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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莹波

春节黄金周期间，我市各大公园围绕猪
年赏春主题举办了丰富精彩的活动，受到市
民、游客热捧。据市园林局统计， 2 月 4
日至 10 日，该局局属訾洲、西山、南溪
山、园林植物园、穿山、虞山等六大公园累
计接待市民、游客达 39 万人次。

訾洲公园：郁金香花海惹人醉

目前， 2019 桂林新春郁金香花展正在
訾洲公园火热举行。本次花展以“五彩斑斓

花样訾洲”为主题，共展出 47 个品种共
12 万盆郁金香，以及 7 万株其他花卉。

春节期间，记者在花展现场看到，公园已
变成一片郁金香的海洋，红色、黄色、紫色、白
色、粉色、混色……处处是五彩缤纷的花海，
让人目不暇接。花丛中还设置有风车木屐、米
菲兔滑梯、福猪迎春，以及小猪佩奇、猪猪侠、
猪八戒等卡通造型，寓意祝（猪）你新年快乐、
祝（猪）福一家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郁金
香摆花以“漓江神韵、人流花淌”的山水曲线
美进行布置，并因地制宜地结合场地和游人
赏花习惯，强调色彩搭配，突出大色块，展现
郁金香色彩斑斓，群体之美。

今年的配花也比往年更丰富，包括三色
堇、瓜叶菊等品种，总数约 7 万株，其中
诗画广场还用郁金香和各种配花组成了“花
田喜地”造型，颇为壮观，让人眼前一亮。

节日期间，公园在花展现场举办了“小
猪快跑”游园、郁金香科普展、“爱的呐
喊”、“迎春送福”等多项活动。据统计，
从 4 日至 10 日，郁金香花展共吸引了 21 .8
万人次游园，訾洲公园也成为节日期间市区
最热闹的公园。

西山公园：“挑大财，行大

运”为市民送财运

2 月 5 日上午，西山公园一年一度的
“挑大柴，行大运”活动和趣味游园活动
在公园大草坪上举行。在活动中，市民只
要挑一担柴火围着草地跑一圈，就可获得
一小捆“柴火”纪念品，柴与“财”谐
音，挑大柴寓意新年发大财。记者在现场
看到，挑大柴的市民排成长队，男女老少
齐上阵，争相为自己添财气。据了解，这
些“柴火”是公园在平时园容修剪时积攒
下来的树枝，通过开展活动，既妥善处理
了枝条，又在节日里给市民、游客增加了
乐趣。

此外，该公园还组织了谜语竞猜、滚

铁环、钓“鱼”等游园活动，各种寓意美
好的年俗游园活动为市民带来新一年的美
好祝福。

南溪山公园：迎春赏花音

乐会掀起欢乐风暴

南溪山公园是我市知名的赏樱胜地，
目前，公园里种植的钟樱陆续绽放。为了
丰富市民、游客赏花内容和节庆文化生
活， 2 月 7 日上午，南溪山公园在前园
草坪上举办了迎春赏花音乐会。本次音乐
会共设有 3 个舞台，每个舞台均用鲜花

装扮得十分华美，并邀请了相关乐团轮流
表演合唱、架子鼓、小提琴等节目。

在活动中，公园特意在现场摆放了
70 多盆茶花，举行了插花教学表演，让
市民、游客感受插花艺术的魅力。同时，
公园工作人员还穿着小猪佩奇的服饰在现
场游走，向大家发放礼品，并与孩子们合
影，大大增加了节日喜庆氛围。

此外，虞山公园、穿山公园、园林植
物园等也根据各公园实际情况，举行了赏
春游园和新春祈福活动，受到了市民、游
客的欢迎。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戴端辉）春节是喜庆团圆的佳
节，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拥有一个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市城
管支队执法人员在春节期间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努力保障良
好市容环境，展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洁齐美形象。

春节前夕，市城管支队根据市政府和市城管委关于做好春
节期间市容综合保障的部署和要求，明确责任标准，要求支队
各直属大队与主城区“六区一县”（象山、秀峰、叠彩、七
星、雁山、临桂和灵川）开展春节前市容“五乱”综合整治，
坚决取缔乱摆卖、乱停放、乱堆放、乱扔乱丢和乱张贴“五
乱”现象，高标准提升市容市貌，为春节期间保持良好市容打
下坚实基础。

