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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 , 由陕西省餐饮业商会
主办的陕西餐饮行业 2020 年新春
联谊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各
级餐饮烹饪商协会及餐饮企业代
表近千人参加此次活动。

会上，陕西省餐饮业商会会长
聂磊对 2020年商会的主要工作进行
了部署。并表示新的一年里，商会
将在推动行业有序发展以及加大陕
菜推广宣传等方面做好工作。陕西
省餐饮业商会新增加了 60 余家副
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单位，聘请李
刚为商会顾问、李健为快餐专业委
员会主任、李建斌为连锁餐饮专业
委员会主任。

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郭慧娥在大
会上宣读了省工商联关于陕西省餐饮
业商会成立党支部的批文，并将陕西
省餐饮业商会党支部牌匾授予杨忠良
等商会党支部成员。陕西省商务厅有
关负责人员宣读了《关于认定陕菜品
牌店示范店荣誉企业的通知》，现场为
200多家陕菜品牌店、示范店授牌。大
会还对2019年度陕西餐饮行业优秀企
业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本报记者 唐明军

陕西餐饮行业
举办新春联谊会

陕西召开饮食营养
及团餐产业大会

1月 11日，陕西省饮食营养协会
年会暨陕西省首届团餐产业大会在
西安举行。陕西省饮食及相关产业
近500位代表参加大会。

陕西省饮食营养协会会长王志
民致辞，常务副会长魏生泉作 2019
年工作总结及 2020年工作计划，陕
西省饮食营养协会团餐专业委员
会主任闫少宁作中国团餐产业发
展报告。

大会发布了陕西团餐20强企业，
陕西大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交
大康桥饮食有限公司、陕西聚美丰餐
饮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利辉餐饮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等位列其中。大会上，
陕西省饮食营养协会聘请了 10位资
深顾问、10位高级顾问。

此外，协会及其团餐专业委员会
颁发了陕西餐饮终身成就奖、大匠传
承奖、功勋人物奖、十大优秀餐饮品
牌企业奖、十大优秀小吃品牌企业
奖、教育烹饪突出贡献奖及陕西团餐
十大杰出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企业
家、优秀企业家、十大优秀团膳品牌
企业奖等奖项。

本报记者 唐明军

西安经开区
举行春运启动仪式

1月9日，西安经开区管委会在西
安北客站南广场举行 2020年春运启
动仪式。经开区作为西安市春运工
作主战场，高度重视春运工作，早早
布局，积极行动，要求各相关部门齐
抓共管，形成合力。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西
安北站到发旅客合计高达 928万人，
各部门、各单位将高度重视，时刻保
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形成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春
运保障工作。

在春运启动仪式现场，网约车
公司代表、出租车驾驶员代表、执
法人员代表分别就本行业、本单位
如何做好春运保障工作进行了表
态发言。

本报记者周婷婷代泽均

“拍得太好了！这张照片
我要珍藏！”村民李大妈拿到照
片之后，开心得不得了。原来
这是 1月 9日下午，西咸新区
2020年“贺岁迎新春爱心全家
福”走进沣西新城大王街道的
活动。

本次活动是由西咸新区党
工委宣传部、文广新局主办，沣
西新城党委宣传部、西咸新区
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的新春文
化活动。在新春佳节到来之
际，旨在增强群众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工作人员免费服务，为
辖区百姓尤其是困难家庭送去
一份份美好的祝福。

当天下午，设在大王街办
的拍摄大厅里洋溢着一张张笑

脸，老人、孩子们早早地来到了
拍摄现场，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定格在了镜头前，而且现场拍
照，现场就拿到全家福。每张
照片都承载着幸福家庭美好的
回忆。

拍摄过程中，前来拍照的
李大妈夫妇显得格外激动：“一
直想拍全家福，但是我年纪大
了，也走不动道，听说今天在咱
活动大厅就能免费拍全家福，
我就拉上我老伴过来了。”

据老人说，他们老两口已
经 40多年没拍过合影了。拍
照的时候，老人专门穿上了喜
庆的衣服，围上红围巾，虽然一
开始还有点拘束，但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老人很快进入了

状态，幸福的表情被装进新年
合影，在拿到照片的一刻，老人
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说这
是新年最好的礼物。

随着沣西新城的不断发

展，文化惠民活动精彩纷呈，这
次“文化贺岁”不仅将温暖带到
每一户家庭，还给群众送去了
美满的祝福。

文/图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近日，古城西安的年味越
来越浓，记者先后走进大唐芙
蓉园、秦岭野生动物园以及大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连番探班，
提前感受西安的年味。据悉，
随着2020农历新年的临近，西
安曲江新区将在大唐不夜城步
行街、西安城墙景区、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园形成多点联动、全
域绽放的“中国年·看西安”主
题活动区域，开启两场灯会、4
大演出、60场主题活动、100场
巡游、200项民俗活动。

大唐芙蓉园
新春大潮会超恢弘

1月17日，以“唐在心里·
年在一起”为主题的2020年大
唐芙蓉园新春大潮会将正式拉
开序幕。

1月11日，记者走进大唐
芙蓉园。在大唐芙蓉园西门广
场，设计师黎勇告诉记者：“这
组灯名为‘孔雀迎宾’的灯组主

体是一座长30米高19米的孔
雀，形态为孔雀展开华丽的羽
毛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以

