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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要有牛精神！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最令市民们感到兴
奋的是哪一个？——当然是萌萌
的可爱小牛啦！

新春佳节之际，市文化馆举办
多场有关牛元素的活动，牛文艺、
牛物件、牛形象、牛故事组成滨州
的牛文化，吸引众多孩子参与其
中，迎接牛年的到来，为富强滨州
增添牛牛的精气神！

“绒绣牛”寓教于乐让
孩子们学会非遗传承

指尖上的智慧、童心里的好

梦，传承千年文化的“小牛”非遗最
受宠——近日，在市文化馆欢乐迎
春文化荟现场，在非遗项目传承人
牛国秀指导下，十几个孩子小手飞
舞、小心思飞扬，制作除了一个个
灵动欢快、萌气十足的绒绣“小
牛”，让现场观看的市民感到惊艳。

现场，在名为“非遗传习坊”牛
转乾坤绒绣体验活动中，牛国秀一
边教，一边演示。孩子们则认真聆
听，手拿着针线和布反复尝试。随
着手指翻动，孩子们先绘制出小牛
形状，再用黑线穿针，沿图案绘制，
之后生动的小牛轮廓便形成了。
紧接着，牛国秀从手机中找出小牛

的彩色图案，教孩子们用彩线为小
牛绣上眼睛、耳朵，然后用中性笔
勾勒一番。就这样，从黑白到色
彩，从线条到故事，一幅幅栩栩如
生的小牛绒绣就完成了。

牛国秀介绍，绒绣俗称“剟花
绣”，是我市一项传统技艺，也是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其特点，是多采用套
针针法来表现图案色彩，以变化细
微为特色，作品品位高雅、浑厚庄
重，风格典雅大方，是不可多得的
厅堂装饰、艺术收藏珍品。

牛国秀是绒绣技艺的第五代
传人，从事绒绣已有40多年，先后

获得过“绒绣技术”和“绣花针工
艺”两项国家专利。

栩栩如生“剪纸牛”为
牛年春节报喜

一把剪刀，一张纸，一幅吉祥，
一番祝福——近日，在市文化馆的
剪纸体验现场，十几个孩子在老师
的指导下，小剪刀飞舞，剪出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纸牛”。

找好位置，手中的剪刀轻轻转
动几下，“咔嚓咔嚓”几声过后，一
只小牛便成型了。再将红纸展开，
四只小牛不用扬鞭自奋蹄，活泼地

呈现在人们眼前，令周围观众感到
惊喜。

指导教师蔺飞飞介绍，剪纸又
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是中华
民族传承千年的优秀民间艺术。
目前，滨州民间剪纸已申报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据悉，非遗传承人蔺飞飞自幼
跟随奶奶——滨州传统剪纸的代
表性人物杜秀贞长大，在奶奶的艺
术熏陶下，蔺飞飞喜欢上了剪纸艺
术。经过不断努力，蔺飞飞在剪纸艺
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并创作出了
一些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在各级展
会上屡屡获奖。毕业后，蔺飞飞接过
奶奶手中的“剪刀”，开始传授孩子们
剪纸技艺。

滨州绝活“虎斗牛”为
牛年注入拼搏精神

除了绒绣和剪纸，充满牛元素
的非遗项目，还有沾化区的“虎斗
牛”。

“虎斗牛”发祥于利国乡来刘
村，由创始人李学元、陈兴武根据
牛、虎和猴子的形体动作创编。它
是一种娱乐群众、强身健体、增强
合作性与协调性的集体舞蹈，具有
浓厚的北方地方文化特色，流行于
沾化古城、利国，邹平的黛溪、黄
山、韩店、九户等镇街。“虎斗牛”是
一种传统舞蹈项目，历史悠久，清
朝光绪年间就有正月十五张灯闹
虎斗牛的记载。著名学者王庆云
（清拔贡）曾撰写过关于邹平城关
的民间舞蹈项目——三义村“虎斗
牛”的文章。目前，该项目被认定
为省级非遗项目。

“虎斗牛”起源于明代的一个
传说，说的是一只老虎和一只猴子
居住在同一座山上，一天，老虎和
猴子争斗起来，老虎吃掉了猴子。
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孩正在山上放
牛，老虎发现了小孩，要吃掉小孩，
小孩非常机智，引导自己的牛与老
虎争斗起来。最终，小孩和牛斗败
了老虎，取得了胜利。后来人们根
据这个传说，编排出了“虎斗牛”

戏，深受群众喜爱。
20个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绝活

传入了利国乡，起初在来刘村演
出。1985年，在原利国乡文化站站
长王忠昌的引导下，“虎斗牛”传到
利国四村。由当时正在利国小学
任教的张顺义组织演出。1996年，
张顺义当选为利四村党支部书记
后，和村班子成员张树华、张学庄，
村民闫如胜一起继续进行“虎斗
牛”表演。1985年至 2002年间，

“虎斗牛”每年下村表演不少于50
场。2003年，由乡政府出资3000
元、村委会出资1500元，为演员们
统一配齐配全了所有演出设备，同
时选了一批具有演出资质的年轻
演员充实到队伍中，队伍最大时达
到200多人。

蒲湖铁牛雕塑彰显着
滨州人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

很多人都知道，市城区蒲湖岸
边伫立着一尊铁牛。据传，这尊铁
牛建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30
余年的历史。无论刮风下雨，这尊
铁牛都默默注视着蒲湖，见证了蒲
湖的沧桑变化，也见证了滨州的巨
变。

