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今年消费迎来“开门红”
商圈街区人气十足、

文博展演丰富多彩、 公
园景区游人如织、 影院
精彩无限……春节期间，
朝阳区推出了丰富的文
化 活 动 ， 浓 浓 的 城 市
“烟火气” 里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年味， 更是迎来
了消费 “开门红 ” ， 其
中， 蓝色港湾商圈接待
量同比增长超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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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通讯员 马宇晗 董文辉

舞狮、 手工花灯、 非遗剪
纸、 包饺子……这个春节， 怀
柔区不少民宿都推出了特色新
春活动 ， 张灯结彩 、 传统 年
俗 、 乡村风貌等众多新鲜元
素， 吸引了不少市民到怀柔民
宿过年。

伴随着锣鼓音乐声， 除夕
开始 ， 每天下午4点 ， 怀柔区
渤海镇北沟村瓦厂酒店的舞狮
和秧歌表演都会准时拉开序
幕。 表演者们身着彩衣盛装一
路载歌载舞， 与游客和村民们
互动演出， 一片欢声笑语。

瓦厂酒店位于慕田峪长城
脚下， 这里将春节文化、 非遗
文化相融合， 推出古风草纸花
灯制作 、 舞狮表演等系列活
动， 与游客一道欢度春节。 夜
幕降临， 五彩斑斓的花灯纷纷
亮起， 悬挂着各式谜语的花灯
随风摆动， 游客们穿梭在瓦厂

的花灯下和家人们一起猜灯
谜， 气氛十分热烈。 游客王女
士说： “今年过年想着换个方
式 ， 就带着家人来到京郊过
年， 酒店准备了剪纸、 写福字
等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 特别
是舞狮和秧歌表演 ， 和大家
一起看表演 、 扭秧歌 ， 感觉
回到了小时候。”

洞台村的井邻民宿也为游
客准备了手工花灯 、 包饺子 、
植物扎染等体验项目。 井邻民
宿负责人介绍： “我们的特色
美食和春节项目很受欢迎， 来
这里的不仅有本地游客， 还有
很多外国朋友特地赶来体验包
饺子，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位于六渡河村的卡斯谷酒
店除推出 “春节不打烊” 春节
特别版活动 ， 除胶东花饽饽 、
怀柔非遗 “杨门浆水豆腐” 制
作和逛迎春小庙会等项目， 还

推出了滑雪圈、 滑雪寻宝、 雪
山曲棍球等8大冰雪项目， 36项
亲子体验 ， 游客可畅享 “花
式” 雪上运动。

市 民 张 先 生 说 ： “去年
刚刚举办冬奥会， 孩子对冰雪
运动特别感兴趣， 对比了几家
民宿后 ， 一下子就选中了这
里。 几天下来， 玩儿得不亦乐
乎， 已经舍不得走了。”

据了解， 为丰富市民假日
文化生活， 今年春节， 怀柔区
以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为主
题， 推出第 33届群众艺术节 ，
策 划 推 出 贯 穿区级 、 镇乡 、
村居各层面的57项237场活动，
精品民宿的春节活动就是其中
的重要内容 ， 除 瓦 厂 、 卡斯
谷和井邻， 怀柔区其他民宿也
结合各自特点 ， 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项目 ， 深受市民和游
客欢迎 。

牛羊肉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可
追溯 ？ 牛羊肉是否有检疫检验
证？ 农药、 兽药残留是否超标？
……节日期间， 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对八里桥批发市场的牛羊肉开
展突击抽样检测， 源头守牢节日
期间食品安全。

凌晨3时， 北京八里桥农产
品批发市场牛羊肉批发大厅格外
热闹， 三辆满载新鲜羊肉的冷藏
运输车一字排开， 十几名商户正
将一扇扇新鲜羊肉卸在滑轨吊钩
上过磅称重。 执法人员索要了当
天所有入场牛羊肉屠宰企业名
单， 逐项查验品质检验合格证、
动物产品检验合格证、 检验报告
等信息， 确保所有进入市场的牛
羊肉来源正规可溯。

