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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文化馆

天一阁博物院

宁波博物馆

宁波帮博物馆

宁波图书馆

庆安会馆

宁波梁祝文化园

海曙区图书馆

慈城古县城

宁波阿狸田野农场

2月10日至2月26日

2月19日至21日

1月30日至2月26日

1月15日至2月26日

1月20日至2月26日

2月1日

1月15日至2月28日

2月3日

2月13日（暂定）

2月12日至2月17日

1月23日至3月14日

全年

2020年12月26日
至2021年12月26日

1月1日至12月31日

2月27日

2月13日

2月16日

1月17日

1月31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24日

2月26日

1月1日至3月31日

2月上旬

2月3日 19:00

2月21日14:00

2月1日至5日

2月2日下午2点

2月1日至3月15日

2月12日至2月16日

2月14日至2月21日

2月27日

1月1日至2月26日

2月12日至2月17日

在一人一艺云平台，线上“文艺过大年”、移动文化馆进万家

在群星展厅/117艺术中心，举办庆祝“春风颂”——宁波市2021迎春书画贺岁展

在抖音短视频，举办一人一艺·2021云广场舞 （新农村健康舞）

在全媒体平台，以线上形式，举办一人一艺·以艺抗疫 （联动社会联盟）

在全媒体平台，以线上形式，举办宁波·过大年：石骨铁硬讲宁波

在117艺术中心/鼓楼地铁站，举办“金牛迎春”第八届宁波市百名优秀青少年
春联祝福活动

揭云补山——天一阁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特展

少年书家送春联

天一阁新春音乐会

话说天一阁——志愿者定时讲解服务

天津博物馆藏、扬州画派精品展

岁月如歌——1949年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展

赏珍——宁波博物院藏文物精品展

宁波城市记忆展览

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猜字谜活动做花灯

春节民俗体验活动：制作小牛钱包

春节民俗体验活动：制作迎财神门挂

“指南针”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腊八文化

“指南针”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立春文化

新春猜灯谜、新春互动体验 （牛年泥塑制作、新年贴画、古诗画盘、中国结挂
饰、富贵牛挂饰制作等）

“指南针”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喜乐迎元宵，巧手做花灯

欢乐庆元宵

“此心归处——俳句名家葛祖兰微展览”

云递书香，2021年知书达礼·新春书香礼包发送。
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ID:ningbolibrary）

“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市民音乐活动；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天地有节气——中国节气文化的过往和未来讲座；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官方

“天一约书”牛年主题藏书票参与方式：甬图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微
信小程序

小朋友写春联、迎新春

古代各类食品模具展示

1、初一至初五：梁祝情景演绎剧、梁祝不倒翁来拜年、甬城年味、集福印。
五福临门，庆团圆
2、初一至初七：百年婚房民俗展

“开门福到 书山寻宝”送好礼活动

我们的节日——元宵节系列活动

国潮中国年——2021慈城古县城新年灯展

1. 爆竹声中乐游园；2. 天赐宝物领取站，幸运扭蛋机活动；3. 斗年勇士选拔
赛，大型射飞镖游戏；4.五彩汤圆先遣队，DIY汤圆手作活动；5.玛瑙森林大
作战，阿狸人偶舞台剧

举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绿野山居 （达人谷）

宁波火车来斯

达人村

镇海区文化馆

九龙湖旅游风景区

招宝山风景区

九峰山旅游区

中国港口博物馆

北仑图书馆

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罗蒙
环球乐园

宁波海洋世界

天宫庄园

2月1日至3月6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2月10日、
2月11日、2月12日园区放假）

