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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江城如画。10月24日-25
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共同主
办，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市文旅局承办的
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在我市
宛陵湖畔文化广场隆重举办。

据介绍，此次展览以“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为主题。“魅力上海”、“水韵
江苏”、“风雅浙江”、“美好安徽”四个展
区特点鲜明。海派黄杨木雕、上海面人
赵、无锡精微绣、金陵刻经印刷、杭罗织
造、萧山花边、万安罗盘、花山剪纸……
非遗展品精品荟萃、琳琅满目，无不极
力展现出长三角四省地域非遗风采。
同时，为迎接宣城撤地设市20周年，设
立“诗意宣城”展区。5大展区共展示
各类非遗项目60余个。

一进展厅，首先入耳的是婉转悠扬

又俏皮可爱的童音唱腔——皖南花鼓
戏展台即在入口处旁。台上，9个孩子
扮上戏装扮相，稚气的神情中带着认
真，出色的表演赢得满堂彩，“吸粉”无
数。台下，皖南花鼓戏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杨玉屏目光不放松，随时给孩子们指
导动作。她告诉记者，小表演者都来自
于她在市四小创立的皖南花鼓戏小学
传承班，最小的孩子只有一年级。
2014年起，通过“戏曲进校园”，杨玉屏
带着皖南花鼓戏走入孩子中，埋下了传
承的种子，也借由校园这片土壤，在不
断茁壮成长。

在上海展区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
艺展台前，黄道婆“后人”手执棉卷，熟
练地轻捻纱线，在纺车的摇动中，展现
黄道婆流传六七百年的手工棉纺技

艺。黄道婆体验馆设计总监钱卫娜向
记者介绍道，作为平台，他们依托传统
纺织技艺，结合现代设计，进行土布文
创制作，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也
算是实现了非遗项目的再生与发展。
她还热情邀请大家前来体验，感受融合
的魅力。

泾县油布伞、上海车墩丝网版画、
浙江富阳纸伞等，也都在传统技艺展示之
外，带来了富有新意的产品，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购买。“我的产品之中既有传统
元素又有现代元素，传统元素是制作工
艺技术的传统，现代元素是指伞的品种
及伞面材质更新迭代，一把油布伞也要
与时俱进，跟进时代才能存活。”省级非
遗油布伞制作技艺传承人郑国民说道。

市民张荣霞一家三口则在每个展

台前都细细观赏，“这些剪纸、灯彩、刺
绣、雕刻技艺实在太精湛，看得人目不
暇接，半天下来就拍了一百多张照片
了。”她表示，非遗展机会难得，自己能
来欣赏一番，还能带孩子一起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非常有意义。

在无锡精微绣展台前，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赵红育手中的苏绣双面刺绣异
色异样，构思巧妙，意趣无穷。宋锦织
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朱云秀和市民一
起，一边欣赏一边赞叹，并探讨起刺绣
缂丝技艺手法。朱云秀看来，此次来
宣城，不仅是参展，也是个交流学习的
好机会，各地各类不同的织造技艺带
给她新的思考，笔墨纸砚、皖南皮影
戏、徽州三雕、竹篮编织等，让她欣赏
到别处非遗的魅力。

赏非遗风采 探传承之道
——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侧记

■本报记者 谭艺莹/文 叶竞文/图

美不胜收的旅游线路、琳琅满目
的文旅产品、深藏匠心的“非遗”好物
……10月24日-25日，宣城文旅产品
特惠节在市区宛陵湖畔举行，来自宣
城7个县市区的66个旅游目的地、文
旅产品企业同台“比美”、优惠促销，好
不热闹。

超值旅游套餐“一站式”采购

10月24日，特惠节第一天，记者在
现场看到，每个参展的县市区展台，都
由大幅的当地美景图装扮而成，每个
展台，都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文旅产
品。秀美景、晒特产、展文化、送礼包，
互动体验、微景展示……各个展台均
拿出“看家本领”聚集人气，吸引逛展人
定睛驻足。

