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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5日，将迎来壬寅虎年
的元宵节。令人惊讶的是，虎年
的元宵月不是“十五圆”，也不是

“十六圆”，而是“十七圆”，最圆
时刻出现在2月17日 0时 56分。

统计发现，“满月”出现次数
最多的是农历十六，其次是农历
十五，再次是农历十七，最少的
是农历十四。

“像今年元宵节这样‘十五的
月亮十七圆’是比较少见的，上一
次出现还是在 2013年 2月 26日
（正月十七），下一次将在2029年
3月1日（正月十七）再现。但不管
是何时圆，人们用肉眼观赏到的月
亮基本无差别，都是一样的花好月

圆，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在元宵节当
晚赏月抒怀。”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林愿说。

元 宵 节 当 晚 何 时 赏 月 最
佳？日落后两小时是赏月的好
时机。“一是此时的月亮看起来
感觉特别大；二是月亮呈现漂
亮的银白色，赏心悦目；三是月
亮的地平高度较低，适合拍摄

‘连月带地景’的美照。”林愿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夜时分
月亮运行到正南方天空。这时
月 亮 的 地 平 高 度 达 到 整 夜 最
高，万籁俱寂，“皓月顶空照”也
别有一番味道。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周润健）

罕见！“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中国年，总要过到正月

十五的元宵节才算圆满。元

宵节又被称为上元节，灯节，

是最能体现中国式浪漫的节

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

闻灯不看来？”穿汉服、猜灯

谜、看花灯、吃汤圆……在欢

闹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一天，伴着农历新年的第

一个圆月，既有张灯结彩，火

树银花的绚烂，也有家家户

户团团圆圆的温馨，更有对

未来一年的美好期盼。虎

“笑”迎元宵，开“新”启征

程。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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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沈
志远）2 月 13 日，虽然天气阴沉，但
商丘市睢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人气不减。一排排悬挂灯谜的
红灯笼下人头攒动，游人聚在灯谜
前绞尽脑汁地猜着谜底；非遗表演
轮番上阵，演员们精神百倍，观众们
笑声连连……

在“稻恋雪糕山恋冰”谜面下，市
民李玲玉反复念叨着“打一运动员名
字”，突然脱口而出：“谷爱凌，我猜着
啦！”

“这些灯谜准备得都挺不错的，
我已经拿到两份礼品了。”李玲玉喜

形于色，成就感满满。
而非遗展演木版年画体验处，被

前来学习体验的游客和小朋友们围
得水泄不通。非遗传承人魏青松指
导小朋友用刷子饱蘸黑色水墨，均匀
刷在木版上，红色纸张铺好、刷平，轻
揭起来，“轻轻地、轻轻地，你看小老
虎就出来了。”一幅“祥瑞福虎”迎新
春的年画在快乐的气氛中制作完成。

据悉，本次元宵节系列活动分为
正月十三和正月十五两个时间段开
展，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参与
其中，切身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营造出
热闹、红火、吉祥的节日氛围。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璀璨灯火诉说三国
故事，火树银花尽显曹魏风韵。2月
13日，三国名城许昌推出的一道道

“文化大餐”，“色香味”俱全。
“夜许昌，最三国。”当日晚，在曹

魏古城景区，装饰着带有三国文化符
号的彩灯在夜空中流光溢彩，“魏王
帝都巡游”等互动文旅节目带给游客
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在灞陵桥景
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
花”惊艳上演，两位艺人熟练地操作
舀、打、抛的动作，火红的铁汁儿飞溅
起一丈多高，在夜空中绽放夺目光
华，引得群众阵阵喝彩。

多彩民俗，精彩演出。在许昌

春秋楼景区、曹丞相府景区等地，不
仅举办了花灯展、有奖猜灯谜活动，
还相继上演了以三国元素为主线的

“关羽秉烛夜读”“曹操许下屯田”等
情景剧，带给游人穿越时空的新鲜
体验。

“擎看花千树，处处流光舞。”在
许昌市护城河畔，由许昌水上巴士公
司举行的“夜游护城河”项目，吸引游
客泛轻舟、荡碧波、赏花灯，感受别样
的视觉盛宴。

许昌市图书馆还推出了“我们的
节日·元宵节”“古韵迎元宵、诗词进
万家”等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和读
者分享元宵节习俗、名诗名句等，展
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③7