春节期间，记者驱车来到蒲湖
边，走到铁牛的位置时，发现铁牛
身边已经围了不少游客。合影之
余，铁牛勾起了不少游客的童年回
忆。“我是1986年出生的，自我出
生这尊铁牛就在这里，我家在大坝
底下的六街，小时候经常到这里
玩。”一位女士说，“很小的时候，我
就在这里和这尊牛为伴，一开始个
子矮只能摸到牛环，后来长高后，
能直接骑到牛背上了。”

记者仔细打量着这尊牛，整座
牛雕塑呈黑色，经过30多年的风
雨，有些地方有些生锈，但整体依
然气势磅礴。牛头向前，目视远
方，牛蹄向后蹬，呈现出锐意进取
的精神状态。这尊牛，象征着滨州
人民不断开拓创新、向前奔跑的决
心和毅力，是建设“富强滨州”中的
滨州人的缩影。

多彩滨州多彩滨州““牛牛””故事为牛年春节增添文化味故事为牛年春节增添文化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实习生 韩学玮

铁牛雕塑。

精彩“虎斗牛”表演。 ““剪纸牛剪纸牛””栩栩如生栩栩如生。。

孩子们制作孩子们制作““绒绣绒绣牛牛””。。

2021年春节，是我国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迎来的首个长假。在

“就地过年”倡议下，滨州市文化和
旅游市场秩序井然，各景区、公共文
化场馆节日气氛喜庆祥和。2021
年春节假期，我市共开放36家A级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219.66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25亿元。全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无
疫情发生，无重大旅游投诉和旅游
安全事故。

短途游、自驾游、购物
游成主流

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群众较
多。春节期间，人们外出大多以短
途休闲购物游为主，通过家庭组合、
朋友组合的方式自驾出行成为多数
游客出游过节的重要方式。二日游
线路略有回升，人们一改过去以参
观游览为主的游览方式，逐渐向参
与活动、民俗体验、康体慢生活为主
的游览方式转变。

春节期间，惠民县各景区纷纷
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如魏集古村落
的抛绣球、皮影戏表演；武定府衙大
堂的审案表演、紫藤花长廊；武圣园
的民俗嘉年华、美食一条街等，受到
游客欢迎。此外，更多游客热衷在
一地停留较长时间，期望获得贴近
当地生活的实际体验。

线上线下活动异彩纷呈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
馆和旅游景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基础上，推出了形式多样、积极
向上的线上线下活动。滨州市直三
馆开展了“欢乐滨州迎春文化荟”“悦
滨图”“新春博博荟”等系列文化活
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古城古镇民
俗体验游、孙武古城旅游区梅园网红
打卡地、汉服巡游、民俗嘉年华等项
目颇受欢迎。冰雪项目受欢迎程度
极高，鑫诚田园生态旅游区室外滑
雪、邹平市蝶恋谷冰雪节、禾和湿地
公园嬉雪乐园等吸引众多游客体验。

线上活动精彩不断，滨城区特

别制作了“精彩文旅 云上新年 年味
儿系列短视频展播”活动，陆续展播
了滨州民间剪纸、彩陶制作技艺、中
医传统养生、我们的节日·春分、好
书分享等节目；杜受田故居推出

“云”研学直播课，线上直播推广杜
氏家族文化；沾化区图书馆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文学鉴赏、
艺术欣赏等线上课堂讲座；邹平市
推出“福牛迎春贺新年”全民文化、
历史、百科竞赛答题活动，启动“网
上书场”·评书连播《回龙传》，每日
连播，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
精彩文化生活。

旅游消费呈现多样
性、本土化

今年春节期间，我市文旅消费
主要集中在当地土特产、旅游特色
商品、贺年宴特色餐饮等方面，各景
区购物点供应充足。为减少人员流
动，星级饭店纷纷推出年货礼盒、特
色菜品、精品酒水等春节精选套餐

式服务，让市民足不出户选年货，营
造出浓厚节日气氛。

加强督导检查，文化
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强化值班值守工作。春节期
间，全市文旅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
领导带班与值班制度。为层层织密
防护网，杜绝安全隐患发生，及时妥
善处置突发状况，市文化和旅游局
加强24小时值班在岗制度，2月13
日起实行“值班+听班”值班办法，
即本日值班人员到岗、次日值班人
员在家听班，一人在岗、一人替补，
两名值班人员需随时互通有无、有
效衔接，出现突发状况保证随时到
岗补位，确保值班电话24小时有人
接听、值班室24小时有人在岗。及
时发布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等信
息，认真应接游客咨询，有效保障市
场平稳运行，保障“第一时间”做好
舆情处置。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继续按照

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强化工
作部署，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抽查，指
导各A级景区及公共文化场馆严
格落实省文旅厅及市委、市政府关
于假日期间疫情防控的工作精神和
任务要求，分类完善应急预案，执行
预约措施、强化引导配戴口罩，及时
疏导、实时监测，有效落实游客追溯
措施。通过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
众号、微博、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发布
安全提示，重点提醒注意个人防护、
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确保疫情防控
万无一失。

增强假日市场巡察。按照春节
假期值班要求，我市共出动文化市
场执法人员1500人次，检查经营单
位500家次，其中互联网上网营业
性场所275家，旅行社51家，景区
47家，娱乐场所127家。其间，全
市经营业户总体秩序良好，规范经
营；对于个别人员防护意识不强的，
及时进行了教育并督促落实防疫措
施；全市无投诉举报受理情况。

今年春节假期我今年春节假期我市累计接待游客市累计接待游客219219..6666万人次万人次
共开放36家A级景区，实现旅游收入1.25亿元；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无疫情发生，无重大旅游投诉和旅游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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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滑梯滑出新年欢笑。

魏集古村落“新春嘉年华”迎来开门红。

滨城区推出线上“精彩文旅 云上新年”系列短视频展播活动。

市博物馆带你制作生肖牛挂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