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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洁 夏晨希
实习生 张宝仪

本报讯 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
经济发展论坛暨对接促进活动近
日在我市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
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中国旅游报社主
办，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
办，以“寻访人间烟火 尽享美好生
活”为主题，分为成果发布、主旨演
讲、研讨交流、项目推介等环节，旨
在进一步推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促进夜间文
化和旅游经济发展，以产业融合和
业态创新激发消费潜力，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

自 2021 年以来，文化和旅游
部分两批建设了共计 243 个消费
市场活跃、业态集聚度高、文化内
涵丰富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推动集聚区建设上
规模上效益，对促进文化和旅游
消费复苏及产业恢复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提升城市活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引擎。

活动中，高德地图发布并上线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地图。在高
德地图 App 首页搜索关键词“夜
间经济”，即可借助地图定位、信息
聚合等功能，自由探索第一批120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的魅力。

美团发布并上线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专题页，在美团 App 首
页搜索“夜间集聚区”等关键词即
可进入专题页，享受“集聚区动态
地图”等板块提供的从导航、消费
到评价的一站式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
研究院发布《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指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第
一批 120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的特色，提供了精彩
的夜游攻略。

中国旅游报社、中国文化传媒
集团、抖音、快手、飞猪、新浪等媒
体平台联合启动采风活动。中国
旅游研究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中国煤矿文工团、北京保利剧院管
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围绕丰富夜间
产品，赋能文旅消费等主题进行演
讲。常州、景德镇等地文化和旅游
部门分享了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
发展经验。文化和旅游部为第一
批、第二批部分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代表授牌。

活动还配套开展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营销推广，中国银联介绍
了“百城百区”文化和旅游消费助
企惠民行动成果，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等单位从数据监测角度分析
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情况，相
关文旅企业、平台、金融机构开展
项目推介。

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论坛暨对接促进活动在常举行

寻访人间烟火 尽享美好生活

■徐蕾 陈莘子
章宇虹 图文报道

本 报 讯 数 十 架 无 人
机带来的灯光秀表演点亮
常州夜空；由园区员工组
成的“野生”乐队将现场梦
幻迷离的氛围感拉满；30
个 品 牌 摊 位 组 成 灵 感 市
集，集美食、非遗、文创等
于一体⋯⋯25 日晚，一场
主题为“创意谷奇妙夜”的
夜经济活动，在常州创意

产业园区精彩上演，带来
“ 文 艺 范 ”和 烟 火 气 的 结
合。

活动现场，“创意谷奇
妙夜”夜经济品牌同时发
布。作为常州高新区“三
新经济”发展之核，创意产
业园区聚力建设数字经济
发展新高地，着力构建城
市 特 色 产 业 生 态 圈 。 未
来，园区将进一步联动汉
江路国际街区等商旅文体
资源，进一步放大夜间经
济集合效应。

创意谷打出奇妙夜品牌

■周茜 杨东溟
王锐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让广大市民切
实感受文化关照和“武进温
度”，武进区第十届市民艺
术节 26 日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

市民艺术节是全面展
示武进群众文化建设丰硕
成果，具有浓郁武进地方
特色的全区性群众文化节
庆活动。从音乐会到戏曲
走亲，从艺术沙龙到才艺
大赛⋯⋯十年来，艺术节深
耕文化沃土，推进文化惠
民，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每
一年都为群众献上丰盛的
艺术大餐。

更加注重以优秀传统
文化凝魂聚力，是本届艺
术节的新亮点。“吴风雅集
烟火里”文化夜市等，通过
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
动内容和载体，让群众在
闲庭信步中品味传统，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和
转化。

本届市民艺术节期间，
区、镇、村三级将开展展演、
比赛、展示等 52 大项、300
多个文化活动。“艺美武进
民星大舞台”才艺大赛、锡
剧大家唱文化走亲活动、业
余群众文化团队展演、“全
民艺术普及周”、“残疾人文
化周”等历届市民艺术节广
受市民喜爱的项目，都将继
续举办。