展会上，参展旅游企业、景区景点
和旅行社推出了大量旅游惠民“礼

包”：泾县展区推出了“畅游泾县一‘票’
有我”活动，6条精品线路正在促销，原

价815元的一条深度游线路，现在245

元就能享受；广德展区，只要扫码关注

“广德文旅”和“太极洞风景区”的微信

公众号，就能免费获得太极洞景区门

票一张；宣州展区主推各种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一日游价格均在百元左右；

市妇联“徽姑娘”品牌展区，一个个农

家乐、渔家乐、民宿打出各种预订优惠

活动……

“今年受疫情影响，大家都不太敢

出远门游玩，周边游就成了不错的选

择。”逛展的市民王杰说，他细细逛了一

圈发现，原来宣城有很多地方值得一

去，而他过去却没有在意，“像宣州区的

昆山湖、广德的太极洞，我接下来都想
带孩子去看看。”

“非遗”特色产品大出风头

旌德的灵芝、郎溪的闷酱、洪林的
锅巴、水阳的干子……展会现场，各种
地方农特产品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
看、品尝、购买。

“我们太低估特惠节的火爆程度
了！”24日上午9时许，特惠节开幕不过
一个多小时，绩溪展台的3大箱肉酱就
销售一空，工作人员不停地跟想买样品
的人道歉，并表示下午就有补货。

不仅是农特产品受欢迎，不少“非
遗”传统工艺类特色产品更是在现场大
出风头。泾县的后山剪刀、广德的纯手
工宣纸扇、宁国的手工棕榈扫帚……都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欣赏、购买的人群。

在泾县展区发现后山剪刀后，一位
逛展的大爷激动不已，迅速买下一把。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后山剪刀在过
去可是‘一剪难求’！”大爷说，后山剪刀

硬可断铁、软可剪棉，一把用上一二十年
都不成问题。

从重庆赶来、带学生参加全球少儿
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的王蕾，在特惠节
上逛得格外尽兴。“像那种纯手工的油
纸伞和宣纸扇，我觉得很精美！等孩子
们比赛结束，我要带他们来看看。”

在宣州窑陶艺体验馆前，正在展示陶
艺的施松山被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
团团陶泥到底是如何变成一个个碗、一个
个罐的？人们感兴趣地询问陶艺制作的
过程。71岁的制陶人非常高兴，“还是有
这么多人对这个古老的技艺感兴趣！”

记者了解到，此次文旅产品特惠节
的举办，对提升我市文化旅游商品的创
意水平、丰富文化旅游商品的种类数量、
拓展文化旅游商品的销售渠道、促进传
统工艺美术技艺的传承发展等均起到推
动作用。

特惠节：同台“比美”一站淘尽
■本报记者 张玉荣/文 叶竞文/图

本报讯 菊花吐蕊，桂
花含香。10月25日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
连日来，我市各地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了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特色活
动，进一步营造敬老助老的
良好氛围，让孝老爱亲的传
统美德浸润人心。

“宣敬珍，套那个！那
个容易一些！”“把身体再低
一点，更容易套中”……10
月22日上午，一场别开生
面的“魔力套圈圈”游戏拉
开了市社会福利中心趣味
运动会的帷幕。本次运动
会针对服务对象的身体特
征，设置了独具特色的游戏
项目，尤其是对一些不能行
走或是运动力欠缺的老人，
中心特意设计了趣味推球
项目，让他们坐在轮椅上也
能享受游戏的乐趣。

日前，在泾县泾川镇幕
桥社区，一场主题为“情系
社区老人 共度重阳佳节”
的文艺演出在社区的泾秀
苑养老中心广场举行。演
出中，社区的老年朋友们身
着盛装，用欢快的歌声和优
美的舞蹈展示了新时代老
年人积极向上、老有所乐的
精神风貌，博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此外，现场还
配备了水果和点心，志愿者
为长辈们按摩揉肩，浓浓的
爱意让他们笑逐颜开。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活
动的举办，能够进一步丰富
社区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
生活，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
会各界尤其是社区的关
爱。”幕桥社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在宁国市，竹峰学校党
支部、工会围绕“关爱老教
工，弘扬中华美德”主题，组