“天街灯市”为主题，结合2019
年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剧中
元素，把宫灯、排灯、落纱灯等
与唐风演出巧妙结合的大型舞
台灯组，还原唐朝时期上元灯
节的盛况，让游客沉浸在盛唐
上元灯会的繁华景象中。

据了解，本届大唐芙蓉园
新春大潮会灯组板块分为盛世
国韵、酷玩唐潮、天街灯市、庚
子新春、梦幻森林、瑶池映月六
大展示区，共包含灯组近 60
组，集结了赏灯、庙会、演出、民
俗及丝路沿线美食等内容，为
期45天，将持续至3月1日。

秦岭野生动物园
新春嘉年华超欢乐

1月25日（正月初一）至2
月 8日（正月十五）期间，西安
秦岭野生动物园将举行第八届

新春嘉年华。
花车嘉年华将是本次嘉年

华最欢乐的活动之一，全新打
造的“群兽贺岁”“异域风情”

“童话王国”三台主题花车及白
虎、黑熊、萌宠、马队、卡通人偶
等8个巡游方阵组成的动物花
车大巡游，将让动物们与游客
亲密互动。

十几种近百只的萌宠鼠类
动物，将在春节期间供游客观
看。工作人员介绍，200余种
6000余头（只）动物将陪市民游
客过新春。春节期间，这里还有
萌狮探春、人偶小丑表演等活
动，卡通积木动物世界也将正式
开放。此外，动物园正月十五还
将举行挂灯笼、猜灯谜、吃元宵
系列活动，另有魔术杂技、水晶
芭蕾、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上元狂欢季超炫酷

五光十色花千树，灯火阑

珊耀千宫。历时47天的2020
大明宫上元狂欢季，通过光影
科技、动态捕捉、VR技术、互动
体验等方式，让前沿科技与盛
唐历史碰撞，为游客带来“超现
实沉浸、多感知互动、跨时空创
想、零距离感受”的狂欢嘉年华。

此次活动由万国来朝、千
宫之宫、苏礼的唐朝梦、龙首原、
灯树庆典、金銮殿斗诗、太液幻
境、福悦盛世八大品牌体验馆
以及宫市、宫廷竞技主题板块
组成，让市民游客在体验盛唐
时期“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
灯会盛景的同时，全方位展示
大明宫遗址区历史、时尚、科技、
潮流相互交融的区域新形象。

此外，还为市民、游客准备
了歌舞、曲艺、儿童剧等文化惠
民演出，来自全国著名的锣鼓、
唢呐和社火演出团队将轮番登
场展演，为西安营造热闹的春
节气氛。

本报记者余明

春节来临之际，西安市文
化和旅游局携西安市各区县和
重点文旅单位走进咸阳，开启
了“中国年·看西安”2020春节
系列文化旅游活动主题路演推
介会。

为发挥西安的历史文化优
势，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在连续

成功举办两届“西安年·最中
国”春节文化旅游活动的基础
上，西安市再次推出以“世界眼
光、国际视野、西安特色、一流
标准”为目标，以“文化年、欢乐
年、美食年”为重点，全新打造
的“中国年·看西安”春节文化
旅游系列活动。

9大主题共享中国年
文化惠民看西安

据悉，本次活动从 2020
年 1 月 31 日—2020 年 2 月 9
日，将围绕“年味年韵中国年
文化传承看西安”“丝路畅想
中国年 世界欢聚看西安”“文
化荟萃中国年 华夏同庆看西
安”“潮流汇聚中国年 魅力时
尚看西安”“精彩纷呈中国年
全民欢庆看西安”“古都闪耀
中国年 盛世风华看西安”“炫
彩视听中国年 匠心独具看西
安”“与时俱进中国年 创意无
限看西安”“文化共享中国年
欢乐惠民看西安”9大主题，
推出新春庙会、文艺汇演、非
遗展演、炫彩灯展等 46项重
点活动和 255项群众文化活
动，全方位展示西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崭新的城市形象，彰
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
穷魅力，打造时尚璀璨的春节

文旅嘉年华。

10余家文旅单位路演
积极参与增添新年味

活动现场，除了西安旅游
推介代表对“中国年·看西安”
2020春节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主题路演推介活动进行全面推
介外，大唐芙蓉园、西咸新区茯
茶镇景区、白鹿仓景区、关中民
俗艺术博物院、乐华城国际欢
乐度假区、西安秦岭野生动物
园、白鹿原影视城等十余家文
旅单位对各自春节文化旅游产
品进行了推介。

此外，还有西安特色歌舞
表演、景区赠送礼品、有奖问答
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和积极参与。活动现场还设
置了“中国年·看西安”活动展
板，展示西安春节期间的系列
文化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
假期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王远晴本报记者马秀红

贺岁迎新春爱心全家福

西咸新区免费为群众拍新年全家福

春节来曲江共享中国年

彰显文化魅力打造时尚嘉年华
中国年·看西安2020春节文旅活动推介会走进咸阳

拿到全家福的群众喜笑颜开

推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