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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
文/摄）新年的安丰古镇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戏台上
的民俗竞技、沿街的各色
美食、走街串巷的舞龙舞
狮……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旅游场面异常火爆。

春节期间，国家4A级

旅游景区、江苏十大旅游
新景区——安丰古镇人气
爆棚，接待游客10多万人
次。游客们或在古戏台前
兴高采烈地观看传统技
艺、惊险杂技等民俗表演，
或有滋有味地品尝街头特
色小吃，或饶有兴致地观
看民间手工艺制作。传统

技艺舞龙、舞狮、毛驴舞、
民族舞等，让游客感受传
统技艺的魅力。惊险杂技
太空漫步、力量、高空停
车、蹬技、集体武术、滑冰、
杂技大环、魔术等，为人们
带来惊险刺激的感觉。安
丰民俗盐官巡街、鲍老爷
招婿等，让游客从中体验

安丰独具特色的盐韵文
化。正月初三，央视春晚
特邀嘉宾西单女孩来到安
丰古镇，倾情演唱《天使的
翅膀》《时间》《做自己的女
神》《你不来我不老》等歌
曲，为游客们带来一场听
觉盛宴。

安丰古镇年味足 好吃好看又好玩
本报讯（夏素红）大年初五，

银装素裹，瑞雪丰年。头灶镇一
年一度的民俗闹春活动正在头灶
集镇和六灶、华、曹三个社区
精彩上演。

该镇数十名文化志愿者敲锣
打鼓，激情满怀地表演了舞龙灯、
唱凤凰、打腰鼓、撑花船、挑花担
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节目，给
广大群众献上了丰盛的文化盛
宴。

表演队伍从头灶镇政府集中
出发，分别在世纪广场等6个人群
密集区进行了表演，受到沿途居
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头灶镇民俗

闹春庆新年

朱 霆

大年正月初五上午，在全国
文明村、美丽乡村梁垛镇临塔村
五组居民点上，该村群众文化合
作社的 10 多名披红挂绿的社员
们正载歌载舞，为村民们演出。
群口快板《临塔就是好》、表演唱
《今日临塔》、对口快板《改革开放
四十年》等精彩节目博得了观众
们的阵阵掌声。

开展新春送戏演出是临塔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容之一。目
的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丰富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
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该村就
着手组织村群众文化合作社的社
员创作排演节目，共精心准备16
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我们从大年正月初二下午
就在村里开展送戏演出活动，到
今天已经在村里较大的居民点演
出了8场，让回乡过年的乡友和村
民们能品尝到饱含浓郁本土气息
的文化‘大餐’。”该村党总支副书
记洪美萍笑着说道。

文明村里文明年

记者 陈美林

一 条 条 祥 龙 腾 飞 跳
跃、一只只瑞狮前蹦后跳
……大年初二，第七届“美
丽东台·民俗闹春”大型巡
游踩街活动如期上演，东
台成了欢乐的海洋。

最东台的元素、最传
统的文化、最幸福的笑容，
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传统文
化节目，点燃了广大市民
和游客的浓浓乡愁，把美
丽东台的盛世风情营造得
分外浓烈。

传统民俗展风采

当天上午九时，浩浩
荡荡的队伍从西溪古城广
场出发，队伍中的“美丽东
台”“强富美高”“改革再出
发”等标语格外醒目。

踩街队伍中，秧歌队
强劲有力的步伐和律动的
节奏扭出了节日的喜庆、
生活的富足；腰鼓队敲起
锣打起鼓，奏出了人们幸
福甜蜜的生活；数条长龙
飞舞穿梭在踩街队伍中，

时而腾空而起，时而潜海
入水，一路摆游，煞是威
风；花担队踩着整齐的步
伐，晃动着双肩的花篮；风
趣的猪八戒扛钉耙、生动
的河蚌、传统的打连厢以
及惟妙惟肖的小金龙，让
沿途观众欢乐不已，引来
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梁垛镇牌楼村的长龙
再次参加了民俗表演，村
主任姜长桂说，这条龙已
有几十年历史了，表演队
伍里有父子、父女、公媳
等，大家都为能够参加表
演而感到自豪。

