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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海 曙

江 北

鄞 州

奉 化

象 山

镇 海

北 仑

余 姚

慈 溪

宁 海

杭州湾

东钱湖

节庆名称

元宵花灯

半山伴水2022年春节联欢活动

“宋韵宋虎”天一阁·月湖新春五大系列活动

“龙腾虎跃·萌动山河”慈城2022春节活动

撒野过大年

寻心之旅

申时茶会

“水云初净”童趣玩春节

甬动新春

“寅虎腾飞迎冬奥·古韵梅香贺新春”保国寺古建

筑博物馆（景区）2022新春惠民文化系列活动

“不亦乐虎”喜迎新春活动

福虎闹春—2022年新春游园会

福虎迎春贺新年

海洋“神兽”送祥瑞，陪你就地过大年

虎年大吉、行运天宫

红色故事绘《四史上的今天》

夜读

视频导读

“喜阅”志愿者招募

凤麓微展厅《牵手冬奥 冰雪追梦

——2022北京冬奥巡礼》

凤麓展厅《百名摄影师聚焦新时代图片电子展》

凤麓展厅《年俗文化展》

“牛辞胜岁·虎跃新程”春节知识在线竞答

凤麓微讲堂《贺岁迎祥：清宫过大年》

“虎年元宵打灯虎”活动

留溪过大年

《失落的古鄞城——奉化白杜考古文化展》

《考古·考古人——奉化考古工作摄影展》

非遗过大年系列活动

“春联”书写新愿景，名家祝“福”送大家

——奉化区文化馆“他乡亦温暖”新春活动

留奉过个欢喜年—奉化区文化馆新春拜年视频

“触电”农民画，邀你过个文艺年

——奉化区文化馆农民画系列慕课

奉小布讲非遗

老乡，象山也是家，浙里过大年

萌虎闹新春、古城寻年味

星辰大海灯光节

新春嘉年华之超虎新春

东海祈福潮玩节

新春祈福节

“龙入象山屿你相遇”暖冬季系列活动

留镇过年惠民活动

迎新春主题活动

新春缤纷新意之旅

新春梅花展

北仑区第八届年糕文旅节

北仑年货节暨留甬过大年惠民活动

北仑鲜香年货节

九峰山第十六届梅花节

新年迎春“趣”万博鱼

虎年有“钳”——有钳人的新年游园会

共游幸福城，共富“最名邑”

——留姚迎新春免费欢乐游活动

在家过大年 亲子天天乐

虎年新春游园会

2022越溪云上沧海桑田节

宁波方特寻味中国年

“宋韵钱湖·岳王庙会”

韩岭宋朝年

《萌宠闹新春·欢乐嘉年华》新春活动

东钱湖春节游园会暨第十一届郁金香节

东钱湖“庆鱼年”冬捕活动

“保护环境·优化水质”春季放鱼节活动

“钱湖春来了”系列活动

举办地点

南塘老街

宁波半山伴水度假村

天一阁·月湖景区

慈城古县城

宁波达人谷

江北歇心界民宿

江北歇心界民宿

慈城云酒店

宁波火车来斯

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宁波博物馆

罗蒙环球乐园

宁波海洋世界

天宫庄园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会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奉化图书馆

溪口雪窦山景区

奉化博物馆

奉化博物馆

奉化区文化馆

奉化区文化馆

宁波市奉化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奉化区文化馆

奉化区文化馆

象山影视城

象山石浦渔港古城

海之湾景区

中国海影城

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

象山灵岩火山峰

象山龙屿景区

镇海区

宁波帮博物馆

郑氏十七房景区

宁波植物园

北仑区白峰街道

北仑区春晓街道

北仑区郭巨街道

九峰山

万博鱼度假区

富邦世纪广场

余姚市

雅戈尔达蓬山旅游度假区

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

宁海越溪

宁波方特东方神画、宁波方特东方欲晓

东钱湖夜猫子夜市

宁波韩岭古村

宁波野生动物园

东钱湖水上乐园

宁波东钱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宁波东钱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宁波东钱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活动时间

1月31日-2月15日

1月31日-2月6日

春节期间前后

1月20日-3月10日

1月-2月

2月4日-2月7日

2月4日-2月7日

1月31日-2月7日

2月1日-2月6日

1月22日-2月13日

1月-2月

2月1日-2月6日

2月1日-2月15日

1月17日-2月7日

2月1日-2月6日

每天

每晚

每周一

每周

1月25日

1月26日

1月26日

1月31日

2月1日

2月15日

2月1日-2月7日

2月1日-5月5日

2月1日-5月5日

2月2日-2月6日、2月15日

1月25日-1月26日

1月27日

2月2日-2月7日

每周六 （2月5日、2月12日）

2月

2月1日-2月15日

1月20日-2月20日

2月-3月

2月1日-2月6日

1月31日至2月6日

2月15日

1月26日-2月26日

1-3月

1月31日-2月6日

1月20日-2月底

1月下旬

2月

1月-2月

1月底-3月初

2月1日-2月6日

2月1日-2月5日

春节前：1月15–27日

春节后：2月8日—20日

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五

大年初一至初六

1月

2月1日-2月15日

1月

1月20日-2月15日

2月

2月-4月

1月-2月

3月

3月-5月

根据新时代旅游特点和疫情防控要求，全市文化旅游部门今年将聚焦旅游市场复兴，以“自由行·微旅游·慢
生活”为主题，推出宁波旅游复兴“V计划”主题活动，提升酒店民宿、景区景点、乡村旅游、休闲运动等旅游业
态消费热度，助力宁波文化旅游消费“开门红”。

