 平谷区政府举办平谷京
东文化庙会暨第三届平谷文化庙会将
与市民见面。 今年庙会突出京津冀三
地协同， 突出传承 “我们的节日———
春节 ” 文化 ， 打造 “京东文化庙会 ”
品牌。

平谷是首都的生态涵养区， 位于
京津冀三省交界处， 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桥头堡。 京津冀文化展示、 秧歌
花会展演、 儿童剧目……记者了解到，
今年庙会现场活动内容分为五大类共
33项活动 “闹新春”， 同时搭建一个三
地文化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庙会期间 ， 将通过文艺表 演 、
“非遗” 展示、 文化展览、 特色商品和
特色美食等展示三地特色文化。 每天
下午一场京津冀特色节目， 天津 “宝
坻30人京东大鼓” 演出、 河北昌黎地
秧歌、 “河北邯郸赛戏” 演出等， 以
及京津冀书画文化展， 让游客充分领
略到京津冀三地文化风情。 同时， 遍
布园区的京津冀特色美食： 老北京爆
肚、 天津特产麻花、 天津包子、 河北
的大枣等将让游客大饱口福， 展示出

“京东文化庙会” 的魅力和风采。
京东文化庙会主打 “文化 ” 牌 ，

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 “文化” 年。 在
庙会北门设置汉阙门、 南门设置清代
造型门 ， 寓意平谷 2000多年的建置
史 。 在公园内塑立上宅文化、 长城文
化、 轩辕文化、 丫髻山文化等平谷代
表性文物历史景观。 园内随处可见的
“中国书法之乡” 书法长廊、 乡贤书法
室等。

除了在氛围营造上突出 “文化 ”
味 ， 今年庙会更是在活动内容上将
“文化” 的主体地位充分突显。 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设置了中国传统节日文
化展 、 非遗文化展 、 秧歌花会展演 。
展现平谷文化底蕴， 设置了平谷历史
文化展、 上宅文化展。 展示平谷发展
成果， 设置了平谷记忆展、 档案见证
改革开放专题展。 围绕服务冬奥主题，
开设1万平方米的冰雪乐园， 设置了北
京冬奥文化展 、 休闲大会主题展等 。
彰显地域文化优势， 设置了平谷大桃
文化展 、 提琴文化展 、 奇石文化展 、
书画文化展等， 彰显平谷 “中国大桃
之乡” “中国书法之乡” “中国楹联

文化区” 等文化名片。
记者了解到， 今年参与京东文化

庙会的游客将更多地体会到文化惠民
的内容， 实行停车免费、 特殊群体领
票免费、 普通百姓网上抢票免费等惠
民政策， 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为助力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在平谷召
开， 本届庙会期间， 平谷渔阳滑雪场、
丫髻山景区、 京东大溶洞景区、 蓝帕
酒店、 金紫银酒店、 麗枫酒店等景点
和酒店， 面向持庙会门票的游客， 均
推出优惠活动， 真正让群众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 达到惠民乐民的目的。

为持续提升 “平谷———中国书法
之乡” 影响力， 不仅在庙会现场举办
书画展、 楹联展， 还在庙会期间开展
“万福送万家” 系列活动。 在京东文化

庙会暨第三届文化庙会现场， 书法家
的亲笔“福”字将送给游客。预计2月5日
至9日期间， 10个书法屋将累计为庙会
游客现场书写、 发放福字150000张。

新春祝福不忘首都做出贡献的建
设者 ， 赶在建设者们回家过年之前 ，
平谷区书法家的福字和春联送到了北
京站 、 北京西站 、 北京南站3个火车
站， 春联、 福字35000件。 同时， 1月
25日起， 全区18个乡镇、 街道同时启
动了 “送福进万家” 活动， 由各乡镇
书法爱好者书写福字和春联送到百姓
家 ， 预 计 送 出 春 联 36000副 ， 福 字
40000张。 还有一个活动是送福给北京
市民。 1月28日至31日， 在全市20个庙
会换票点免费赠送市民平谷区书法家
书写的春联20000副、 福字20000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