织退休教职工赴港口镇西
村开展重阳敬老活动。活
动当天，退休教职工们环游
西村，感受美丽乡村新风
貌，体验打糍粑、磨豆浆等
特色农家活动。值得一提
的是，该校党支部、工会还
特地给两位古稀之年的退
休教职工集体祝寿，大家围
坐在一起，共享生日蛋糕、
共品农家小菜。

在广德市，杨滩镇把重
阳节主题活动与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于
10月22日上午在未成年人
活动室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重阳——念亲恩抒亲
情”重阳节卡片制作活动。
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小朋友
认真制作起卡片，纷纷说要
把卡片送给家里的长辈
们。通过此次活动举办，唤
起了孩子们的尊老爱老意
识，让他们学会感恩亲情。

在广德市桃州镇敬老
院，来自双河社区的志愿者
为社区四位在敬老院生活
的老人送去水果、牛奶以及
生活用品，并为需要理发的老
人免费理发。围罩衣、洗头、
修剪……志愿者们耐心地询
问老人对理发的要求，理完发
后还细心地清理干净。

在泾县社会福利中心，
日前一大早，泾县农商行一
群“红马甲”就来到这里，搬
运牛奶、大米、食用油等慰
问品，为这里的老人们送上
节日祝福。慰问期间，志愿
者们还与院里的老人话家
常，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整
理房间。一声声问候，一句
句祝福，温暖了老人们的
心，让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陈政 胡起）

我市各地开展多种形式
特色活动庆祝重阳节

本报讯 重阳节来临
之际，宣州区宝城社区开展

“秋意浓浓 重阳敬老”主
题系列活动，大大提升了社
区老人的幸福感。

“嚓嚓嚓，嚓嚓嚓……”
清脆的剪刀声过后，大爷
原本有些凌乱、花白的头
发变得整齐利落。10 月
22日一大早，宝城社区的
志愿者带着理发工具，免
费给社区老人理发。在理
发的过程中，志愿者们耐
心地询问老人对理发的要
求，并按照老人的要求进
行理发，还不停地跟老人
们交流着，家长里短，现场
一片欢声笑语。

随后，宝城社区还邀请
了市营养协会会长胡道华
就老年人营养膳食、日常三
餐科学饮食、老人食物营养
分配问题、高血压人群紧急
急救等方面开展知识讲

座。授课过程中每一位居
民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
还询问相关营养问题，台上
与台下热情地互动着。胡
会长还告诉居民们要注意
谷类为主，少油少盐，低脂
低糖，老人不仅要科学膳食
还要多运动。听完讲座，社
工们向老人们开展“智慧助
老”活动——详细讲解如何
操作智能手机，主要针对支
付宝、微信、皖事通等日常
软件，帮助老年人掌握防骗
知识和技能，提升老人对智
能工具的信用度，还为老人
在日常使用手机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解答，做到消除

“数字鸿沟”，并对《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相关内容进行
了讲解。社工和志愿者们
还走访慰问困难老人，向他
们送上秋日温暖，给予精神
支持和物质补贴。

（本报记者 徐静雅）

书法作品展。

宝城社区开展
“秋意浓浓 重阳敬老”活动

第五届全球少年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

第五届全球少年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第五届全球少年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

展销会现场。
非遗展示非遗展示。。

10月25日上午，由市卫健委主办的宣城市庆祝第九届
九九重阳节展演大会在市第二中学体育馆举行。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玉峰，副市长宁伟出席开幕式。

来自市老体协25个分会的近500名演员，共表演了鼓舞、
健身操、健身球、柔力球、秧歌、广场舞、旗袍、民俗、时装礼仪、瑜
伽、健身气功等14个精彩的文体节目。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