2月1日至2月28日

2月3日至2月26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12日至2月17日

2月6日、7日、13日、
14日、20日、21日、27日、
28日、3月6日、7日、8日

2月6日、13日、20日、
27日、3月6日

2月6日、13日、20日、
27日、3月6日

2月6日、13日、20日、
27日、3月6日

2月7日、14日、21日、
28日、3月7日

1月29日至3月3日

2020年12月10日
至2021年3月28日

2月1日至2月28日

2月4日至2月20日

2月12日

2月1日至2月25日

2月6日至2月21日

2月6日至2月7日
2月20日至2月21日

2月12日至2月18日

1月22日至2月15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嗨森嗨贝撒欢跳/天空之境撒 G粮/崖壁餐厅撒开吃/山谷极限撒欢乐/萌宠部落
撒点萌/鸿运当头撒牛运。春节特色活动：福满墙 迎新春/翻翻翻牛运冲天/竹
林寻宝/结缘古树 红丝祈福。

1、体验新春号列车；2、红包雨活动；3、幸运大转盘；4、春联 DIY 活动；
5、“吸福”大作战

农俗美食荟，祈福迎新年，新春抢六福，萌宠闹新年，元宵猜灯谜，正月初五
迎财神等活动

针对小学二至六年级学生，举办书画培训和中国舞培训

【2021 属你最牛】 2月 11日—17日，名字里有“犇”的游客，凭相关证件可免
费畅游九龙湖景区 （具体内容以当天为准）
【喜迎新年牛气冲天】 2月 11日—17日，生肖“属牛”的游客凭相关证件可免
费体验穿越时空娱乐项目
活动说明：由于该项目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属牛”游客限制为 1961、1973、
1985、1997、2009出生的游客，每日限50位
【牛年呈祥欢聚一堂】 2月11日—17日，游客购票即赠送新年礼物一份
活动说明：新年礼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新春趣味游园活动

“梅”仑美奂，铃起九峰山——风铃节

吹墨梅花——DIY梅花画

喜上“梅”梢——锦上添花

爱在梅园公益活动

DIY灯笼制作

大港印象至潘敏港口速写作品展

白银芳华至从外销银器看晚清民初社会和商贸变迁

浙江年俗文化展

“牛年似火 新年新书缘”主题书展

“苗苗悦读”中文故事会第67期 （微信线上故事会）

“浙”里逛新年科幻集市

“浙”里玩横冲直撞科技馆之迷失星球

“浙”里学安全达人课堂——牛年忘返

新年乐翻天
1、最美城堡烟花秀；2、电音节嗨翻全场 快乐一触即发；3、新年新福气，
发放万元大红包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定制版新年特别演出

