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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家门口玩啥西？
看花灯、逛庙会，传统民俗活动一箩筐
属狗的游客，甚至是狗的主人，还有优惠哦

春节出游的人不少，但留在家门口过节仍是多数人的选择。昨天记者从宁波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我市各大景区的春节旅游活动已经最后敲定，传统民俗活动
多多，其中不少与科技、时尚等元素结合，平添了许多新玩法。

老底子活动扎堆

“我们专程从四川自贡邀请80名匠
人来到宁波，花了40多天时间，制作了
28组大中型彩灯，全力增添宁波年味。”
梦幻天宫自贡艺术灯会项目的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这个团队已是第二年在宁波
打造春节大型灯会了。

“灯会以村落的自然形态为民俗文
化展现环境，以造型各异的传统彩灯为
主要观赏内容，游客还能在此重温皮影
戏、川剧变脸、舞狮等传统民俗活动。”鄞
州区旅游风景管理局市场科科长贾嫣娜
告诉记者。

事实上，我市许多景区、乡村的春节
活动都将主打“老底子”。单是奉化，就
有萧王庙庙会、景佑庙庙会以及莼湖桐
照片区的布龙串乡等传统民俗活动。

此外，江北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里
的宁波走书表演、编绳送福，象山影视城
里的狮王争霸、非遗展演、民间绝活表
演，东钱湖水上乐园呈现的3米巨型脸
谱、川剧变脸秀等，同样值得期待。

植入科技、时尚元素

与往年不同的是，不少活动植入科
技、时尚元素，有了新鲜玩法。

“灯光秀”成为一大亮点。除了梦幻
天宫自贡艺术灯会首次启用现代3D灯
光秀之外，梁祝文化园里也将开展“2018

梁祝元宵灯光秀”。
溪口雪窦山风景区将通过“情景秀”，还

原溪口民国时期的市井文化、婚俗文化、国
学文化。为增强游客的体验感，还增加了民
国巡游等活动，游客在现场不仅可以看到各
色民国人物，还可与他们近距离互动。

春节期间试营业的象山景区“新秀”
海影城主打民国与影视两大元素，倡导

“浸入式”的游乐概念。简单说就是，游
客可以换上民国时期服装，到景区12个
经典影视场体验拍摄。

属狗游客和狗的主人享特殊待遇

由于即将迎来的是狗年，属狗的游
客乃至狗的主人都能享受免费、折扣等
特殊待遇。

比如，2月15日-21日，凡是狗年出
生的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可免费游览
镇海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的九龙源景区（如
需乘坐景区交通，需自理）。一名主人带
着一只“汪星人”也可享受这一待遇。

同样是2月15日-21日，到余姚的天
下玉苑、浙东小九寨、丹山赤水、四明山国
家森林公园、四明山地质公园景区游玩，凡
属狗的游客关注景区微信，均可免票入园。

2月16日-21日，在此期间过生日的
游客，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象山石浦
渔港古城，属狗的游客凭有效证件可享
渔港古城门票门市价五折优惠。

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沈宁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邬世权 戴文娟）这两天，铁路
宁波站中短途客流开始启动。宁波公运集团昨天也公布了春节
长假期间宁波各主要汽车站的开停班情况以及一些热门线路的
时刻调整情况。

铁路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中短途高铁车票目前相对充裕，不过，
预计这两天会出现中短途出行的购票高峰。因此，购票依旧要趁早。

此外，为了满足长途热门方向旅客出行需求，2月14日，铁路部
门将增开宁波至阜阳K5606次列车，下午3点16分宁波站出发，次日
早上5点12分到达阜阳站。在节后的2月20、22、25、27日，3月2、4、7、
9、12日，将增开3338/5次成都至宁波和3336/7次宁波至成都列车。

春节长假期间选择道路客运班车出行的旅客也要注意了，宁波
各主要汽车站长假期间会减少车辆班次，缩短运营时间。尤其是
15日、16日、17日这三天，停班车辆会比较多。

铁路中短途客流启动
春节期间选择大巴出行要留心运营时间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黄跃光 顾春晓 朱希恩）春节临
近，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迎来了节前客流最高峰。2月9日机场进
出港航班256班，进出港旅客33143人次，这是春运以来旅客人数
首次突破3.3万人次，也创下宁波民航通航34年来的历史新高。

由于来机场的旅客和车流增加，近期误机的旅客较多。宁波
机场阳光服务负责人介绍说，宁波机场每天有3个明显的国内出港
高峰，分别是6:00-7:30、9:00-15:30、17:30-19:30，这3个时
间段集中过检客流比较多，因此请旅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
择错峰出行，并建议至少在航班起飞前2个半小时到达机场。如果
遇到城市交通早晚高峰，建议选择轨道交通2号线到机场。

最近误机旅客较多
建议提前2个半小时以上候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