随后， 随机选取了部分待售
牛羊肉， 通过移动执法终端扫描
羊肉上悬挂的蓝色检疫验讫标识
牌上的二维码， 输入标识牌上的

10位数字编码进行查验， 结果显
示此扇羊肉通过了中国动物产品
检疫验讫。

当天， 执法人员还与食品检
测机构工作人员对入场的牛羊肉
进行了抽样检测。 “此次抽检我
们将重点关注牛羊肉上的农药、
兽药残留情况。” 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张国超说，
“这些样品我们将委托检测机构
进行严格的专业检测， 第一时间
筛查不合格食品， 提前消除食品
安全隐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
消费者， 购买食品时请选择资质
齐全 、 管理规范 、 进货渠道正
规 、 售后服务相对有保障的商
场、 超市或农贸市场， 购买时要
注意查看是否有牛羊肉检验检疫
证明， 切勿购买色泽、 弹性等感
官特征与新鲜牛羊肉差异较大的
商品。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郑秋颖 黄欣然

消费火、 活力足
商圈 “制造快乐” 攒足人气

春节期间， 朝阳区各大商圈
多元化的年味儿盛宴攒足了人
气， 精彩纷呈的各类文化活动既
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过节体验， 也
释放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为朝阳
消费带来更多生机。

侨福芳草地 “福兔 ” 艺术
展、 新春市集等活动， 将节日的
氛围感拉得满满， 这里已经成为
很多市民游客的打卡地。 “这里
有很火的6米高巨型福兔， 表情
真霸气， 太有喜感了！” “90后”
小玥和好友相约来到侨福芳草

地，专门来看这只“网红”兔子。
春节7天假期 ， 朝阳区商圈

消费数据喜人。 其中， 蓝色港湾
春节期间接待游客数量排名全市
前十 ， 接待游客 33.19万人次 ，
同比增长532.19%。

游逛商圈少不了舌尖上的美
食，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朝阳区
不少餐厅再现大排长龙的景象，
人们在热闹的叫号提示声中切实
感受到了浓浓的 “烟火气”。

春节期间， 朝阳区多家餐厅
营业火爆， 1月28日晚， 位于三
里屯太古里西区的陶陶居酒家门
口 ， 有几桌排号等位的食客 。
“今天还算少了， 春节期间日均
排号要在300个左右， 店里员工
有些忙不过来， 我们还请了些临
时工帮忙。” 店长介绍道。

吃好玩好， 看一部热门电影
成为了很多市民欢度春节的快乐
选择。 在朝阳区的多家影院， 热
门电影每场上座率都很高， 春节
档丰富多样的影片类型吸引了大
批观众走进影院。 防疫政策的优
化、 优秀的影片、 新春观影惠民
活动， 带来了电影市场的强劲复
苏态势。

据统计 ， 兔年 春 节 假 期 ，
朝 阳 区 62 家 影 院 票 房 总收入
6100余万元， 超过去年春节档总
成绩。

文艺范、 开门红
超50万人次畅游文创园

这个春节假期， 热闹的不止
有商圈、 公园和景区， 在朝阳，
如珍珠般镶嵌在城市中的文创园
客流明显回升。 假期里， 市民杨
女士约上好友去逛798艺术区 ，
她们看了一场兔子主题潮流艺术
展， 动手做了滚印年画， 还一起
喝咖啡、 逛书店， 不知不觉就度
过了一天的时光。 “这股热闹劲
儿， 甚至胜过很多商圈和公园。”
杨女士感叹。

以798艺术区为例 ， 春节假
期共迎来超10万人次客流， 人们
在这里看展、 购物、 品尝美食，
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24%。 今年
春节假期， 朝阳区的重点文创园
迎来超50万人次客流， 文创园和
商圈促消费总额达0.26亿元， 为
一年的经营开了一个好头。