武进区举办市民艺术节

■郏燕波 韩一宁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夜幕降临，灯光璀
璨，溧阳市溧城街道的礼诗圩村，
有别于一般乡村的宁静，这里越
晚越精彩。

100多个铺位、日均营业额4.5
万元、带动周边300多人就业⋯⋯
7 月 29 日—8 月 28 日，礼诗圩村
打 造 以 荷 花 为 主 题 的“ 荷 风 市
集”，融入文创、音乐、艺展、美
食，因地制宜打造以荷为主导的
礼诗圩 IP 特色，以文化注入乡村
旅游，用乡村旅游推动新时代乡
村振兴，打造荷处不练摊、荷处
不烟花、荷处不舞台等系列，在
这个夏天打开了一场属于荷花的

“盛宴”。
游客三五成群漫步荷花塘

边，闲话日常。在荷花塘步道两
边是热闹的夜间集市，摊主热情
的吆喝声，融入了鼎沸人声中，后

备厢集市、乡村振兴摊位、乡村市
集⋯⋯售卖的商品五花八门、琳
琅满目，摊主装扮五颜六色的彩
灯，构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近年来，礼诗圩村立足全村
实际，以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为契
机，紧扣“共享村落，礼诗生活”的
发展定位，打造水乡特色产业，带
领村民致富奔康，建设美丽乡村，
全村呈现一派经济健康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新
气象。

时蔬野菜、瓜果梨桃，本村村
民在集市卖农产品的也不少。“刚
采下来的本地李子，8 元一斤，鲜
美多汁，酸甜解渴。”村民张阿姨刚
把李子摆放在摊位前，就有好几个
人围了过来。“这些李子都是自家
果园种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甜
中带着酸，老少皆宜味道好。”张阿
姨一边算斤两一边说道。

外来商贩也嗅到了商机，进村
做起了买卖。“我们7月29日就来

这里摆摊了。这里有荷花池，有稻
田，有灯光，游客络绎不绝。”来自溧
阳市区的摊主唐先生说。

这个夏天，礼诗圩村的荷花集
市成为了溧阳网红打卡地，烟花秀
加后备厢集市，乡村振兴从“夜经
济”中找到新思路。江苏礼诗荷韵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庄黎梅
表示，村里将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
解码乡村文化基因，搭建双向平台，
多元化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助力文
旅复苏和乡村共富。

用艺术市集蒸腾乡村之美

■侯正萍 朱旭耀 图文报道

本报讯“好久没看戏了，今
天在台下听得很过瘾。”26 日下
午，在新北区魏村街道青城村，70
多岁的刘阿婆看完一场越剧演
出，开心得连连叫好。

原来，这是常州市文化馆特
色团队芬芳越剧团开展的“送戏
入基层，宣传进万家”文化惠民演
出。现场，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和
动听的唱腔让戏迷们过足戏瘾。

下午 2 时，细腻传神、配合默
契的经典越剧《追鱼》，一出场就
带动起现场热烈的气氛。《梁祝》

《红楼梦》等一个个村民耳熟能详
的传统戏曲节目陆续上演，精彩
纷呈的表演和优美婉转的腔调让

群众大呼过瘾，大家看着表演，听
着戏曲，赞不绝口，时不时拿出手
机记录下精彩瞬间。

“村里好久没举办唱戏活动
了，这次送戏下乡来到咱村，让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表 演 ，党 的 惠 民 政 策 越 来 越 好
了。”⋯⋯不少老年群众对送戏下
乡活动赞不绝口，就连小朋友也
兴高采烈地围坐在舞台前。

演出结束时，村民们纷纷上
台跟着老师学习越剧唱腔与动
作，现场还有小朋友踊跃上台为
大家演唱越剧《时光谣》和锡剧

《爆竹声声震天响》。
送戏下乡活动为村民送去了

一台台好戏，将丰富的精神食粮
送到居民家门口，活跃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切实增进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送戏下乡到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