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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康振华）2 月 5
日，记者从珠海海泉湾度假区春
节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节
期间海泉湾将举行 2018“泉民欢
泡赏非遗 合家欢聚海泉湾”新春
活动，为宾客提供更多休闲度假
的选择。

海泉湾是真温泉，拥有世界
罕见的海洋温泉资源。海洋温泉
毗邻大海，由室内、室外、园林三
大区域组成，汇聚了全球各种风
格的 108余种温泉池，曾被盛赞为

“南海第一泉”。2017 年年底，珠
海海泉湾对海洋温泉进行了全面
的升级，以海洋、温泉、健康、娱
乐、世界温泉文化体验为设计理
念，全新打造了中心温泉区、世界
温泉康养区、南洋风情汤屋区等。

春节期间，海泉湾度假区将
温泉度假与非遗文化、家庭亲子
游做了更紧密的连接，以“共赏非
遗”“泡真温泉”“欢度佳节”“海泉
湾首届原创春联书法大赛”“海泉
湾新春美食节”“演艺嘉年华”“欢
喜闹元宵”等为主题，将举行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宾客在
享受真温泉的同时，不仅可以欣
赏到火龙钢花、天塔狮舞等非遗绝
技，新春宫灯展、烟花汇演、元宵花
灯等新春庆贺活动，还能亲自参与

创意春联大赛，品尝到丰富的环球
美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欢
乐的狂欢演艺活动，唯美梦幻的大
型晚会《浪漫珠海》、全园区流动的

滑稽小丑表演、热闹的新春大巡游
与新春狂欢夜，让宾客在海泉湾也
能充分感受到喜庆的新春气息。
此外，大年初一至初五期间，宾客

在渔人码头时还有机会偶遇财神
派送新春利是糖果。据了解，该系
列新春活动将于2月15日启动，持
续到3月2日元宵节。

海泉湾春节活动丰富多彩

泡温泉 赏非遗 度佳节

春节期间，海泉湾将温泉度假与非遗文化、家庭亲子游做了更紧密的连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2 月 12
日，“台湾大青枣展销节”在台创
园内正式开幕，本次展销节由珠
海永呈园艺有限公司主办，活动将
持续到 3月 8日。据主办方介绍，
目前已接到 4万多名游客的预定，
预计整个展销节将迎来 10万人次
的观光客。而 60 岁以上老人和
1.2米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参观。

据了解，作为台创园内的最大
种植企业，珠海永呈园艺有限公司
拥有 1300 多亩的种植面积，种植
了台湾大青枣、杨桃、草莓、芭乐等
多个品种的水果。草莓今年采用
了立体栽培技术，以无土营养基质
种植，再配套滴灌、微喷、通风，适
当的时候还要加温和补光。有机
种植的草莓产量更高，品质好。据
了解，仅台湾大青枣，该公司今年

春节期间的产量预计有 10 万斤，
可以满足众多游客的需求。

据永呈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
夏国建介绍，为了搞好这次展销
节，营造祥和欢乐节日气氛，打造
新春乡村旅游嘉年华，为市民、游
客增添出游的好去处。该公司投
入 200 多万元改造基础设施，增
设 了 有 近 300 个 停 车 位 的 停 车
场，不仅引进了 10 多个台湾小吃
摊档和 10 多个蒙古包入园经营，
还增加了骑马射箭等民族特色游
乐项目，游客们不仅可以品尝各
色台湾小吃，还能品尝到烤全羊
和自助烧烤等美食。为了方便游
客入园，该公司还准备了 7 辆电
瓶车接送游客。

记者在现场看见，除了各色
应季时令水果之外，台创园内的

永呈公司种植了成片的格桑花、
油菜花等，目前长势良好，次第绽
放。据介绍，对于参加台湾大青
枣展销节的团体客，主办方还将
提供八折优惠。

近年来，平沙镇加快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创建，推动休
闲农业加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品牌
农业种植合作社和水产养殖基地，
在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给
市民休闲旅游提供了好去处。据
了解，春节期间，镇内多家种养殖
企业、果园等将组织开展包括传统
民俗文化、果蔬采摘农耕体验以及
特色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