就读于陆军步兵学院
的大一学生刘少华，此次
担当三仓队伍的领队，一面
大旗被他舞得威风凛凛。
刘少华说，希望能够通过踩
街的表演，展示出新农民的
新风貌。

从9时开始到11时30
分结束，铿锵的锣鼓响遍
大街的每个角落，浓浓的
年味扑面而来。这是一场
源于乡土，源于普通百姓的
盛宴，乡情、乡音、乡愁汩汩
流淌。

家乡味道觅乡愁

表演队伍走到哪里，
欢乐就带到哪里。

87岁的老“西溪”黄粉
红一早就搬出了自家的凳
子，守在路边。“热闹！真
热闹！这才像过年！”老人
连连感叹。

英国小伙卡尔如今是
一名东台女婿，这一日上
午，他和妻子推着孩子挤
在人群中，逐个队伍、逐个
演出看过去，“很传统的表
演，很有味道、很有年味！”
卡尔用三个“很”表述了他
内心的感受，他说，在现代
化、快节奏的生活里，各个
地方都差不多，然而这些
传统的表演，才能体现出
一个地方的特色和味道。

回家过年，感受最真
的年味，不少返乡市民已
经把看民俗闹春的表演作
为每年春节必看的大戏。
10岁的唐浩然、崔浩承兄
弟俩一直跟随父母在杭州
念小学，春节回家，双胞胎
兄弟挤在人群里，兴奋又

好奇，“家乡的春节好精
彩！好热闹！”

这一日，人群中还有
一位特别的人，他便是去
年刚刚和亲人恢复联系的
东台籍赴台老兵后人顾家
宝。今年是他第一次在东
台过春节。跟随着队伍跑，
每个表演、每个队伍，他都
一拍再拍。是的，回家，对
于顾家宝来说，是盼了几十
年的事儿，出生在台湾、长
在台湾的顾家宝，如今回到
故乡，切身体会最具家乡味
的中国年，他激动得几乎哽
咽起来：“很传统的表演，在
台湾也见过，但是在我的
故乡见到，非常亲切！”

激情踏春再出发

16 个代表队，队队出
彩，四个篇章，章章华丽，新
一年的希望，在这里起航。

龙 腾 狮 舞 ，锣 鼓 齐
鸣。多少喜庆，多少欢乐
在传递，在流淌。这是一
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过
去的一年里，百万东台儿
女在建设家乡的道路上，

勠力同心、克难奋进，一项
项经济指标被刷新，一个
个创新品牌被缔造，新交
通、新经济、新生态、新旅
游、新生活“五个新实践”
可圈可点、亮点纷呈，高质
量发展快速形成突破之
势，谱写了一个又一个辉
煌篇章，人们怎能不激情
无限，起舞翩翩？

鼓 乐 祥 和 ，幸 福 东
台。无论是舞龙、腰鼓，还
是秧歌、花担，一幅欢乐、
祥和的幸福东台画卷跃然
眼前。我们幸运，见证了
这座城市的变大变美，我
们骄傲，我们参与了这座
城市的发展进程。“四个
一”工程和“八大富民”模
式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
一项项改革便民举措充分
释放出全民创业的激情，
一个个民生、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工程的实施，让

“强富美高”新东台的氛围
更加浓厚，活力充分涌流。

全 景 东 台 ，美 轮 美
奂。从三仓镇的彩旗，到
溱东镇的“水韵莲香”，再
到沿海经济区的花车，东

台的美，东台的风情尽情
展现。近年来，伴随着新
旅游的蓬勃发展，各个景
区、景点亮点频现：从景区
创建提升，到乡村休闲盎
然成趣，从旅游形象、品牌
推广，到旅游市场多元营
销、多点开拓，旅游这个朝
阳产业，不仅给我市带来
了旺盛的人气和不竭的财
富，更引来先进理念和高
端要素，成为我市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新引擎。

激 情 跨 越 ，共 赢 未
来。无论是传承西溪、安
丰等独具东台特色的优秀
传统文化，还是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创造新的时尚，
未来的东台发展之笔正握
在我们手中；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深化市场化
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走
好“两海两绿”路径，更高
质量的发展正等待我们去
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正
向我们招手！

踏着春天的脚步重新
出发、扬帆远航，我们有的
是信心，有的是勇气！

民俗踩街闹新春 幸福东台年味浓
——2019“美丽东台·民俗闹春”大型巡游踩街活动侧记

2 月 9 日下午，新街镇 2019 年
“炫舞新春广场舞展演”活动举
行。《开门红》《万泉河水清又纯》
等 13 个欢乐喜庆的精彩节目，为
全镇人民献上了一场丰富的视听
盛宴。

记者叶海慧 通讯员陆继军摄

本报讯（郭耀华 许晓凤）2月
10 日下午，富安镇 2019“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新时代文明
实践文艺巡演活动在该镇团结、
建团、元九、集贤等村拉开了序
幕。

