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倡议
文明许愿拒放孔明灯

本报讯!记者 窦娜"元宵节临近#

又到了一年赏花灯$燃放孔明灯许愿的

时刻# 近日# 我市不少市民在微博$微

信$ 论坛上发出不燃放孔明灯的倡议#

希望大家为了城市的安全#做一位文明

许愿人#不燃放孔明灯%

昨日# 记者在微信上看到不少有

关禁放孔明灯的倡议 # 市民郑女士

在微信上发出 & '我接力 ( 孔明灯

落到哪里都是灾难 # 你许的愿也许

就会成为别人的灾难 ( 元宵节 # 我

们杜绝燃放孔明灯 ( 请大家转 起

来 () '浪漫的方式有多种 # 并不只

是燃放孔明灯许愿 % 元宵节 # 我承

诺不燃放孔明灯 % 请大家接力 # 做

一位文明许愿人 () 市民李女士在微

信朋友圈倡议%

郑女士和李女士的帖子引起了不

少市民的共鸣#大家纷纷转发#并发表

建议和想法% '燃放孔明灯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确实应该禁止% )网友'一笑奈

何)留言#'升空后的孔明灯极易横飘或

者掉落#引发火灾#而且燃放孔明灯还

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燃完的孔明灯落下

后或挂在树梢$电线上#或落于屋顶及

公园草地$市区道路上#影响城市形象#

还给环卫工人增加了负担% 禁放孔明

灯#我承诺% )

花灯抢手
本报讯!记者 李一"随着元宵节临

近#造型各异的花灯纷纷登场%不管是传

统的纸质灯笼#还是新款的电子灯笼#都

承载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祈求

与祝愿# 为周口这座城市营造了浓浓的

喜庆氛围%

!

月
"

日上午#记者在华耀城看到#

#

区广场上挂满了流光溢彩的元宵花

灯#有芭比娃娃$变形金刚$小乌龟$糖宝

等造型的花灯# 以及传统造型的纯手工

花灯**今年是鸡年# 以生肖鸡为造型

的花灯成了花灯家族的新宠# 制作精致

颜色鲜艳%或半身$或全身$能走动$能发

声的塑料灯笼 #

$%

元至
&'

元不等的售

价也比较亲民#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

今年
(

岁的'小橙子)跟着爸爸来买

灯笼%在这里#小家伙挑中了一款采用绢

纸材质# 由传统手工制作而成的粉色荷

花灯%'我小时候就喜欢这种传统手工制

作的花灯#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能在花

灯市场上买到% ) 小橙子的爸爸感慨地

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无论是塑料材

质的电子灯笼# 还是传统的纸质手工灯

笼#都有固定的消费群体#销量较往年来

说都还算不错%

汤圆俏销
本报讯!记者 李一"随着元宵节临

近#汤圆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近日#记

者走访发现# 各大商场超市随处可见汤

圆的身影#除五仁$豆沙$枣泥$芝麻等传

统馅料外#香橙$草莓$蓝莓等口味的也

颇受欢迎%

连日来 # 记者走访看到 # 在多个

市场 # 自制汤圆吸引着市民的眼球 %

'这几年我一直在这里买汤圆 %) 一位

市民在市区八一路桥北路西的一家汤

圆摊位买了四五斤汤圆 # 她说 # 这家

的汤圆是自己做的 # 味道不错 % 摊主

告诉记者# 她家卖汤圆已经好多年了#

近期来买汤圆的特别多 # 大多是老客

户%

除了自制汤圆# 超市内还有多种品

牌的成品汤圆#也颇受市民欢迎%记者在

中州大道一家大型超市看到# 袋装汤圆

被摆在显眼位置# 各品牌的汤圆都在促

销#吸引不少市民购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五仁$豆

沙$ 枣泥$ 芝麻等传统馅料的汤圆热卖

外#香橙$草莓$蓝莓$哈密瓜等口味的也

颇受欢迎% 此外#虽然原材料上涨#但是

汤圆的价格和去年差不多# 未出现价格

大幅上涨的情况%

生态园
游人如织逛灯会

本报讯!记者 窦娜"灯火璀璨#游

人如织%

!

月
"

日晚#位于川汇区城北

办事处邵寨行政村的颍川生态园里一

派热闹景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五彩缤纷的灯光

点缀着城市的夜景# 市民纷至沓来#空

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他们中既有全

家总动员#也有三五知己和情侣**各

式各样的花灯吸引了游客的眼球#大家

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市民石女士

是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来看灯展的#她

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忙#陪父母$带孩子

出去玩的时间很少# 听说家门口有灯

会#特意带着全家人来转转%当晚#石女

士和家人拍了许多温馨的照片%

龙凤呈祥$金鸡报春$老子出关$女

娲补天**此次灯展共展出
()

余组大

中型花灯# 既有以民风民俗为背景#凸

显文化特色的花灯展区#以欢乐热闹的

动漫卡通形象为主要元素#寓教于乐的

'儿童卡通乐园)花灯展#还有以当地文

化符号为主的彩灯#一组组彩灯美不胜

收#惟妙惟肖#烘托了浓浓的年味#营造

了温馨欢快的气氛%市民张女士是在朋

友圈得知的灯会信息#当天带着孩子专

门从西华赶来看灯展%'真漂亮(这灯展

很有年味#勾起了儿时的记忆% 我也要

发到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看%)张女

士说%

'为了装点本次灯会# 使用了上百

万颗各式灯泡%)主办方介绍#灯会开始

以来#每天接待游客
()))

余人%为了让

游客更加尽兴# 他们还准备了民俗表

演$杂技$摩托车特技$二人转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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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
二百灯谜等你来猜

本报讯
+

记者 李瑞才
,

昨日#记者从

市博物馆了解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丰富广大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市

博物馆根据传统文化习俗#决定在
!

