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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宵赏
灯的习俗始于东汉时代。相传，汉
明帝刘庄信奉佛教， 而佛教盛传
正月十五是参佛的吉日良辰。于
是，他下令皇宫寺庙、民间百姓要
在正月十五这天“点灯敬佛”。后
来， 这一礼仪逐渐演变为民间盛
大节日。时至中唐，已发展成为全
民性的灯节。到了宋代，元宵灯节
在规模和灯的种类上都比唐代更
胜一筹。清代时，达到极致，民间
灯会盛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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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焰火今晚看，多了10分钟
天晴助兴元宵节，长沙城里多场灯会庙会，哪个最好看？本报推玩乐手册

“妹子哎，别装多了，吃4个
就够了， 多了怕难消化。”2月22
日，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牛婆
塘社区，83岁的吴达云娭毑亲热
地叫着“孙女”梁雁。小梁一会给
老人倒水，一会儿拿糖果，瞅着
汤圆煮熟了， 又赶忙去装汤圆，
看着她忙碌的样子，吴娭毑又高
兴又心疼。

吴娭毑是牛婆塘社区的一
名空巢老人， 子女不在身边，她
便认了社区书记梁雁做“孙女”，
平时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找她
帮忙。

在牛婆塘社区，像梁雁这种
一对一帮扶空巢老人的“爱心子
女”还有很多。2月22日，这些爱
心子女把“爸妈”请到了社区，一
起闹元宵猜灯谜。东塘街道工委
张靖副主任也赶到现场送祝福，
长沙市公路管理局团委书记刘
利明还送来了牛奶等礼品。

说起这个活动，社区居民龙
星明爹爹特别激动，“以前一个
人过年冷冷清清，今年过出了点
年味。”他找到社区工作人员，打
开外套的扣子，颤巍巍地从最里
层的衣服里掏出400元钱， 再三
嘱咐社区工作人员，要把这钱送
给别的空巢老人。 ■记者 李琪

2月24日是正月十五， 一年一度
的元宵节要来了，天气也助兴，届时，
长沙多处开展节日活动， 逛灯会、猜
灯谜、看焰火、吃元宵舞龙灯……本
报搜罗了长沙城里大大小小的闹元
宵活动，供您提前过目。

看厌了传统灯会的市民，不妨去
梅溪湖看一看充满现代感的国际灯
光节。

在梅溪湖国际服务区，您将看到
50多组大型彩灯， 最具看点的是充
满现代元素的彩灯；另一个看点就是
有全长10公里的景观灯带、长约460
米的激光音乐喷泉，500米长、25米
宽的灯光长廊，直径5米的人造月亮、
光束超一千米的直射筒灯等。与传统
灯会不同的是，本次灯会体现两型特

色， 主体光源均采用LED冷光灯，不
会产生任何污染， 比传统彩灯节能
70%以上。

观灯提醒：
即日起至3月5日， 每晚6点至11

点开灯，市民可免费参观。在梅溪湖大
桥北、 中央绿轴和桃花岭公园处都设有
游客服务中心， 可以提供游园观展指
南、免费茶水并设有卫生间。现场还设
有2000个临时停车位。

看现代感灯会去梅溪湖
有人造月亮、直射筒灯照一千米远

湖南烈士公园灯会今年头一次推
出水上灯会，赏灯地在年嘉湖。

这次年嘉湖、跃进湖畔共有8个
大型水上灯组，依次是以荷花、荷叶
和仙女为造型的“荷花仙子”，以金鱼
和浪花为造型的“金玉满堂”，以各民
族同胞欢歌跳舞为造型的“民族欢
歌”等；跃进湖，民俗村到东大门沿