新春海洋年

天宫过年，回家的味道
1.草莓采摘；2.抢红包、猜灯谜、对对联、放鞭炮、欢乐闹新年

举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易中禾仙草园

甬宝斋锡镴器熨斗博物馆

千峰越窑青瓷博物馆

鄞州非遗馆

地质宝藏博物馆

南苑环球酒店

溪口景区春节活动

奉化图书馆

宁波市奉化区文化馆

宁波市奉化区新华书店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浙东小九寨

丹山赤水风景区

梁弄镇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余姚书城

余姚市文化馆展览厅

方家河头村

虞氏旧宅

2月8日至2月21日

1月1日至3月15日

2月4日

2月25日

2月1日至3月30日

1至2月

1至2月

1至2月

2月12至18日

2月11至17日

2月1日至28日

2月12日至2月16日

2月12日至14日

1月11日起

2月

2月

2月

1月底

2月5日1300

2月6日1500

2月7日1300

2月25日1300

2月12日至2月17日

1月27日至2月26日

1月27日至2月26日

1月27日至2月26日

1月27日至2月26日

2月18日至2月22日

1月26日至2月25日

1月17日至1月21日

2月12日至2月16日

2月12日至2月14日

识本草、学中医
1、五指山参采挖活动；2、《健康中国在行动》 专题讲座及古法易筋经学习；
3、园区内所有产品消费满500元赠送价值90元的抗菌液一瓶。

甘露轩——历代茶文化展

祭灶神、搡餽、送福、送春联活动

元宵节猜灯谜

天工开物——古陶瓷百罂展

非遗作品展示；非遗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展示

非遗手艺入门式教学，采取视频模式进行网上授课

各位非遗传承人设计制作的牛年主题非遗作品

十二生辰幸运石展示

写春联、制作布艺小鞭炮、纽扣画、竹编工艺品、红灯笼、水族瓶等

1.高级双床房1间夜+双人次日自助早餐+双人东钱湖君澜酒店温泉票原价1388
元/套，文旅优惠价858元/套(春节2月13日至16日需加价100元/套)，提前3天
预约，联系电话：0574至82808188；2.高级双床房1间夜+双人次日自助早餐+
双人自助晚餐原价 1888元/套，文旅优惠价 1198元/套(春节 2月 13日至 16日需
加价100元/套)；3.2大1小自助晚餐原价928元/套，文旅优惠价598元/套(儿童
身高1.5M以下(不含))；春节通用

“欢喜溪口年”
迎宾锣鼓；快闪表演；喜佛赐福

凤麓微讲堂——新春系列线上讲座

“夜读”，邀请融媒体中心主播与凤麓朗诵团成员共同参与。每晚推送一期“走
心”人文作品

新春朗读活动

新春答题竞猜活动

“巧思猜灯谜，欢喜迎元宵”活动

一人一艺戏曲大赛奉化赛区线上海选活动

笔墨迎新春，春联送祝福

赵丹阅读时光故事分享会

芳草地指艺课堂——雪月银柳开新春

猜谜语，闹元宵

牛年说“牛话”

唱响2021——四明山庄森林度假村所有房型挂牌价5折优惠；生肖属牛免票。

唱响 2021——活动一、牛人专享，免费畅游浙东小九寨 （2 月 12 日至 2 月 18
日），凡属牛的游客凭身份证免费游玩；活动二、2021牛气哄哄，凡是来小九
寨游玩的游客，有机会获得牛年祝福一份；活动三、吸一口仙气，拿起画笔，
描绘2021!活动四、山水相约唱响2021

唱响 2021—— （1） 上山问道；（2） 生肖属牛免票：丹山赤水景区 （第九洞天
大穿越、如意天桥、飞仙滑道等二次消费项目除外） 内容：1961年 （含） 后出
生的生肖属牛的游客春节期间到丹山赤水景区游玩凭本人身份证免票入园

唱响2021——新年拾味坊大糕DIY制作、水钦年糕坊DIY制作

龙山剧院姚剧表演

2020百种好书展销

2021年余姚市迎春画展

方家路老底子美食满就送——在方家路美食一条街，消费满 50元，送 10元消
费券

老灯谜新家欢——猜慈溪老传统灯谜领奖品 （每天限十份）

举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鸣鹤古镇

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

达蓬山景区

上林湖越窑博物馆

慈溪市文化馆

慈溪博物馆

象山剧院

象山县文广旅游体育局

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
区管理中心

象山影视城

中国海影城

石浦渔港古城

象山海之湾户外大本营

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

灵岩火山峰

宁海县文化馆

宁海县图书馆

依山农场

前童古镇

宁海金海开元名都大酒店

东钱湖旅湖局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宁波东钱湖和达水上乐园

东钱湖水上旅游发展公司

宁波东钱湖恒元酒店

宁波方特景区

宁波海天一洲景区

御海墨憩酒店

杭州湾海底温泉酒店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12日至17日

1月30日至2月30日

2月12日至2月15日

2月15日

2月16日

2月26日

1月

1月至2月

2月12日至2月16日

2月12日至2月16日

1月底

1月底

2月11日至25日

2月12日至18日

2月12日至2月25日

2月

2月12日至2月14日

2月12日至2月17日

2月12日至2月17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9日至17日

2月9日至17日

2月9日至17日

1月底2月初

1月下旬

2月9日至17日

2月9日至17日

即日起至3月31日

2月28日前

2月12日至2月28日

2月12日至2月26日

1月至2月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12日至2月27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2月11日至2月17日