品民俗 享盛宴
本报讯（记者 胡春娜）2 月

14日，大家期待的河南广播电视
台2022“元宵奇妙游”如约而至。

今年的“元宵奇妙游”是在去
年奇妙游系列“网剧+网综”的基
础上，以创意概念片串联整场，通
过 12个节目共 3个篇章，让观众
感受“元”之始终的希望，“宵”时
相逢的浪漫，“灯”映万象的家国
情怀，一同步入灯火人间。

第一篇章为“元之始终”。
元是一年起始，周而复始的春夏
秋冬，四季轮回到了原点，元是
新生、是希望、是起点。在这一
篇章中，既有民俗符号的直接表
达，也有含蓄的情感表达。例如
视觉秀《守望山河狮舞东方》采
用舞狮这一大众所熟知的元宵
民俗，画一幅山河故土，舞一曲
南北对望；舞蹈《五星出东方》灵
感来源于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汉代织锦，融合天文奇观的
特效设计，在更广阔情感维度上
诠释“元”主题。

第二篇章为“宵时相逢”。
宵是夜晚，宵时相逢，遇见了爱

情，遇见了亲情，这是元宵节的
浪漫底色。在这一篇章中，情景
舞蹈《元夕之约》、舞蹈《从前慢》
等，通过不同展现形式，传递世
间温暖美好的情感。

最后一个篇章为“灯映万
象”。灯是文明之光、是守护之
光、是真理之光、是科技之光，一
盏 盏 灯 火 串 联 一 束 束 时 代 之
光。歌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庆贺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也映
射出在这个昂扬奋进的时代中
国女性力量散发的光辉。

在整体视觉风格和美术呈
现上，2022“元宵奇妙游”延续传
统文化与创新科技结合的风格，
秉承创新开放理念，除了歌舞、
戏曲、美食等元素外，巧妙融入
当下流行文化。

总导演路红莉在接受采访
时说：“今年的‘奇妙游’系列包
括未来的‘中国节日’系列，我们
都希望能让观众耳目一新，穿越
历史，畅想当下，把节日所承载
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内涵表现出
来。”③5

“元宵奇妙游”延续国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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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这样的元宵节美景，在南阳府衙内生
动再现。游客们和身穿各色汉服的

“才子佳人”们一起，游府衙、赏花灯、
猜灯谜。

2月 14日，走进南阳府衙，扑面
而来的是朱红大门，室内素雅古风，
还有耀眼的大红灯笼，炫彩的灯光，
年轻的女子身着艳丽或雅致的汉服
漫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南阳府衙的
门票以“通关文牒”的形式出现。游
客每通过一关，工作人员就会在门票
上盖一个别具情调的红色印章。而
且，“金虎添印”跳脱了传统的红底印
章，采用拓片的表现形式，把
虎的生动形象和

故宫的元素相融合，将历史的精彩尽
收囊中。“金榜题名”和“豫言成真”墙
前，游客更是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一
些家长纷纷把自家孩子的名字悬挂
墙上，许以美好祝愿……

市民王女士带着父母和孩子跑
十几里到府衙赏灯，她激动地说：“这
些年，灯节灯会少了，元宵节总觉得
缺少点什么，今年府衙这种穿汉服、
赏花灯、猜灯谜活动，不仅给市民一
个过节的好去处，还让更多人喜爱中
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精粹。”③7

穿汉服 看花灯

① 2月 14日，平顶山市卫东区繁荣街花灯市场人头攒动,家
长带着孩子挑选花灯，喜迎元宵佳节。⑨6 王蔚琼 摄

② 隋唐洛阳城推出“国风隋唐上元节”活动，身着汉服的游客
登上应天门阙楼，观万盏明灯，赏古都“雪景”。 隋唐洛阳城 供图

①

②②

元宵佳节，花灯锦绣。清
明上河园璀璨灯展带游客重
回北宋上元夜，感受汴京灯会
的魅力。 袁航 摄

③ 2月 14日，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演员们在表演“一眼
千年，一演千年”元宵节古乐舞节目。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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