该镇霞飞舞文学合作社、梦
圆文化合作社、富宝文化合作社、
布谷鸟文化合作社社员们除表演
了舞狮、舞蹈、民歌对唱、戏曲演
唱、男女声独唱等传统又有现代
韵味的节目外，还结合本镇茧丝
三产融合发展、印后一体化生产
的新貌、新事等自编了三句半、逛
新城等接地气的反映富安生产生
活特色的节目，在演出现场受到
观众的好评。

为了让富安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到家乡浓浓的精神大餐，从大
年初一起，富安镇在33个村文化
礼堂为村民免费放电影、开放镇
图书馆和村农家书屋，还开展了
套圈推环、有奖猜灯谜等传统游
戏贺新春系列活动。

富安镇春节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 ( 记 者 顾敏
文/摄)仙女飞天、新春灯
会、抛绣球、闹洞房、看马
戏、逗萌宠……春节期间，

西溪景区处处沉浸在浓浓
的年味里，丰富多彩的年
俗活动精彩纷呈。市旅游
部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

西 溪 景 区 共 接 待 游 客
113.62 万 人 次 ，增 长
93.9%。仅正月初一西溪
景区接待游客就突破 20

万人次。
大型实景演出《天仙

缘》一夜火遍大江南北,朋
友圈、抖音里呈现的都是
七仙女飞天的盛世美景。
景区与河北吴桥知名杂技
团队合作，专程邀请了多
名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
乌兹别克斯坦的外籍演员
驻场表演。国际大马戏也
是人气火爆，再现去年一
票难求的盛况……来自四
川、上海、南京等地的游
客涌至西溪,人们在西溪
景区过大年，深度体验景
区的美食美景和春节民
俗。

上海游客王松表示，
旅游过年比宅在家里有意
思。西溪景区既有本地特
色的庙会，又有难得一见
的飞天真人秀和孩子们喜
欢的马戏和卡通表演，这
个年过得很有意思。

春节期间西溪景区游客接待量创新高

记者陈美林文/摄

森林、温泉、雪景……
春节期间，黄海森林公园以
它独特的美，吸引着众多市
内外游客将其作为阖家出
游、朋友结伴相聚的佳地。

为了和游客形成互
动，春节期间，景区特地为
游客准备了游园护照，一
批批游客纷纷前往景区，
争相在森林科普馆、探险
乐园、少儿营地、森林驿站
等指定景点参加木屋VR
体验、真人CS、树上探险、
攀岩等活动进行打卡，在
赢取木屋、温泉、科普馆
5D影院体验券的同时，也

收获了新年的喜悦。
春节期间，黄海森林

公园的 5D影院还特地推
出了精心制作的宣传片
《飞跃森林》，让游客从听
觉、视觉、嗅觉、触觉、感官
等五个方面“亲身”体验森
林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春
的一场大雪也使得黄海森
林公园更添韵味，引来不
少游客赏雪玩雪、拍摄美
景，除了部分本地自驾游
客，不少都是来自上海等
周边城市的游客，黄海森
林公园的雪后美景在朋友
圈广泛流传。

森林“打卡”乐翻天

何国庭 朱来兵 文/摄

猪年新春佳节期间，
五烈镇甘港老家景区披上
节日的盛装，处处洋溢着
喜庆的节日气氛。据相关
统计，从大年正月初一到
初五，甘港老家景区接待
游客1.5万人次。

今年春节，为营造欢
乐祥和的喜庆氛围，满足
城乡居民节日需求，五烈
镇在甘港老家景区以“梦
回东台，乡约甘港”为主
题，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
系列活动和民俗乡情展演
等特色活动，放大家乡年
味和乡愁元素，村史馆、
花坊、戏坊、酒坊、豆腐
坊、手工坊、茶坊等免费

对外开放。
在东台村史馆，游客

们被土地改革、合作大
道、人民公社、包产到户
等展区深深吸引。来自上
海的游客袁缘激动地说：

“村史馆让人零距离触摸
到近代中国农村发展的脉
搏，感受到岁月的流淌。
甘港乡愁，真的让人忘
怀。”百坊园风景别致，豆
腐坊、酒坊、手工坊等传统
作坊人气十足。传统戏曲
和各种现代歌曲节目轮番
上演；原汁原味的豆浆、老
酒、桑茶等让游客们大饱
口福。正月初四至初五，
春雪忽至，在白雪的映衬
下，景区显得更加美丽，
给游客们带来无限乐趣。

甘港老家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