岸，湘茶飘香、贾谊故居2个大型水上
灯组也格外打眼。 有人在岸上走、灯
在水中游的意境。

观灯提醒：
烈士公园灯会每晚7点亮灯，持

续到晚上10点半。 在烈士公园东大
门、西大门、南大门均有停车位。

烈士公园水上灯会
“荷花仙子”、“金玉满堂”好打眼

正月十五， 开福寺沿线将举行
“祥和中国结，开福元宵喜乐会”。19
组、200余盏大型花灯“福”气登场，
身高达10米的财神爷开门纳福，十
二生肖趣味主题灯让你目不暇接，还
有几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以及大
型龙狮、河蚌、彩龙船表演。活动现
场， 市领导将与百名老党员代表、文
明市民代表，共吃汤圆，共话家常。

元宵节上午， 佛教高僧来火宫

殿“新年祈福坊”举行“平安结”开光
仪式，两台元宵庙会戏曲、小品、舞
狮、跳财神等精彩节目轮番献演。晚
上“猜灯谜”、“画蛇点睛”、“金蛇夺
宝”、“勇士射蟒”四个有奖游戏一齐
登场， 最具长沙传统风味的“踩高
跷”、“滚铁环”、“打陀螺”等童年游戏
任人玩乐。晚上6：30，庙会舞台还将
举行一场“吃元宵”有奖比赛，感兴
趣的市民可上去试试身手。

去开福寺、火宫殿逛传统庙会
几百人组成威风锣鼓队“平安结”开光

元宵节晚上6点后，该园门票半
价， 当晚所有前来游玩的游客凭入
园门票可免费领取1盏提灯。领到灯
的游客可前往中南地区最大最美丽
的千手观音，许下新年愿望，届时，满
园点点提灯，都满载着大家美好的新

年祝愿。 世界之窗唯美的水上舞台，
百万响鞭炮摆上一千米一字长蛇阵，
炸响全球最长鞭炮蛇；山水实景舞台
上也将演绎一场“白蛇新传”焰火晚
会。

■记者 王文 彭可心

世界之窗：提灯免费送

2月22日， 记者从长沙市旅
游局获悉， 每周一次的长沙橘子
洲周末音乐焰火晚会， 将在元宵
佳节前的本周六（2月23日）晚8
点照常绽放， 为市民献上主题为
《春满湘江》的浏阳烟花。

据介绍，本次燃放的《春满湘
江》为本年度的第132场，燃放时
间也由平常周末的20分钟延长为
30分钟，在30分钟的燃放时间内
将共分为《银蛇飞舞迎新春 春润
湘江柳新绿》、《万盏花灯庆元宵
春拂湘江花争艳》、《千龙百狮贺
元宵 春荡湘江梦成真》、《载歌载
舞闹元宵 春韵湘江姿更娇》、《万
众同心绘新图 春满湘江更辉煌》
五个篇章。 燃放单位为浏阳市梦
想烟花制作燃放有限公司。 在欣
赏音乐焰火的同时， 市民也可以
登录浏阳市鞭炮烟花管理局官方
网站，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 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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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洲元宵焰火
提前到今晚

滨江新城含光路将举办“美
丽岳麓·魅力滨江” 元宵灯会，将
看到10组大型灯。正月十四和元
宵节当天， 将在含光路活动现场
推出模特大赛、 龙狮和威风锣鼓
表演、 歌舞文艺演出、 有奖猜灯
谜。同时，邀请环卫工、道德模范
等代表一起品尝元宵。

观灯 的市 民可 搭 乘 117、
318、401、402、704、907、916 路
公交车到石岭塘站下车即到。

又讯 2月22日上午，湘湖街
道东湖社区文体广场张灯结彩。
来自湘湖管理局下属六个社区的
居民朋友纷纷走出家门， 欢聚至
此， 兴高采烈地参加湘湖管理局
举办的“欢天喜地闹元宵”联欢喜
乐会活动。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江思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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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新城：
看舞龙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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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子女”来了
空巢老人笑了

元宵节又称“灯节”
2000多年历史了

▲

2月22日晚，长沙开福寺文化广场，小朋友们
被花式多样的灯笼吸引。这里的灯会将持续至正月
十五元宵节，现场不仅有各式小吃，节日当天还有
大奖送出。 记者 李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