春节期间，市城管支队合理调配人员，科学布控节日市容
管控执勤点，确保有足够的执勤力量应对节日市容管理工作中
的突发事件，重点对各责任城区之间的交接处进行管控，及时
牵头相邻责任城区开展联合集中执法，消除违章者认为“三不
管”的真空区。与此同时，市城管支队还采取市、区两级城管
部门联动管控，集中力量有效处置城市主干道、繁华商业街
区、重要旅游通道与景点景区的市容管控疑难问题，实现节日
市容管理全方位全天候的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市城管支队还
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环境管理的通
告精神，加强对主城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焚烧的管
控，坚持以宣传劝导为主，及时制止非法燃放与焚烧行为，保
障春节期间良好的空气环境质量。

□本报记者 刘倩

2018 年以来，平乐县以广播电视台为主
体，以融入广西云和自主研发技术为支撑，将
广播电视台、县报《桂江风》、县新媒体中心、
县政府网站等县域公共媒体资源整合，在全
市率先建设“平乐县融媒体中心”，打造了“中
央厨房”，形成了“整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
生成、全媒体传播”的融媒工作模式，释放出
融媒传播的巨大活力，成为全区“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典范，开创全县新时代宣传思想
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平乐县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一级目
录共设九个板块：广播电视台、《桂江风》
电子报、《平乐发布》公众号、平乐抖音、

广西云平乐手机台、政府网站、舆情监控、
自媒体监测、户外传媒。同时将县内各乡镇
及部门微信公众号建立矩阵纳入二级目录，
其一级目录可通过平台进行监管；将县内宾
馆网络电视、户外 LED 屏、村村响大喇
叭、网民信箱、民意直通车等宣传媒介纳入
管理终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态势占领宣传
阵地制高点。

为了使融媒体中心更好运行，平乐县融
媒体中心将广播电视台、《桂江风》报、县
新媒体中心、县政府网站等单位人员和职能
重新调配，设立办公室、总编室、新闻中
心、舆情监控中心、运营中心 5 大部门，
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整合新闻
资源，按照“一次采访、分类制作、定向推
动、多平台分发”的原则，形成“策、采、

编、发”全流程生产，新闻资源从一次采
编，单向发布，拓展为一次采访，多媒体利
用和多向发布，实现报纸有图文、广播电视
有音视频、手机有微信公众号及手机台、官
方抖音、政府网站、网络直播等 10 余种新
闻产品，形成强大的宣传集群。

平乐县融媒体中心建立后，展现出“更
广、更快、更全、更顺”四大成效。目前，
平乐县融媒体中心已经完成了与广西云和广
电云完成县区融媒体升级融合，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在
去年 12 月举办的“平乐十八酿美食节”期
间，全国各地 60 多家主流媒体聚集平乐，
平乐融媒体中心启动电视、报刊、广播、微
信公众号、抖音、手机直播、电子报刊、外
宣朋友圈等新老媒体，实施了多媒体、集群

式作战，以多、快、稳、准、全的优势，
一举成为媒体“通稿中心”、网友“点击
中心”，权威地影响了整个节会热点关注
和舆情走向。节会期间，所有媒体刊登、
播发相关新闻 400 余篇，阅读量达 500 多
万次，仅《平乐发布》平台点击直播观看的
人数就超过 5 万人次。参加的外媒 100 多
名记者、自媒体从业人员和摄影师，口径统
一规范，没有任何负面报道，形成了正渠
道声音压倒性传播的良好态势。

平乐县融媒体中心打造出全县新型主
流媒体的“一朵云”，牢牢掌握了新时代
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话语
权和主导权，更好地履行新时代宣传思想
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光荣使命。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怡慧)近日，象山区旅
游、工商、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对辖区景点、旅游消费场所开
展节前检查。检查组抽选了 11 家旅游消费场所进行检查，着
重对其中 5 家被市旅发委通报过的企业进行全方位检查。目
前，其中 3 家已整改合格。