至2月28日

古镇全家幸福游——留在慈溪过年的新慈溪人打卡拍全家福，送古镇纪念品。

青瓷古风体验——猜灯谜、新年祈福、手工体验

寻找青瓷园最美一角——游客摄影比赛

抢“福”、猜灯谜送礼。

儿童贴画制作

手工制作布艺小鞭炮

线上直播“第一百个春天”2021年慈溪市新春音乐会

迎新春 送春联

迎新春线上展览

活字印刷、斗拱积木手作活动

“群英荟”艺术团走进中国海影城

非遗味道·年味系列活动

线上云非遗

第十届影视庙会

第三届新春嘉年华——海影万象吉市

喜迎新春·留象过年

海之湾迎新春大型灯光秀

民间技艺展

新春祈运游园会

祈愿打卡抽奖

新年登山祈愿
仙灵庵素斋 （仅针对定制团，含午餐一份）

2021“新宁海人”云上才艺大赛

2021“百姓大舞台”新春系列云展播

送文化进企业

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

为外来务工小候鸟送新春礼包

烧烤，弹跳，与动物亲密接触

逛老街文化集市，看古镇灯光，品前童三宝，玩定向运动

定制2021年春节包价套餐——658金海开元风味自助餐；558前童古镇寻访乡愁
之旅；598金海开元风味自助餐(单人）；558伍山石窟套餐

留甬过大年 乐活迎新春——1.整合推出“新春特价产品”（包括年货、房券、
门票、餐券等），乐活商城上线，同时以乐活拍卖；2、线上直播：通过甬云购
直播平台、甬舟直播平台开展湖区新春产品直播抢购

留甬过大年 快乐迎新春——开设新牛展区，与小奶牛互动。

东钱湖首届郁金香飘雪嘉年华——活动期间园引进人工降雪、冰雪嬉戏、陆地
游乐等内容

庆鱼年——东钱湖冬捕

牛来运转·牛气冲天 春节7天乐活动

寻味中国年——让欢聚更有年味
1、宁波方特新春国潮集市；2、新年新欢乐，福禄寿财豪礼不停；3、新年演
艺内容。

“金牛送福，好运新春”系列活动——1、相约除夕、新春派福；2、更岁饺
子，团圆福禄；3、新年快乐，红包拿来；4、数你最牛；5、小牛拉货；6、光
盘拔河；7、最牛大脑

1.新春送祝福；2.撰写对联，书写福字；3.牛气冲天店门口打卡拍照

1.即日起至2月28日，泡特色养生温泉池，享养生滋补美食；2.2月11日至2月
17日 （除夕到初六）：新春扫码送礼

举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2021年春节文化旅游活动信息汇总表

海曙区推出海曙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游海曙活动，2 月 11 日至
26 日，天一阁、梁祝文化园、五龙潭、浙东大竹海等景区对辖区
外来务工人员实行首道门票免费政策。江北区开展“外来务工人
员免费游江北”活动，2 月 6 日至 26 日，所在单位登记注册在江北
的外来务工人员(非宁波户籍)，可在保国寺、绿野山居 （达人
谷）、达人村、阿狸田野农场、火车来斯主题体验园五家景区中选
择一家免费申领或优惠购买门票。其中，绿野山居 （达人谷） 只
需 39.9 元，便可抢购原价 188 元的门票套餐；达人村推出宁波留甬
过年外来务工人员在江北文旅微信公众号免费申领门票活动。镇
海区所有旅游景点景区 （包括九龙源景区） 在 2 月 8 日至 26 日期
间，对在镇海缴纳社保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外地留甬职工及家属
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政策。