人气旺、 能量足
补足知识给养打造“文化朝阳”

春节期间 ， 各大展馆 、 剧
场、 书店掀起了文化热， 市民朋
友们选择观展、 阅读补充知识能
量， 让春节更有文化味。

“展厅里科技感十足 ， 丰富

而炫酷， 如同走进梦幻的文化场
景之中。” 春节假期里， 一走进
中国电影博物馆的林女士， 就被
该馆中央圆厅新建好的1000平方
米数字化屏幕所震撼， 该厅以立
屏、 地屏、 卷轴屏等全方位滚动
展示春节文化， 给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馆内的诸多常设展览、
亲子活动等， 也让市民来此度过
了愉快而充实的一天。

观展有内涵， 剧场剧院里同
样精彩。 三里屯爱乐汇艺术空间
时空剧场 《北京烛光音乐会 》、
中国木偶剧院贺岁儿童舞台剧
《卡酷大计划———飞跃兔王星 》、
朝阳剧场儿童剧 《父与子 》 等，
好戏连台， 让广大群众享受到精
彩的文化盛宴。

春节期间 ， 朝阳实体书店
“不打烊”。 在钟书阁望京店里坐
着不少正在读书的市民， “春节
假期， 我们抽出一整天陪孩子来
书店看书、 买书。” 读者张女士
说道。 亚运村图书大厦少儿绘梦
伴读馆举办了 《数字科技助力北
京中轴线申遗》 文化大课堂、 亚
图 “睛” 英挑战赛等， 新华书店
和平街店举办了北京中轴线公益
讲座等……多家书店不仅营造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 更让广大读者
在热闹的春节里找到一方静谧的
阅读空间。

景区热、 冰雪热
红火兔年文旅消费活力四射

同样热闹的还有各大公园景
区， 精彩纷呈的各类文化活动不
仅让市民游客感受到节日的气
氛， 还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 释
放消费潜力。

北京欢乐谷举办的国潮闹春
节系列活动兔年主题街景将园区
装扮得喜气洋洋 ， 非 遗 文 化 展
示为游客带来浓浓年味儿。 北
京温榆河公园、 鸟巢、 朝阳公园
等景区景点的各种欢乐冰雪季、
冰雪嘉年华活动让游客们尽情地
在冰雪里撒欢儿。

说起冰雪活动， 春节假期国
家速滑馆 “冰丝带” 与国家游泳
中心 “水立方” 可是热闹非凡，
不少市民走进场馆， 享受冰上运
动的魅力。

“以前过年都是逛庙会 、 看
电影 ， 今年我练了轮滑 ， 想滑
冰 ， 就让爸爸带我来速滑馆试
试 ！” 一个7岁的孩子在 “冰丝
带” 的冰面上过足了滑冰瘾。

截至1月27日12时， 春节7天
假期，朝阳区21家旅游景区（点）
共接待游客110.04万人次， 同比
增长60.75%；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017.40万元， 同比增长75.72%。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源头守护节日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赵思远春节期间怀柔乡村民宿备受青睐

观非遗 做手工 品美食

春节期间， 在一栋栋办公
楼屹立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
办公区160地块项目现场 ， 留
守工地过年的劳务工人亲人不
远千里 “反向” 过春节。

除夕， 中建一局副中心160
地块项目领导为留守工地过年

的劳务工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
品 ， 并为他们送去新年的祝
福。 劳务工人李巧燕今年选择
在工地过春节， 让她和其他劳
务工人感到惊喜的是， 老家的
爱人和孩子不远千里来到副中
心工地陪他们一起过年。

李巧燕说： “项目食堂菜
肴丰盛， 在副中心过春节一样
吃得好。 过年不再意味着一定
要返回故乡， 家人在哪， 哪里
就是家 。 我们留守项目过年 ，
春节后也不耽误投入项目生产
的工作， 这样挺好的。”

□本报记者 马超

城市副中心留守劳务工人亲人“反向过年”

蓝港商圈接待量同比增长超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