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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和旅游局
高雅音乐免费享

9月 9日晚 7点半，区文化和旅游局将
在首图剧场举办“中秋团圆乐”2022年首都
市民音乐厅中秋节主题专场活动，将高雅艺
术普及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打造接地气、有
温度、有深度的音乐演出，培育文化惠民新
群体。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将为
广大市民群众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中秋文
化大餐。演出曲目包括《花好月圆》《彩云追
月》《良宵》《茉莉花》《半个月亮爬上来》《不
忘初心》等，多为中秋主题的经典曲目。

此外，9月 9日晚 7点半，区文化和旅游
局还将与其他文化机构在朝阳剧场·巨幕厅
联合推出《世界动画片》名曲音乐会；9月11
日、12日晚 7点半，将在爱乐汇艺术空间举
办爱乐之城经典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感兴
趣的朋友可到“朝阳文旅云”平台上提前免
费预约演出票。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
室、区宣传文化中心

体验民俗赏越剧
9月 9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

室、区宣传文化中心将在区宣传文化中心、
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同时举办“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2022年“我们的节日”中秋
文化活动。

在区宣传文化中心，围绕中秋主题，将
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活动现场和社区百姓共
同制作传统灯彩、兔儿爷、月饼和插花，展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河园地区文化
中心，将表演越剧经典剧目选段，如《红楼
梦》《西厢记》等，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社
区百姓生活。

9 月 8 日至 12 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办公室、区宣传文化中心还将开展

“向上的生活”新媒体秀“中秋”主题宣传
活动，通过朝阳区文化馆主楼二层墙体展
示中秋主题宣传图片和视频，面向广大市
民弘扬中秋节传统文化。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
中秋展播“云”上见

中秋节期间，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
旅游局联合举办第八届“艺术朝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创文艺作品征集和展
示活动——中秋专场展播活动。该活动
依托抖音“朝阳群众创艺秀”线上平台，结

合中秋节主题等，将第八届“艺术朝阳”优
秀原创作品进行集中展现，大力倡树文明
新风。

同时，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北
京民俗博物馆将联合举办线上中秋文物专
题展，精选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的几十件套
中秋主题文物在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展出，
以宣传展示中秋节的起源、习俗与信仰等文
化内涵，带领观众从民俗物件里了解历史、
了解传统节日。

●区妇女联合会
亲子阅读传家风

9月10日上午，区妇女联合会将在王四
营地区白鹿社区举办“团圆过中秋 书香传
家风”朝阳区文明家庭活动，将组织朝阳区
15组家庭参与现场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两大部分，一为“书籍中
的中秋节”，通过古典名著讲解中秋节的由
来与演变，带领家长和孩子进行亲子共读，
帮助小朋友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为

“指尖上的中秋节”，将邀请北京非物质文化
遗产北京彩塑代表性传承人张忠强，带领亲
子家庭一起绘制中秋节传统泥塑形象——
兔爷儿。

本报讯（记者马宇晗）9月
9日，由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的 2022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
游节拉开帷幕。今年 9月至
11月，2022北京朝阳国际文
化旅游节将举办百余场特色
文旅活动，以丰富多样的新消
费场景，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朝阳区文旅融
合和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

本届国际文化旅游节以
“潮朝阳 FUN生活”为主题，
将联动域内重点商圈商城、公
园景区、文创园区、体育场所
等，在全区设置 12个分会场，
将开展北京温榆河公园首届
温榆潮玩生活节、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奥夜·月光文化广
场活动、蓝色港湾“2022 SO⁃
LANA蓝色港湾艺术季”、北
京酷车小镇 2022酷车国际文
化节、颐堤港灵感焕新艺术
展、亮马桥官舍玖玥吉市、北
京音乐产业园潮玩black音乐
季、751国际设计节、首创·郎
园 Station“一带一路”美食嘉
年华和北京图书市集、丽都

（国际）露天音乐电影周、北京
郡王府饭店吉古移动艺术馆
中秋市集、斯普瑞斯 2022潮
流艺术节等大小百余场活动。

本次旅游节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有
文化、艺术类，也有生活、美
食类，以及体育户外潮流嘉
年华等，充分彰显朝阳年轻、
时尚、活力形象，邀请广大市
民游客走进朝阳、感受朝阳、
爱上朝阳。活动期间，各景
区景点、商场及文旅机构还
将推出各项旅游优惠政策，
让广大市民游客尽情畅快游
玩。

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
节是朝阳区促进文旅新消费、
打造文旅新场景的重要品牌
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两
届。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与以往不同，这次
我们广泛整合辖区文旅资源，
将更多的文旅特色活动纳入
进来，给市民提供更丰富多元
的文化旅游产品，激发全区文
旅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北京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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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精彩不断
记者 马宇晗

朝阳文化旅游节百余场活动等您来

月圆中秋，人
圆月下。中秋佳
节是一年中最有
诗意的节日。当
戏曲碰撞传统节
日，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以音乐为
媒的中秋主题活

