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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2018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海南分会场
文艺小分队赴临高大雅村慰问演出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省文体厅、省财政国库

支付局赴儋州市雅星镇合罗村慰问演出暨“群艺大舞台”文
化进万家走进合罗村扶贫慰问演出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来琼惠民演出
《冼太夫人》专场

2018首届中国体育庙会

方冠之浪漫手风琴音乐会
“送欢乐 下基层”书法家义务挥春活动
“送欢乐 下基层”美术家送年画活动
采风创作活动

“繁荣昌盛 幸福昌头”2018昌头村元宵晚会
春风又绿金江岸-2018海南广电澄迈小记者春节联欢晚会

"木棉花开·爱情来了"第三届万人相亲大会
2018三沙市春节联欢晚会
城市健康舞蹈大赛
春节特别节目琼剧《双王脱贫记》《新村官上任》
找个民宿过春节
让温暖扑向2018《追寻》春节特别节目
2017“碧海蓝天”杯海南牌王争霸赛

“繁荣昌盛 幸福昌头”2018昌头村元宵晚会
观澜湖穿越庙会
新春美食汇
2018年三沙市军警民春节联欢晚会
2018年海南琼剧春晚

琼剧惠民演出

迈上新征程，德耀文明门
--崖州区“六个十佳”活动颁奖典礼暨2018元宵晚会。

“天涯轻骑队”基层宣讲活动
文化进万家——春节期间优秀国产影片全省巡回展映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新年礼品书”推荐

图书阅读展销活动

新华书店“送书下乡”销售活动

消防犬工作展示教育活动

手贺新春——手工DIY活动

剪纸创意DIY

泥塑DIY

迎新春图片展

墨韵海南书写中国梦

“梨园贺岁·百戏昇平”

迎新春、写春联、送春联

“汉字记忆・我写对联迎新春”

我们的节日：春节史话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拓印技艺”
元宵灯谜会

全民阅读：带本好书过春节

“网络书香过大年”
迎新春音乐会

“我们的节日”少儿迎新春主题活动

“我们的节日”：元宵节社区分馆主题活动

海南群众大讲坛（休闲时尚）
庆元宵游园活动
2018迎春射箭趣味赛
迎新春桥牌赛
迎新春海南省名人围棋邀请赛
2018“迎春杯”海南省飞镖欢乐赛
2018年“新春杯”升级扑克邀请赛
海南省“体育下乡”排球精英邀请赛
2018“迎春杯”海南省青少年健身游泳比赛
省文体公园2018年元宵新春游园系列活动

“李成智杯”国际象棋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8全国“龙腾狮跃闹元宵”大联动暨海南省体育大拜

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周末剧场《巡按还乡》
周末剧场《扶贫系列琼剧小戏专场晚会》

周末剧场《金狗贺岁.百花迎春--2018年新春曲艺晚会》
周末剧场《太子还朝》《新阵容》
《太子还朝》

海南省琼剧院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活动

活动内容
歌舞晚会
小型文艺惠民演出

综合文艺演出

交响乐
琼剧表演

民族民间体育大汇演、街舞、明星降临、体育运动互动娱乐、YOUNGER能量PARTY、春节不打烊购

物狂欢节、小型房展

音乐会
写春联送春联
画年画送年画
海洋与海岛文化采风
歌舞晚会
晚会
黎族婚礼秀万人相亲大会
晚会
比赛
线下琼剧展演+特别节目
真人秀
重温入党誓词
线下棋牌竞技
歌舞晚会
邀请听众穿着古装体验传统庙会
邀请听众和游客品尝美食
文艺演出
琼剧晚会

琼剧表演

歌舞晚会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放映125场电影
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20种人文社科、文化艺术、少儿、生活四大类新年礼品书，分别以“爱我中国，文

明城市”、“传统文化，世代永传”、“童真视野、望朝古今”、“日常美好，一生幸福”为主题进行推介。

1.好礼遇新春，清耳阅新年—2018新春图书展购书有礼；2.比创意，比销售—销售竞赛系列活动；3.
到海南凤凰新华 选正版品牌教辅—新华书店2018春季中小学助学读物大展销；4.工具书和课外阅读
精品推荐。