北仑区将在 2 月 11 日面向目前在北仑区缴纳社保、春节留甬过
年的所有北仑企业职工发放新春餐饮住宿消费券，总计 500 万元。其
中，2 月 11 日至 17 日，市民和游客凭本人在北仑工作、生活、学习、居
住的有效证件，可在九峰山景区享受免门票优惠；梅山湾沙滩公园 2
月 1-28 日期间，每天对前 200 名游客实行门票免费。鄞州区 25 家酒
店联合“去哪儿网”开展“游宁波·住鄞州”酒店惠民消费红包发放活
动，红包总金额超过 200 万元。天宫庄园春节期间针对外来务工人员

（凭外地身份证），给予门票对折优惠。宁波海洋世界发放“留甬游甬
福利”，推出 1000 张“九折门票优惠券”随心抢。

余姚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初十，举办“金牛献瑞·文旅有礼”
新春余姚免费游活动，通过“姚城购”微信平台领劵方式，向全
市新春不返乡新余姚人发放 6 万张景区免费旅游券。“情暖留慈，

‘艺’起同行”文化系列活动将在慈溪展开，文艺演出、文化培训、非
遗体验、电影展播、趣味体育等 10 余项文艺大餐送到企业，让留企员
工过上充满温情的文化大年。象山影视城 2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推出县
外留浙人员门票享对折，新象山人及直系亲属 50 元/人优惠票价等
活动。宁海 2 月 9 日至 17 日推出免费游前童古镇、伍山石窟、梁皇
山 （首道门票）、宁海湾 （首道门票） 活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2
月 28 日前推出东钱湖春节“惠民大礼包”，对企业团购 （30 人以
上） 以及个人办理年卡实现团购优惠价和特惠措施。东钱湖文旅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在 2 月 10 日至 26 日期间推出“留在宁波过大年，欢
欢乐乐犇‘钱’程”活动，南宋石刻公园活动期间门票免费，福泉山门
票价活动期间对折（景区交通费自理）。杭州湾新区在 2 月 10 日至 26
日推出文旅惠民抢券活动，发放总金额 180 万元，新区和慈溪市所有
人员皆可参与抢券。持有新区居住证的职工可免费游览杭州湾湿地
公园（每天限 2000 名），海天一洲景区（每天限 200 名），享受宁波方
特东方神话门票当日挂牌价八五折优惠（每天限 200 名），享受海底
温泉门票八折优惠（每天限 200 名）。

特别提醒：具体各类活动和惠民信息，请以各区县 （市） 文
旅局、各景区发布内容为准。

留在宁波过大年留在宁波过大年 景区邀您实惠景区邀您实惠““游起来游起来””

文字：张正伟 孙亚玲 图片由各区县（市）文广旅游局提供

石浦古城民俗活动闹新春石浦古城民俗活动闹新春

东钱湖水上乐园让人们东钱湖水上乐园让人们““嗨嗨””玩春节玩春节 小朋友在庆安会馆写春联小朋友在庆安会馆写春联旅游饭店创新形式旅游饭店创新形式，，让市民和游客换个新家过春节让市民和游客换个新家过春节

2020年春节，大多数新宁波人，宅在老家；2021年春节，宁波文旅邀你，留在宁波过大年！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紧起来、严起来，许多在宁波工作和学习的外地人舍小家、为大家，决定留在宁波过年。
吾心安处即故乡。1月7日，宁波日报、甬派客户端、中国宁波网在全市发起“留在宁波过大年”大型融媒体行

动，组织、整合相关讯息和资源，向留在宁波过年的新老宁波人推出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优惠和服务。
本次活动受到了各地各部门的积极响应，1月21日，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各区县（市）文化旅游部门联合发

布2021年春节文化旅游活动信息和2021年“留在宁波过大年”惠民政策汇总，面向春节留甬的新宁波人推出各类旅
游过年活动，其中，重点景区景点和文化单位推出众多优惠活动，如针对生肖属牛的游客实行门票免票、优惠；邀请
环卫工人、福利院儿童体验景区游，北仑、镇海、鄞州、奉化、宁海、象山等地旅游餐饮住宿企业还对留甬职工提供
多样化、特色化、便利化文化旅游服务，为“留在宁波过大年”活动增添浓浓的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