一是“年味新春”版块，将开展“来宁波过大年”文
旅节庆闹新春以及“舌尖宴遇”宁波十大文化名宴推广季
活动。虎年春节来临前，宁波知名景区、酒店、乡镇等共
推出近百场文旅节庆活动，内容涵盖美食、民俗、音乐、
展览、温泉、滑雪等内容；“诗画浙江·百县千碗”宁波百
家美食体验店推出的“甬菜百碗·十大文化名宴”，带领市
民和游客按图索骥找美食，体验健康美味文化年。

二是“线上惠游”版块，包含“因为有你”2022 宁波
文旅新春惠民季以及“潮趣 buy”宁波文旅冬春产品线上
展销两项主题活动。春节期间，宁波文旅将在抖音和“浙
里好玩”平台投放价值百万元的宁波文旅消费券，提供丰
富实惠的高品质文旅产品。此外还将整合各区县 （市） 特
色文旅资源，集结百家重点文旅企业策划亲子、自驾、运
动康养、美食、休闲等千款微度假产品；宁波旅游电商平
台同步开展线上展销，促进文旅市场消费。

三是“大咖探访”版块，包含“种草宁波”网红直播

以及“百名大咖行”宁波微度假产品体验两项主题活动。
百名网红在“宁波城市旅游之窗”抖音号开展专场直播，
投放文旅消费券，直播销售文旅产品。此外，省自驾游协
会、省内重点媒体和网红达人等业内“大咖”将实地走
访，体验宁波“微度假”“慢旅游”“自驾游”产品魅力。

四是“集趣宁波”版块，2022 文旅集市即将开市，舟
山、温州、台州、绍兴等宁波周边城市以及重点文旅企
业，将携非遗、美食、文创、微线路、特色表演等新春文
旅产品集中亮相，推出“盲盒”“VR”等新消费场景，开
启集展示、演艺、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商集市。

发布会上，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国务院刚刚印发的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今年将
以“自由行·微旅游·慢生活”为主题，大力推进十大旅
游电商平台培育、百家文文旅重点企业打造、千款微度假
产品销售为重点的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工作，以满足市民和
游客文化旅游消费多样化需求，持续推动文旅消费增长。

虎年新春来临之际，甬
城节日氛围浓郁。1月21日
上午，“宁波微度假·浙里最
好玩”2022宁波文旅冬春
产品省内推广活动发布会在
宁波海丝国际旅游交流中心
举行，拉开了“宁波微度
假·过个欢乐年”的序幕。

活动现场发布了“年味
新春”“线上惠游”“大咖探
访”“集趣宁波”四大版块八
项主题活动。

2022“来宁波过大年”文旅节庆活动汇总表

宁波旅游复兴“V计划”

V计划 “来宁波过大年”百场文旅节庆闹新春

活动时间：1月25日-3月31日
活动地点：全大市
活动内容：景区、酒店、乡镇等推出百场文旅节庆活

动，内容涵盖美食、民俗、音乐、赏花、温泉、滑雪等。

V品鉴 “舌尖宴遇”宁波十大文化名宴推广

活动时间：1月28日-3月31日
活动内容：组织“诗画浙江·百县千碗”宁波百家美

食体验店推出“甬菜百碗·十大文化名宴”，以“美食拓
品牌、以品牌促产业”，提升甬菜品牌影响力。

V惠游 “因为有你”宁波文旅新春惠民季

活动时间：2月-3月
活动内容：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投放价值百万元宁

波文旅消费券，提供丰富实惠的高品质文旅产品，促进文
旅市场消费。

V集群 “潮趣buy”宁波文旅冬春产品线上展销

活动时间：1月21日-3月31日
活动内容：整合区县 （市） 特色文旅资源，集结百家

重点文旅企业策划微度假产品线上展销。

V体验 “种草宁波”网红直播

活动时间：1月下旬-3月31日
活动内容：推出海洋、冰雪、运动、乡村、露营、美食、温

泉、艺术、音乐等文旅新业态产品，组织网红直播，通过自媒体
平台传播。

V集趣 “2022文旅集市”

活动时间：2月-3月
活动地点：奉化
参加人员：浙东南旅游联合体会员单位、宁波重点旅游企业

代表
活动内容：组织浙东南旅游联合体会员单位以及宁波重点旅

游企业，开展新春特色文旅产品展销。

V探访 “百名大咖行”宁波微度假产品体验

活动时间：2月-3月
活动内容：组织浙江省自驾游协会、省内重点媒体、网红达

人等百名业内领域代表走访体验，挖掘宁波“微度假”“慢旅
游”“自驾游”市场潜力。

自由行+微旅游+慢生活

宁波微度假 过个欢乐年

本土十大文旅电
商将推出上千款微度
假产品。

张正伟 孙亚玲 陆怡 文/摄

“宁波微度假·浙里最好玩”推广活动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