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外外家家庭庭欢欢庆庆元元宵宵

昨天，在西城区白纸坊街道
坊间书阁，30位读者身着汉服绘
花灯，上演了一场元宵节传统文
化“大穿越”。

活动由西城区白纸坊街道
主办，北京市西城区首铭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承办。体验者不仅身
着汉服， 体验了传统服饰之美，
还学习传统礼仪并齐声诵读《千
字文》。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还
现场绘制五彩灯笼，了解灯谜由
来，现场抢答灯谜。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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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昨天是农历正月十五， 在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大兴区榆垡
镇， “新国门·新大兴” 首届京
南新春文化庙会火热举办。 京冀
文化交流， 非遗文化展示， 传统
花会展演……各具特色的活动让
浓浓年味铺满京南大地。

除榆垡主会场之外， 大兴区
21个 镇 街 也 同 步 举 办 丰 富 多
彩 的 元宵节各类特色活动 ， 共
同营造 “我们的节日” 的喜庆祥
和氛围。

回迁村民家门口逛庙会

气势非凡的武吵子、 潇洒帅
气的舞龙舞狮 、 可爱滑稽的高
跷 、 惟妙惟肖的皮影手工制作
……在群众一声声叫 “好 ” 声
中， 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周边群
众又感受到了几年前和邻居们一
起团聚的欢乐氛围， 让人又找回
了那深藏在记忆中的年味儿。

在大兴榆垡生活了几十年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回迁村民张荣
英， 早早儿起床收拾了一番， 就
拉着全家人逛起了庙会。 张荣英
回忆， 以前在村里， 每到春节她
就和邻居们一起走街串巷看表
演， 大家一起庆祝新春。 如今，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批回迁的13
个村、 2万多名村民绝大部分都
搬进回迁社区。 在榆垡回迁社区
空港新苑， 共有回迁房1万多套，
总建筑面积约160万平方米， 所
有房屋都达到了绿色建筑二星级
标准。 喜迁新居， 共享团圆， 回
迁居民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第一
个春节。

京冀文化交汇精彩频出

震天的锣鼓敲起来， 造型各
异的演员舞起来……此次新春文
化庙会更是京冀文化交流的一大
体现。 在当天的文化庙会上， 廊

坊市安次区葛渔城镇带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阁会， 尽显民
俗文化韵味。 据了解， 葛渔城重
阁会始创于乾隆年间， 是当地百
姓所喜欢的一道民间花会， 逢年
节出会。 目前重阁会表演的剧目
有 《扬子江》 《吴氏飞霞》 《大
四景》 等。 2008年重阁会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为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

在传统花会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中，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子务村武吵子、 大兴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石垡村高跷队、 大兴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西 瓮 各 庄 村
文 吵 子轮番上演 ， 将现场氛围
推向高潮。

大兴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回迁
房入住后的第一个春节为契机，
大兴区在永定河畔首次举办 “新
国门·新大兴” 京南新春文化庙
会。 这是一场地处新国门的文化
盛会， 更是一场京冀交汇的文化
盛宴。 “当前， 大兴乘势而上奋
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 在
文化上， 也在努力打造首都南部
文化高地。”

据悉， 春节期间， 大兴区共
策划推出庙会过大年、 影剧院中
过大年、 广播过大年、 电视机前
过大年、 博物馆里过大年、 网上
过大年、 基层过大年、 旅游过大
年、 文明过大年九种方式喜迎新
春， 累计举办联欢晚会、 庙会、
灯会、 秧歌会等特色新春文化活
动200余场， 参与群众超过50万
人次。

新春走基层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京冀文化交流 非遗文化展示 传统花会展演

宫灯高悬流光溢彩， 雕彩刻
画雅致精湛。 昨天， 东城区体育
馆路街道2019年元宵灯会在崇外
大街西侧中式庭院中热闹开展。
地区居民流连于盏盏彩灯前， 猜
灯谜、 赏宫灯、 写寄语， 更有非
遗传承人为地区居民讲解宫灯历
史、 制作工艺。

崇外大街西侧畅园中， 一盏
雕花精致的宫灯高悬朱门间， 推
门而入 ， 园内悬挂20盏小型宫

灯， 龙凤呈祥、 花开富贵、 吉祥
如意等花屏图案交相呼应。 在雅
园、 趣园中， 艳丽的牡丹、 灵动
的水仙等灯绘在灯光的映衬下分
外鲜明。 各园中还设置了动物、
字谜等主题的灯谜。

据体育馆路街道居民、 宫灯
非遗传承人郭燕青介绍， 宫灯又
称宫廷花灯， 是中国彩灯中最富
有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
2007年6月， 北京宫灯入选首批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又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
录。 “这宫灯是黄花梨的骨架 、
玻璃的画屏、 水墨的工笔画， 漂
亮吧 。 咱北京宫灯工序比较繁
杂， 包括原木制作、 上色喷漆 、
绘制灯片、 印制灯片、 灯穗配置
等。” 郭师傅拿着一支30厘米的
红木宫灯， 认真地讲解着。

“宫灯的制作过程复杂，材料
成本高，一盏30厘米高、酸枝木骨
架的宫灯，起价就得千儿八百，寻
常人家难得有 。 我们红灯厂从
2010年之后就没什么宫灯的活儿
了， 现在厂里做宫灯的就我一个
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
乏人的困境。 我希望能借本次活
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这一技
艺， 也希望以后让更多年轻人接
触宫灯， 有机会也让更多人体验
制作宫灯，共同弘扬传统文化。 ”

“在传统灯会的基础上， 我
们结合地区资源， 推陈出新， 将
宫灯这一非遗项目纳入其中， 带
动更多人了解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 丰富地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元宵特色灯会负责人王玉
梅表示。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昨天， 走进东四胡同博物
馆，社区小朋友正踩在芝麻秸秆
上，劈啪作响，小朋友们用脚将
其踩碎，以“碎”谐“岁”，意为“岁
岁平安”， 不少小朋友打起了雪
仗。这是东四街道与华智国创教
育、中视大风车儿童早期教育发
展机构联合主办的庆元宵活动。

博物馆里热闹非凡，一进院
居民和孩子将新年愿望和祝福
写在缎带上；二进院小解说员正
在讲解传统拜年习俗；三进院小
朋友带着自制的灯笼猜灯谜。

“小朋友们， 小喇叭开始

广播啦！” 当年 《小喇叭》 的播
音员曹灿爷爷也来到这里， 同
小朋友一起互动交流。 “吃来
呗闹块咧， 哎沙着你的口儿甜
咧！” “热包儿的咧哎！” 一个
个新奇的声音灯谜让小朋友们
争相猜测这是什么吆喝声。

当天， 讲解员、 志愿者都
是来自东四总院社区的居民和
孩子， 有的甚至是全家总动员。
除去活动的主会场， 东四司法
所还有第五届法律知识灯谜会，
东四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等同时
开展了多种庆祝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非遗传承人讲宫灯工艺 昨天，东外大街社区党委联合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工委、办事处，
邀请海晟名苑小区中外居民家庭代表一起欢庆元宵佳节。 活动围绕
着传统年俗文化展开，设有欢欢喜喜过大年、茶香飘飘品茗乐、元宵
佳节猜灯谜、包汤圆庆团圆环节。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小朋友胡同博物馆猜声音灯谜

白纸坊居民穿汉服绘花灯

机场回迁居民新家门口逛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