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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郑州绿博园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至十六
活动：年味·绿博园、迎新春百合花展
时间：2019年腊月二十三至 2020年

正月二十三
活动：赏花灯、夜游绿博园
◎嵩顶滑雪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嵩顶冰雪文化旅游节、新春文化

庙会
开封市

◎清明上河园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9日
活动：大宋·民俗文化节、国际灯笼展、

贺岁版《大宋·东京梦华》
◎大宋御河
时间：2020年1月—2月
活动：大宋御河水灯节
◎龙亭
时间：2020年 1月 17日开幕，灯会为

期一个月
活动：大宋上元灯会
◎大相国寺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至初六
活动：梵乐演出
◎翰园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至十六
内容：祭祖大典
◎天波杨府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天波杨府迎春会演出、大宋上元

灯会
◎万岁山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
活动：万岁山春节大庙会
◎朱仙镇启封故园
时间：2020年1月17日—2月11日
活动：2020开封·朱仙镇年文化节

洛阳市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
时间：2019年12月1日—2020年3月

15日
活动：第三届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梦

幻冰雪节
◎黛眉山
时间：2019年 12月 15日—2020年 2

月15日
活动：黛眉山雾凇观赏季
◎关林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8日
活动：2020年洛阳关林春节民俗文化

庙会
◎隋唐洛阳城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8日
内容：新春庙会
◎洛阳新区歌舞剧院
时间：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

15日
活动：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

2019年巡演、《莎士比亚，别生气》、《天鹅
湖》、《好莱坞之夜》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时间：2020年1月13日
活动：“认识二里头”公益讲座

平顶山市
◎郏县三苏园景区、山头赵村
时间：2020年1月20日—2月12日
活动：灯展、民俗展示
◎县城休闲广场
时间：2020年2月4日—6日
活动：业余剧团调演
◎鲁山阿婆寨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8日
活动：第三届春节庙会民俗文化节
◎鲁山尧山滑雪乐园
时间：2020年1月4日—24日
活动：冰雪节

安阳市
◎滑县民俗博物院
时间：2020年1月4日—2月29日
活动：民俗展

鹤壁市
◎鹤山区五岩山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正月初一至初五，情景剧《药王

医虎》《巧治唐王》演出；正月十三、十四，五
岩山第一届民间社火展演和非遗文化展示
活动；二月初三—初五，“庚子年二月初三
药王孙思邈祭祀大典及养生文化节”活动；
祈福赠福活动

◎浚县西城门城墙外
时间：2020年2月6日上午9:00
活动：“运河千年，鼓动黎阳”主题节目

表演暨第十二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开
幕式

◎大伾山吕祖祠门前
时间：2020年正月初九
活动：浚县民间社火巡游表演比赛
◎浮丘山广场
时间：2020年正月十六
活动：浚县民间社火巡游表演比赛
◎浚县古城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欢欢喜喜过大年”浚县

古城嘉年华活动；浚县古城巡游演
出；“浚县古城非遗文创体验区”活动；“泥咕
咕”主题文化广场体验活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主题展演
新乡市

◎新乡县京华园
时间：2020年1月25—2月24日
活动：第五届花灯艺术节
◎长垣县大浪口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6日—2月18日
活动：2020年大浪口古镇新春喜乐会

焦作市
◎云台山景区
时间：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2月

29日
活动：云台山新春花灯美食节、新春版

云台山夜游、非遗技艺、舞龙舞狮等各种传
统杂耍活动

◎神农山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9日
活动：春节庙会
◎焦作市影视城
时间：正月初一至初七；正月初八至十

六
活动：焦作市第四届戏剧节；2020年

焦作市“文明河南、欢乐中原、春满山阳”优
秀节目展演

◎沁阳神农山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9日—30日
活动：高抬火轿、景明老虎展演
◎陈家沟景区
时间：2020年1月17日—29日
活动：陈家沟2020年春节文化庙会非