月

$$

日至
$!

日
+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
,

#连

续两天推出趣味有奖猜灯谜活动%

据了解#这是市博物馆举办的第二

届欢乐元宵灯谜有奖竞猜活动%该活动

共准备谜语近
!))

个#包括普通谜语和

文物专题谜语等#难度不一#层次有别%

此外#该活动还准备有
())

份精美礼品

和
&))

本精美文博图书%市民猜对
%

个

普通谜语#可获得精美奖品
$

份#猜对

&

个以上文物专题谜语#可获得精美文

博图书
$

本%

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猜灯谜)

以中国深厚的民俗文化为基调#让观众

在猜灯谜的同时#唤醒人们对正月十五

'初元节)的记忆#恢复古老传统习俗#

感受正月十五的乐趣%市民们不妨趁着

这个年还没过完#来博物馆赴一场文化

味十足的'盛宴)#感受一份中国传统文

化的祝福#共度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元

宵佳节%

太康
严管之下孔明灯难觅踪影

本报讯!记者 窦娜"'以前#每到元

宵节前后# 天上的孔明灯就跟星星似

的#今年管理得好#晚上一个都没有看

见% )在经过多日的观察后#昨日#太康

县志愿者王先生感慨道%

王先生是一名环保志愿者#十分关

注孔明灯的燃放问题% 今年春节过后#

他和往年一样#拿着摄像机开始在人员

聚集处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人销售

或者燃放孔明灯# 随时进行拍摄并举

报% 但是#今年王先生一连转悠了好几

天# 也没有发现有公开售卖孔明灯$燃

放孔明灯的行为% '今年孔明灯燃放管

理得真好#我+巡查,了好几天#竟一起

也没有发现% )王先生笑着说%

据了解#为了增添节日气氛#每逢

元宵夜# 很多人会选择燃放孔明灯祈

福$寄托情意% 殊不知星星点点的灯火

却成了一大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除燃放孔明灯

带来的安全隐患#春节过后#太康县工

商局积极联合公安消防$城管监察等部

门#对县人民广场$公园以及其他群众

聚集场所$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进行

!(

小时不间断巡查# 发现无照从事孔

明灯生产$销售的#依法查扣$没收其工

具$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商品"-发现超

范围从事孔明灯生产$销售的#责令其

立即停止经营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

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截至目前# 我们共联合开展执法

$)

余次# 收缴孔明灯数百个# 从源头

上杜绝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为太康县

平安元宵$ 吉祥元宵$ 热闹元宵创造

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太康县工商

局监管股副股长寇伦战介绍# 通过宣

传$ 检查等措施# 太康县居民的安全

意识不断提高# 燃放孔明灯的现象逐

渐减少%

线索提供 王青俊

西华
城隍出巡再现千年古韵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

月
'

日#

西华县箕子台办事处举办的 '城隍出

巡)大型民间文艺活动吸引了上万市民

沿街观看#再现了城隍出巡$惩恶扬善

这一民间文化古韵%

当日上午 # 虽然天空飘着雪花 #

路面湿滑# 但是仍没有阻挡市民们观

看文艺演出的热情%

!!

支民间演出团

体浩浩荡荡地沿县城主要街道边演出

边行进 # 高亢的锣鼓声伴随着舞狮 $

舞龙 $ 旱船 $ 杂技等民间文艺演出 #

吸引了数万群众沿途观看% 据 .西华

县志/ 记载# 西华城隍庙始建于春秋

战国时期# 后毁于战乱% 明洪武三年#

在原址重建# 当时素有天下城隍数西

华之说 # 后遭天灾水患及人为破坏 #

目前仅存大殿一座% 为弘扬城隍文化#

使这一具有
$)))

多年历史的传统民间

文化再现古韵#

!)$&

年# 众多爱心人

士募捐# 箕子台办事处又多方筹措资

金# 对现存的城隍大殿进行修缮# 重

建了东厢房# 并着力把那里打造成反

邪教宣传基地%

当日的城隍出巡民间文化活动#吸

引了箕子台辖区内
!!

支民间文艺团体

数百名民间艺人参加演出#许昌$南阳

等地的民间文艺团体也派出民间文艺

团体参加演出活动%

元宵节临近!我市各地纷纷举办活动!弘扬民间传统艺术!活跃节日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万家同乐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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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项城市组织开展元宵节民间艺术表演活动$

选花灯

逛灯会

划旱船 敲锣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