给当地农民群众提供医学卫生类、科普类等健康有益的图书，丰富当地农民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

为了让广大观众近距离的了解消防犬，在开幕式当天特别邀请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来海南省博物
馆进行一场消防犬工作展示教育活动。

通过精心设计的故事讲述和互动问答，让参与者了解生肖狗背后的故事。接着，参与者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来到展厅，寻找藏在海南省博物馆中的有关于生肖狗的艺术作品，最后根据所提供的材料
（剪纸、贴花、卡片、刻章等）进行制作狗年新春贺卡；

首先由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师进行艺术展示，同时还设置了工艺制作体验环节，在民间艺
术家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提供剪纸给参与者发挥创造力进行艺术裁剪，与民间工艺的亲密接触中增
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泥塑是中国一种古老常见的汉族民间艺术，其中陕西凤翔彩绘泥塑，是至今我国保留最古老、最具
民族特色的泥塑类手工制品。在手工DIY环节中，孩子们利用画笔和颜料，在各种造型的生肖狗泥塑
上尽情施展创意，涂绘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生肖狗；而大人们则需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手工捏制生肖
狗。创作完成后，进行一场狗狗知识问答，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间接的拓宽参与者的知识面。

五十六民族过春节风俗图片展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展

戏曲文化主题展览

邀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为读者免费书写春联

2018年“汉字记忆・写对联迎新春”活动

邀请《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刘兴林教授为读者讲述优秀传统文化之精要

现场教学，让读者亲自体验用雕版拓福字和拓印杨柳青年画，作品可带回家留念。
元宵节传统猜灯谜活动
由海南省图书馆发布2018年新春好书榜，推荐给读者借阅，趁着团聚的时光，全家人一起体会思想

之光，品味阅读之美，提升春节文化内涵！

线上专题活动
文化惠民春节音乐会
元宵节“赏灯猜谜”活动

“猜灯谜”：读者在光大各社区书屋现场可参与猜灯谜活动，赢取精美礼品
“送元宵”：到社区书屋阅读即可现场品尝元宵
“游园会”：社区开展元宵游园会，参与游园的客户即可领取游戏卡，相应的游戏积分可以兑换相应

的礼品
文化讲座
才艺表演
趣味射箭比赛，亲子团体赛
桥牌比赛
围棋比赛
飞镖比赛、飞镖嘉年华
升级扑克团体、个人赛
体育下乡
竞速赛、亲子活动
体彩即开票销售、趣味游园、文艺演出、书法笔会、广场舞和太极拳集体表演等
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

群众体育项目展演

琼剧表演
琼剧表演
琼剧表演
琼剧表演
琼剧表演

琼剧表演

举办单位
省委宣传部 三亚市委市政府

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

省文体厅 省群艺馆 省财政国库支付局

省文体厅
省文体厅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三亚市人民政府

省文联
省书协
省美协
省作协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民生广播（公司）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公共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屯昌组织部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民生广播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交通广播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交通广播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市委、市政府
省琼剧基金会

省艺校青年琼剧团

省民族歌舞团

省民族歌舞团
省电影公司农村电影院线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

省群艺馆
省群艺馆

海南省射箭协会
海南省桥牌协会
海南省围棋协会

海南省飞镖运动协会
海南省扑克运动协会
省体育赛事中心
海南省体育总会

文体公园、体育中心、省群艺馆、省文联、中视物业等
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

海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屯昌为民琼剧团
屯昌为民琼剧团
海南群星艺术团
省琼剧院二团

海南省琼剧院二团

海南省琼剧院

时间
2018年2月15日
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8日-2月10日
2018年3月3日-3月9日

2018年2月16日-2月22日

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10-11日
2018年2月8日
2018年3月3日—5日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2月10日
2018年2月20日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3月6日
2018年2月10日
2018年2月15日至21日
2018年2月15日至2月21日
2018年2月3日、10日
2018年2月28日
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