象山区是我市城徽象鼻山所在之地，景区景点、人文古迹
分布密集。为全力保障春节期间辖区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象山
区在农历春节到来之际，对侗情水庄景区、万福广场、瓦窑小
镇等景点和人流密集的商圈开展了旅游安全、旅游市场秩序实
地检查。尤其对前期摸底排查时发现部分企业经营不规范、消
防安全隐患等问题开展针对性检查。对一些不达标的商家企
业，要求限期整改。同时，检查组还督促旅游企业加强内部管
理，诚信经营、规范经营，让游客过一个祥和平安的大年。

春节黄金周市区公园掀起猪年欢乐风暴
六大公园累计迎客 39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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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传统节日的民俗魅力，丰富游客游览内
容，春节期间，芦笛景区举办了龙船调、桂林渔鼓表演，
以及国宾导游礼仪展示和唱山歌等多项活动，并针对游客
举办了抽奖活动等。图为工作人员在表演桂林渔鼓。

记者徐莹波 摄

芦笛景区举行

春节系列活动

▲日前，市渔政执法部门对我市水产批发市场、菜
市、花鸟市场进行集中检查。据介绍，此次行动采取检查
与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检查其是否办理“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经营利用许可证”，是否存在过期未年审，超范
围、超数量经营等情况；另一方面，对新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宣传。这次
执法检查行动未发现违规经营的情况。图为执法人员在水
产批发市场开展检查。

记者苏展 摄

日前，恭城
瑶族自治县劳动人
事部门举行 2019
年“春风行动”暨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现场招聘会，来
自深圳、广州以及
本地的 60 多家企
业，吸引当地群众
前来应聘。据了
解，当天 2000 多
农民签订了就业意
向协议。

通讯员周品秋
盘东荣 摄

为激励广大干
部新时代担当作为，
永福县重点抓好选调
生的培养、管理、使用
工作，通过创新实施
“一线课堂”培训计
划，将选调生培养的
“主战场”搬到了项目
一线、工业一线，更好
促进选调生增长才
干。图为近日，该县选
调生深入桂林经济技
术开发区(苏桥园区)
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参观药品生产车间。

通讯员崔志宏 摄

▲西山公园举办了“挑大财，行大运”活动。 通讯员李腾钊 摄

荔浦新春佳节文化惠民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周俊远）“国

家一级演员，国家级传承人何红玉、陈秀芬、
李伟群、覃明德登台滨江公园‘曲苑之春’大
舞台，不可错过的文化大餐即将上演……”连
日来，一条《荔浦市滨江公园大舞台上演“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2019 年‘曲苑之
春’”文化惠民专场文艺晚会》微信在荔浦居
民朋友圈里迅速转发，获得大量点赞。作为荔
浦新春文化惠民活动之一，“曲苑之春”文化

惠民专场文艺演出拉开了荔浦春节文化活动
的序幕。记者从荔浦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春节
期间，荔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
为市民打造出浓厚文化氛围的传统春节。

荔浦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营造浓厚的春节氛围，荔浦提前准备，早早就
在荔江河上布上绚烂的花灯。如今，每当夜幕
降临，漫步荔江河边，人们都可以欣赏到荔江
河上美轮美奂的夜景，展现荔浦祥和节日气

氛的《荔浦景致好风光》《荔浦美芋头》《曲艺
之乡》《工业之城》《你好!荔浦市》和《机器总
动员》等 6 组艺术灯船格外醒目，与滨江两
岸的实景园林和灯光交相辉映，璀璨的灯光
美景衬托出荔浦节日新气象。除了点亮河灯
船外，市区也装扮一新，道路两旁挂起了红灯
笼和中国结，宣传海报、庆祝标语、鲜花等更
是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据悉，春节期间，荔浦加大资金投入，

组织发动各乡镇、村屯及民间文艺社团积
极参与，充分发挥农村文艺骨干、文化能
人的积极性，带领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艺活动，让春节年味更浓。自农历小年
来，荔浦市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各
类精彩纷呈的文艺活动遍地开花，观演
出、品戏曲、看比赛……一项项健康文明
的庆祝方式和春节文化活动彰显独特魅
力，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和新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