动，会营造出何种美妙场景？京
城中秋节的传统习俗，您又了解
多少呢……这一份重点文化活
动贴心剧透请您收好。

2022 年中秋节期间，朝阳
区将聚焦“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
主题，积极创新载体、形式和内
容，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累计约130
多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
活，彰显浓郁的城市节日氛围，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畅 享 金 秋

提 前 剧 透

本报讯（记者叶婷）近
日，朝阳团区委联合劲松街
道青春驿站·社区青年汇、
亚运村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社区青年汇等，携手举办“团
团喊你来团圆”中秋主题活
动，青年志愿者和新就业群
体、青年医务人员等欢聚一
堂，亲身体验月饼制作，共同
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独特魅
力。

“先把面团压成一个个
饼皮待用，再把馅料包入饼
皮内，揉成球，放模具里压一
压……”活动现场，社区青年
汇工作人员一边示范，一边

细致地讲解冰皮月饼的制作
方法。大家兴致勃勃地动手
操作，很快五颜六色的月饼
就摆满了桌面，大家迫不及
待地品尝自己做的月饼。随
后，大家还将一部分月饼分
装在精美的月饼盒中，并在
贺卡上写上美好的祝愿，前
往快递小哥驿站，送给快递
小哥们品尝。

美团外卖骑手杨天伟来
北京工作4年了，多次参与社
区青年汇组织的活动，“虽然
身处他乡，但是经常能感受到
来自各方的关爱，今天大家还
一起做了月饼，让我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杨天伟说。
当天，社区青年汇工作

人员还发动新就业群体在
“朝阳群众管城市”平台注
册成为“小巷管家”，积极参
与社区环境治理、特色课
堂、邻里纠纷化解等志愿服
务，为社区建设贡献青年力
量。

在亚运村街道安慧里北
社区，主办方则邀请了亚运
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护人员，与青年志愿者一起
现场学习手工制作月饼，感
受传统节日文化，迎接中秋
佳节。

体验月饼制作
感受节日“温暖”

颐堤港携手艺术家推出“创意之城”，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记者 王嘉樾摄

青年志愿者与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一起体验手工月
饼的制作过程。 记者 赵慧慧摄

合理规划行程

出游前，要及时通过权
威渠道了解出发地及目的
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密切
关注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发布的公告警示提示及沿
途天气情况特别是灾害性
天气预警信息，做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风险评估。提前
了解目的地文旅场所开放、
限流和门票预约情况，合理
规划出游线路，尽量避开热
门旅游景区或出行高峰时
段，做到预约、错峰出行，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加强个人防护

行前准备数量充足的
口罩、洗手液、消毒湿巾等个
人防护用品。行程中自觉遵
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做到
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勤
通风，养成“一米线”好习
惯。乘坐交通工具、入园游
览时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
距，就餐时拉开桌椅间距，避
免扎堆聚集。一旦出现感
冒、发热等症状时，应立即停
止游览并及时就医。

树牢安全意识

参团旅游要选择具有
合法资质的旅行社，签订正

规合同，乘车途中系好安全
带。自驾游者要提前做好
车况检查，杜绝疲劳驾驶和
酒后驾车，做到安全驾驶、
文明行车。进入山区、河谷
等区域时，注意当地政府及
景区的安全提醒提示，防范
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
洪暴发等安全风险。不前
往没有正式开发开放、缺乏
安全保障、生态环境脆弱的
区域和违规经营的私设“景
点”游览，不在没有安全保
障的水域逗留，不在林区、
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
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
地方吸烟、烧烤、使用明
火。视情谨慎参与高空、高
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提
前购买旅游意外保险。

做到文明出游

出游期间，自觉遵守公
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和文
物古迹，厉行节约、制止餐
饮浪费，拒食野味，减少一
次性物品使用，避免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树立文
明 、健康 、绿色旅游新风
尚。如遇旅游服务质量纠
纷，应及时与旅行社、供应
商沟通协商或拨打当地政
府服务热线 12345，依法理
性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假 期 出 游 需 注 意
2022年中秋假期将至，区文化和旅游局

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做
到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温 馨 提 示

本报讯（记者马宇晗）9月
8日，作为“粉墨朝阳”系列文化
活动之一，呼家楼街道第十届
金台文化艺术节暨喜迎党的二
十大文艺汇演举行。

本次活动由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办公室、区文化和旅
游局、区宣传文化中心、呼家楼
街道主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北京国声京剧
团承办。活动现场，由北京国
声京剧团、呼家楼街道推选的
精彩节目一一登场。其中，有
舞蹈《母亲是中华》、独唱《祖国
祖国我们爱你》，还有京剧《沙
家浜》、评剧《金沙江畔》、越剧
《梁祝》等经典选段，以及快板、

西河大鼓、相声表演，演员们以
多种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幸
福生活，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
爱之情。

本场活动也拉开了呼家楼
街道第十届金台文化艺术节的
帷幕。接下来，呼家楼街道将
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举办“中秋
送祝福”之非遗手作、“月圆京
城 情系中华”公共文化专题讲
座、“孝满京城 德润人心”重阳
节主题评剧演出、儿童剧专场
演出，以及美育讲座“四进”进
楼宇、进社区、进机关、进单位
等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地区百
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 平易摄

喜迎党的二十大
金台艺术节讴歌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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