遗节目展演
◎月山寺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5日—2月8日
活动：非遗项目月山八极拳、九街龙灯

舞、三街老虎舞、砖井狮虎舞展演
◎焦作市影视城、东方红广场
时间：2020年正月初五至十六
活动：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

统剧目展演
濮阳市

◎濮阳水秀国际大剧院
时间：2020年1月28日—2月9日
活动：《龍石》剧目及经典童话剧、百变

汽车展、炫彩灯光展、精品家居展、非遗民
俗展演等9项文化主题活动

◎东北庄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迎新春“非遗文化杂技大庙会”
◎南乐县县城
时间：2020年2月9日、2月24日
活动：民舞大展演、民舞、社火汇演，舞

龙、舞狮表演
许昌市

◎文化广场
时间：2020年2月7日—2月9日
活动：迎新春、闹元宵民舞汇演；鄢陵

“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戏曲演唱会
◎灞陵桥景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千人铜器”、民俗文化展演、实

景大型马战表演、“拜关公迎财神”等活动
◎春秋楼景区
时间：2020年1月1日—29日
活动：元旦义写春联活动、“钟鸣盛世

祈福关宅”迎新春撞钟祈福活动、第五届祭
孔大典、传统盘鼓表演、情景剧《忠义千秋》
演出活动

◎曹魏古城
时间：2020年1月25日—1月30日；1

月25日—2月9日
活动：大型民俗庙会，曹丞相府景区新

春灯会
◎神垕古镇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非遗民间表演
◎大鸿寨景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大鸿寨春节大庙会

漯河市
◎开源景区
时间：2020年1月17日—2月9日
活动：河上街庙会暨春节灯展
◎黄河广场
时间：2020年正月十四至十五
活动：郾城区第十一届民间文化艺术

节
◎舞阳县乡镇文化广场
时间：2020年2月7日—2月9日
活动：舞阳县民间艺术大赛

三门峡市
◎陕州区
时间：2020年1月—2月底
活动：第四届陕州灯会、义写春联、广

场舞辅导、迎新年传承人剪纸作品展、新春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作品展等

◎函谷关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5日—31日
活动：2020年春节大庙会

◎卢氏县文化馆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民俗展演活动、元宵节全县社火

汇演、少儿舞蹈展演、灯谜竞猜活动、组织
送春联、送书进基层活动、戏剧公映演出、
电影公映等
南阳市

◎内乡县衙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文艺节目免费表演
◎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民俗和非遗展示表演

商丘市
◎永城芒砀山景区
时间：2020年1月1日—2月8日
活动：2020“年味芒砀山”汉风民俗文

化节
信阳市

◎灵山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1月

25日
活动：新年祈福活动
◎信阳南湾湖
时间：2019年 12月 28日—2020年 2

月10日
活动：龙宫灯会
◎鸡公山
时间：2020年1月17日—2月9日
活动：2020鸡公山民俗文化庙会暨新

春灯会
周口市

◎淮阳太昊陵景区
时间：2020年1月4日、1月26日—30

日、2月8日、2月23日—3月26日
活动：民间艺术演出
◎川汇区大道
时间：2020年2月7、8、9日
活动：元宵节民间文艺活动汇演
◎中华槐园千字文广场
时间：2019年 12月 26日—2020年 2

月29日
活动：沈丘县第七届乡镇群众文艺汇

演活动、非遗技艺展示、舞龙、舞狮等各种
传统杂耍活动

◎鹿邑
时间：2020年3月8日
活动：纪念老子2591周年诞辰祭拜大

典、世界李姓祭祖大典、道教祈福法会、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老子庙会、
大型戏曲演出、民间艺术展览，老子大讲堂
和第四届仙台论道活动
驻马店市