2018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

2018年3月2日

2017年12月25日至2月底
2018年2月5日至3月2日

2018年2月10日-3月2日

2018年2月10日-3月2日

2018年2月10日-3月2日

2018年2月10日上午10:00

2018年2月11日/18日/19日/20

日上午9:30-11:00

2018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5:00-

16:30，16日/17日9:30-11:00

2018年 2月 21日/24日/25日上

午9:30-11:00

2018年2月16日-3月2日

2018年2月底-3月初

2018年2月

2018 年 2 月 10 日/11 日上午 9:
00-12:00

2018年2月7日-2月14日
（2月10/11日休息）

2018年2月8日
上午9：30-12:00

2018年2月16日上午9:00-12:00
2018年3月2日上午9：00-12:00

2018年2月16日-3月2日

2018年2月上旬
2018年2月
2018年3月2日（晚上）
2018年3月1日
2018年3月2日

2018年3月3日

2018年2月6日晚20：00
2018年3月2日
2018年2月10日
2018年2月18日-2月20日
2018年2月21日
2018年2月21日-3月3日
2018年2月25日
2018年3月3日
2018年3月3日
2018年3月2日
2018年2月19日-26日

2018年2月24日-3月2日

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10日
2018年2月24日
2018年2月23日
2018年2月23日

2018年2月-3月

地点
三亚市

临高县大雅村

儋州市雅星镇合罗村

省歌舞剧院（剧场）
省歌舞剧院（剧场）

三亚市海棠区海棠中心广场、蜈
支洲岛旅游区、国家水稻公园、启迪
冰雪大世界、保利财经论坛永久会址

海图音乐厅
省图书馆
昌江县
三沙市

文昌市昌头村委会
澄迈县
昌江县

三沙市永兴岛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

海口市
三亚市、陵水县等

海口市
海口名门广场

文昌市昌头村委会
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
海口观澜湖新城
三沙市永兴岛

海口市

海口、定安等

三亚市崖州区

五指山、三亚、乐东等村镇
全省各市县乡镇或村委会

海口市各新华书店

全省新华书店

全省各乡镇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艺术馆攀丹书院

海南省博物馆艺术馆攀丹书院

海南省博物馆艺术馆攀丹书院

省图书馆一楼展厅

省图书馆一楼展厅

省图书馆一楼展厅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 二楼海文书院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

线上活动
省图书馆报告厅
省图书馆报告厅

各光大社区书屋

省歌舞剧院广场西侧舞蹈园地
省歌舞剧院广场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省文体公园市民广场
澄迈县

琼中县

海南戏院
海南戏院
海南戏院
海南戏院
海南戏院

海口、文昌、琼海、澄迈、定安、万
宁等市县

省直宣传文化单位春节期间开展文体活动安排表

本报三亚2月6日电 （记者林诗
婷 实习生李家鑫）央视狗年春晚进入
倒计时阶段。记者今天从央视狗年春
晚海南分会场组委会获悉，晚会筹备工
作正紧锣密鼓进行中，近千名来自省歌
舞团、海南大学等演员已进入连排阶
段，将在除夕之夜为全国观众呈上舞
蹈、器乐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精彩演出，
传播琼岛文化，展示海南形象。

今天，三亚笼罩在寒意之中，位于

该市国际邮轮港的央视狗年春晚海南
分会场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排练场
景，近千名省内演员正在抓紧练习，全
力呈现完美的演出效果。据悉，此次央
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演出预计有8
分钟，来自省歌舞团、省民族歌舞团、三
亚市歌舞剧院、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学院、海南
中学、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口市琼山中
学、天涯小学等近千名演员参演，将呈

现舞蹈、器乐表演以及体育项目等精彩
演出，传播海南本土民俗文化、体育文
化、滨海文化，展示充满活力、激情的海
岛形象。

此外，央视狗年春晚主持阵容也对
外发布，设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
的主会场将由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
思、尼格买提联袂主持，海南分会场将
由中央电视台的张泽群、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的王丝共同主持。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符桃心）春节将至，省博物馆、
省图书馆、省琼剧院、省群艺馆等多家公
共文化单位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和
文艺表演，丰富群众节庆文化生活。