位于台创园的横琴兰海芊卉
农业有限公司培育了多种兰花供
应新春花市，品种超过 30 种。经
典品种有“大辣椒”、满天红”以及

新品“藏宝图”、“法国斑”等。各
色兰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煞是
好看。

而台创园内的宝城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春节期间则主推甜橙，
可供游客前往采摘。此外，还有
少量散养走地鸡、农家自产腊味
等供游客购买。

而广良珠海农场在市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技术人员指导下，致
力打造高科技专业种植基地。园
内种植的辣椒、朝天椒、南瓜、茄
子等以及各色叶菜，应有尽有。
时花类，应节的凤仙、海棠洋溢着
喜气，金钻、绿钻、橡皮树等盆栽
也十分可人。

据记者了解，平沙镇内其它果
园春节期间也将推出各种采摘活
动，给市民提供多样的休闲选择。

春节乡村游采摘活动多
永呈园艺举办“台湾大青枣展销节”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
展现平沙镇热烈、喜庆、祥和
的节日气氛，让街坊过个欢
乐充实的新年，春节期间，平
沙镇将举办一大波迎新春活
动，不但活动节目丰富，还有
许多礼品。各项活动具体举
行时间和安排如下：

●平沙镇2018年迎新
春书画展

时间：2月 16-22日
地点：平沙镇图书馆

●平沙镇2018年迎新
春摄影展

时间：直至 3月初
地点：平沙镇美平广场

●平沙镇2018年元宵
游园活动

时间：2月 28日
地点：平沙镇美平广场

（以上活动由平沙镇文
化活动中心举办。）

●前锋社区2018新春
游园主题活动

时 间 ：2 月 16 日（年 初
一）上午 9点

地点：前锋社区大院

●前进社区“新年新气
象 祥和文明庆新春”迎新春
游园活动

时 间 ：2 月 16 日 上 午 9
点

地点：前进社区居委会

●前西社区“欢乐迎新
春”春节游园活动

时间：2月 16日上午 9:30
地点：前西文体广场

●南新社区迎新春游园
活动

时间：2月 16日上午 9点
地点：南新社区篮球场

●大虎社区迎新春游园
活动

时间：2月 16日上午 9:30
地点：大虎社区文体公园

●大海环社区“瑞狗迎
春”游园活动

时间：2月 16日上午 9:30
地点：大海环社区文体

广场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2 月 3
日上午，由高栏港区社会保障和
公共事业局主办，平沙镇太极拳
协会、平沙镇文化中心和南水镇
文化中心协办的“高栏港经济区
太极拳汇演活动”在平沙镇美平
文体广场举行。全区 16 个教学
点近 380 名太极拳习练者参加汇
演。

活动当天，参演者分别以“太
极图方阵”、“梅花形方阵”、“矩形
图方阵”等别开生面的创新展演
形式表演了 18 式、24 式、42 式和
56 式太极拳，还有中华响扇、柔
力球、42 式武当太极剑等节目，
队员中年龄最大的 87 岁，最小的

12 岁，他们精神饱满，以刚柔并
济的一招一式给观众送上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太极表演。

此次太极拳汇演活动，旨在
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港区

“太极拳进基层、进校园”活动的
发展成果，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的深度融合。

据悉，2017 年，高栏港区社
会保障和公共事业局和两镇文化
服务中心组织平沙镇太极拳协会
各位资深老师深入基层，培养了
近 1500 名太极拳习练者，并在我
市举办的全国“武英杯”大赛中取
得优秀成绩。

高栏港区太极拳汇演在平沙举行

近380人参加

全区16个教学点近380名太极拳习练者参加汇演。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张金联 摄

春节期间平沙镇

将举行一系列活动

节目丰富
礼品多多

春节期间，平沙镇将举
办一大波迎新春活动，不但
活动节目丰富，还将有许多
礼品等着你。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
员 林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