◎嵖岈山景区
时间：2020年1月25日—1月31日
活动：嵖岈山新春美食节、新春民俗文

化活动、非遗技艺、大铜器表演、舞龙舞狮
等各种传统杂耍活动

◎蓝天芝麻小镇
时间：2020年1月15日—2月10日
活动：金鼠闹春，辞旧迎新，芝麻小镇

过大年
◎皇家驿站
时间：2020年1月24日—2月10日
活动：皇家驿站第二届新春庙会
◎驻马店市区路段、天中广场
时间：2020年2月7日、2月8日
活动：驻马店市民间艺术展演；驻马店

市元宵灯谜晚会
济源市

◎王屋山景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大年初一十二生肖道境广场新年

迎客、天坛极顶祈福法会、万人祈福签名长
卷迎客开卷；大年初五天坛极顶财神下凡发
红包；正月十五天坛极顶喜乐灯谜会；初一
至十五天坛极顶太岁限时免费开放、“新年
观太岁 岁岁都安康”黄帝祭天实景演艺

◎小浪底景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2020年2月28日前小浪底第九

届“观鸟节（季）”、民俗表演
◎五龙口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活动：西游狂欢节——福禄寿喜财 好

运伴鼠年
◎小沟背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29日—2020年 2

月28日
活动：“冰雪奇缘”第三届中国女娲文

化冰瀑节、红色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活动

活动名称

“美术馆里过大年”河南传
统美术作品展

红色文艺轻骑兵送万福写
春联活动

时间/地点

2020年1月 17日—2月17日
河南省美术馆

2020年1月
新郑市孟庄镇、中牟县万淮镇、郑
东新区杨桥，未来路、国基路社区

活动名称

河南艺术摄影名家精品展

第五届河南省民间艺术展

河南省首届百姓戏迷展演
决赛

品味中原——公益·周末小
舞台

2020年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
启动仪式文艺演出

品味中原——公益·周末小
舞台

出 彩 河 南 聆 听 乡 音 ——
2020 河南省迎新春戏曲晚
会暨首届百姓戏迷展演颁
奖庆典晚会

品味中原——公益·周末小
舞台

时间/地点

2019年 12月 27日—2020年2月
29日
河南省文化馆三楼展厅

2019年 12月 27日——2020年2
月 29日
河南省文化馆二楼展厅

2019年 12月 27日
河南省文化馆小剧场

2020年1月 3日河南省文化馆小
剧场

2020年1月 4日—1月9日
郑州园博园 每天4场

2020年1月 10日
河南省文化馆小剧场

2020年1月 18日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2020年2月 7日
河南省文化馆小剧场

活动名称

大象中原——河南古代
文明瑰宝展

人民呼唤焦裕禄展

瑞鼠吐宝——庚子新春
鼠年生肖文物图片联展

鼠年系列历史教室教育
活动

“‘鼠’不尽的收获”特约
讲解活动

“华夏古乐庚子年新春音
乐会”