2月8日，省博物馆将迎来一期、
二期全面开放，届时，多个内容丰富的
展厅将为广大公众全面展示海南历史
人文风貌。

2018年是戊戌狗年，为贴合该主

题，省博物馆将在2月10日上午邀请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官兵携“工作搭
档”消防犬现场展示，公众不仅可以近
距离与英勇消防犬接触，更能在节庆
前加强消防知识学习。2月10日至11
日，16日至21日以及24日至25日，公
众还可报名参加“巧手贺新春——手
工DIY活动”，参与剪纸、贺卡制作等
迎新春活动。

2月8日，省图书馆将在其二楼海

文书院举行《我们的节日：春节史话》讲
座，《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刘兴林将为广
大读者讲述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
精髓；2月9日晚，海图音乐厅将为乐迷
们奉上迎新春音乐会——浪漫手风琴
之夜；2月16日至3月2日，“五十六个
少数民族春节风俗图片展”将在省图书
馆一楼大厅举办，在此期间，省图书馆
还会举办“全民阅读：带本好书过春节”
荐书活动；此外，2月底至3月初，“墨韵

海南 书写中国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
展也将在图书馆一层举行。

2月7日至14日，省图书馆将有两
场春联书写赠送活动。2月16日大年
初一，“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拓印技艺”
活动将通过邀请读者亲自拓印福字和
年画感受新春气息。

2月10日晚，屯昌为民琼剧团将
在海口海南戏院周末剧场推出扶贫系
列琼剧节目专场晚会；2月23日，省琼

剧院二团将在周末剧场带来全新阵容
的琼剧《太子还朝》；24日，海南群星艺
术团将以一场新春曲艺晚会为大家送
上新春祝福。

2月12日至3月10日，省群艺馆
举行2017年公益性免费开放美术书
法摄影培训班学员作品成果展；3月2
日，“中华情·中国梦”公益体彩迎新春
元宵游园活动将在省文体公园广场举
行，为元宵佳节再添喜气。

展览、书画、歌舞表演

省公共文化单位推丰富活动庆春节

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演出阵容发布

近千名省内演员将亮相春晚

2月6日，琼海市八方书画分会在嘉积镇举办新春书画义卖送春联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候鸟”书画家为当地群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琼海“候鸟”书画家为群众送春联送祝福

省文体厅惠民文艺演出走进屯昌

欢乐年味入农家

本报屯城 2月 6日电 （记者邓钰 通
讯员邓积钊）神采奕奕迎新春，喜气洋洋
过大年。今天下午，由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主办，海南省群众艺术馆、屯昌县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的“群艺大舞
台 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惠民文艺
演出在屯昌县南吕镇文化广场举行，以
送春联和歌舞表演的形式，为群众送去
新春问候和祝福，现场涌动着喜庆、欢
乐、祥和的新春氛围。

演出丰富多彩，恢弘大气的群舞《走
向辉煌》拉开了演出帷幕，节目包括歌曲
独唱、琼剧经典唱段、小品、少儿舞蹈和
京剧演唱等多种形式。最后，在海南省
著名歌唱演员谢锋、庄恋高亢激昂的《共
圆中国梦》歌声中，演出结束。整场演出
简单大方、喜庆热闹、年味十足，获得了
南吕镇群众的喝彩。“群艺大舞台”将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精品送到屯昌基层，
送到群众当中，为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
生活增添亮色。

据了解，“群艺大舞台”是我省特色的公
益性群众文化精品展演活动，具有鲜明的地
域文化性、正确的文艺导向性。多年来，“群
艺大舞台”秉持群众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服务的宗旨，将文艺演出活动传送至我省
各个村落。

此次演出活动旨在通过歌舞表演，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春节期间为人民
群众送去新春佳节最真挚的问候与最美
好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