时间/地点

河南博物院常年开设
2019 年 4 月 18 日—2020 年 4 月
18日
深圳市南山博物馆

2019年 11月 28日—2020年 3月
20日
河南博物院

2020年 1月 17日—4月1日
河南博物院

2020年大年初一至初六
9：00—10：00,15：00—16：00
河南博物院

2020年大年初二至初六
河南博物院

2020年大年初三至初六
11:00,16:00
河南博物院

活动名称

趣缘读书会

大河之南 书香过年——黄
河主题文献展

寻书有奖活动
（3场）

河南省图书馆手工技艺类
展示活动
（4场）

“故乡·情长”传统民俗主题
书展

“家的团圆”幼儿主题绘本
展

影像书香，悦读童心——影
片展映

在图书馆看世界——原声
互动视频赏析

春满中原·寻书有奖

优秀数字资源展映

“最美豫音”朗读亭体验活
动

“重温经典”电影展映

网络书香过大年系列之VR
体验

大河之南书香过年——古
法制香之香牌

大河之南书香过年——茶
文化赏析

大河之南书香过年——石
碑传拓体验活动

大河之南书香过年——雕
版印刷体验活动

时间/地点

每周五18:30—20:30
河南省图书馆文创展厅

2020年 1月 1日—1月10日
河南省图书馆四楼中原文献馆

2020年 1月 16日、1月23日、2月
6日
河南省图书馆二楼社会科学外借
处

2020年 1月 17日、1月18日、2月
8日、2月9日
河南省图书馆四楼工具书阅览室

2019年 12月 27日—2020年 2月
9日
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二层
借阅大厅
2019年 12月 27日—2020年 2月
9日
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一层
亲子阅览室

2020年1月1日、1月5日、1月12
日、1月26日、2月2日、2月9日、2
月16日、2月23日上午10：00
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七色
花影院

2020 年 1 月 1 日、1 月 5 日、1 月
12日、1月 26日、2月 2日、2月 9
日、2月16日、2月23日 15：30
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七色
花影院

2020年 1月 15日、1月22日、2月
5日上午9:30—10:30
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

2020年 1月 6日—1月 10日、2月
3日—2月7日
河南省图书馆三楼数字资源展映
厅

2020年 1月 1日至2月10日
河南省图书馆二楼朗读亭

2020年 1月 5日至1月12日
河南省图书馆三楼数字资源展映
厅

2020年 1月 7日—1月17日、
2月3日—2月11日
河南省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2020年 2月 8日 14:30—17:30
河南省图书馆五楼古籍阅览室

2020年 1月 18日 14:30—17:30
河南省图书馆五楼古籍阅览室

2020年1月11日—12日14:30—
17:30
河南省图书馆五楼古籍阅览室

2020年1月12日、2月2日14:30—
17:30
河南省图书馆五楼古籍阅览室

公共文化场馆 过节人气旺旺
河南博物院

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省文化馆

河南省美术馆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
之
二
之
二
））赏演艺看节目 气氛红红火火

活动名称

老家 de“年味大餐”——主题
书展
保护母亲河——环保主题书
展

“童梦剧社”儿童剧——大禹
治水

讲给孩子听的博物院之宝系
列

玉柄铁剑；陶马的故事；新年
贺卡制作；剪纸系列课程之
一——汝窑鹅颈瓶；甲骨文
中的十二生肖；我给美女穿
新装——彩绘女俑、DIY 灯
笼

手工DIY剪纸——黄河鲤鱼、
鲤鱼焙面、黄河大桥
绘本讲读：《一条大河》《刘兴诗
爷爷讲母亲河黄河》《我叫黄
河》《别让地球抛弃我们——母
亲河，别再流泪》

箏声里的诗词歌赋
“新年音乐会”乐兔大型亲子
活动

“不忘初心·与爱同行”新春音
乐会

听障儿童阅读服务
为特殊群体分馆送书

国际象棋启蒙、国际象棋入门

彩虹科学俱乐部、3D 打印、
化装舞会、新年贺卡、智能擂
台、招兵买马、搅拌器、平衡的
秘密

时间/地点

2020年1月 1日—2月11日
一楼、二楼大厅

2020年1月 21日
一楼大家讲堂

2020年2月 7日
一楼大家讲堂

2019 年 12 月 28 日，2020 年 1
月 4日、1月 18日、1月 26日、2
月2日、2月8日
四楼历史教室

2020年 2月 2日、1月 5日、1月
29日
1月 4日、1月 11日、1月 18日、
2月8日
二楼报刊阅览室、一楼趣味阅览
室

2019 年 12 月 28 日，2020 年 1
月 12日、1月18日
六楼童梦剧场

2020年1月 10日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康园分
馆、陇海大院分馆

2019 年 12 月 29 日、2020 年 2
月 9日
四楼棋奕室

2019 年 12 月 28 日、12 月 29
日，2020年1月 4日、1月 5日、1
月12日、2月9日
二楼报刊阅览室、四楼科学实验
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