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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山湖区灯会庙市 带您嗨翻猪年春节

阅读提示 :

���������爱心观山湖，共享中国

年。 2019 年 2 月 8 日（农历

正月初四），在广大市民的期

待中， 贵阳市观山湖区春节

灯会庙市活动即将璀璨启

幕。

经过七年的积淀和发

展， 观山湖区的灯会庙市活

动如今已成为立足全市、辐

射全省的一场春节文化盛

宴，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辐

射力最强、 参与人数最多的

一项大型文化活动。

据了解， 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进入现场施工以来，

各彩灯承制单位在保质保

量、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按照

灯会总指挥部提出的施工进

度要求进行施工， 截止 2019

年 1 月 21 日，现场灯组制作

安全有序，质量可控。 目前，

灯组安装总进度 70%,近 300

名彩灯施工人员正在现场紧

张施工，施工进展有序进行，

预计将于 2019 年 2 月 3 日

整体完工试灯。

今年的灯会以“爱心观

山湖，共享中国年” 为主题，

由中共贵阳市委、 贵阳市人

民政府指导， 中共贵阳市委

宣传部、中共观山湖区委、观

山湖区人民政府、 碧桂园集

团贵州区域、 贵阳西南国际

商贸城主办。 活动共分为亮

灯仪式、主题灯会、贵州大庙

会三个板块， 将从 2019 年 2

月 8日（正月初四）持续到 2

月 19 日（正月十五），为期

12天。 下面将分别就每个版

块的内容和亮点进行介绍。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改革开放 40 周年， 短短几十年

间，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贵州也在令世

界瞩目的关注中飞速向前。 2019 年观山

湖区灯会庙市亮灯仪式将以此为核心

表达，以“时代黔行，筑梦贵州” 为核心

主题，演绎贵州在大扶贫、大生态、大旅

游、大数据等战略驱动下的进步发展。

在舞台维度，将打造一座“光影舞台” ，

融合灯组、山水、表演三位一体。 舞台将

以现代灯光艺术呈现贵州文化底蕴，舞

台形象融合贵州少数民族元素———蜡

染卷草纹，以灯光勾勒出恢弘、大气且

具有贵州文化底蕴的舞台背景，舞台两

侧牌坊以数万颗灯珠镶嵌、数百条灯带

渲染，结合假山步梯功能，使灯、景、表

演融为一体。

在内容维度， 将以一条 “数说中

国” 主线，描绘中国发展，“网红装置”

献礼建国 70 周年。

一是以 70 秒倒计时视频， 回顾 70

年中国辉煌。 倒计时将 1949-2019 年份

与倒数 10 秒计时结合， 作为开场倒计

时，打破传统方式的同时，带领观众回

顾新中国历史。

二是以 7 条红色丝缦道具，诗意呈

现 70 年红色历程。 亮灯仪式中将以 7

条红色丝缦为载体， 承载中国 70 年发

展历程，以“10 年为 1 期” ，呈现每个 10

年的中国变化。 丝缦与演出融合，通过

舞台演员的表演，呈现唯美、大气的舞

台演出。

三是以 70 组数字灯组， 以灯光装

置庆祝祖国 70 周年。 活动特别设计 70

个数字灯， 数字由 1949-2019 年份构

成， 每一组数字中融入当年重大事件，

以高达 2 米的灯箱在舞台前围绕成 U

形，配合亮灯启动，自灯组被点亮，将贯

穿 2019 观山湖灯会庙市始终，以此致敬

和开启美好新时代。

在演出维度， 将以一场 “筑梦贵

州” 演出，致敬时代黔行，首创情境交融

的舞台剧， 演绎时代中国下的贵州表

达。 演出将以“追梦人” 为关键词，以

“光” 为核心表现手段，融合贵州文化

元素，展现“追梦不息” 的时代精神。 其

中的《山湖筑梦》爱心演绎，打造一个

爱心城、爱心人、爱心事的歌舞剧，将观

山湖人的爱心与梦想进行表达，将观山

湖人对城市的爱，对国家的爱具像化。

在活动维度， 将升级亮灯启动装

置，打造一个心形爱心灯，引发爱心共

鸣。 启动嘉宾将心型启动装置点亮———

连接启动装置的 7 条彩灯带点亮———70

个数字灯点亮 （数字灯 10 个为一组点

亮，每一组灯对应连接心型装置的一色

彩灯条）———全场灯组点亮。 以爱心灯

为起点，从舞台左边开始，由 1949-2019

逐次点亮， 塑造灯会庙市就此启幕，灯

会永不落幕的概念。

A、亮灯仪式：

一条“数说中国” 献礼建国 70周年

2019 贵阳市观山湖区西南国际商

贸城春节灯会庙市灯组规划主要通过

“时间线、空间线” 两大线索进行分区

设计。

时间线沿袭新时代精神、建国 70 周

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传统农历新年为

主要元素；空间线以中国、贵州、贵阳、

观山湖为尺度，并根据西南国际商贸城

的地理属性，以“一园五点六区” 为规

划逻辑， 进行整体灯组规划和分区设

计。 以灯为景，灯景融合，以美好生活为

中心，2019 贵阳主题灯会灯组设计融入

声、色、光等技术，结合庙市活动，构建

贵州年乐园。

在灯区划分上， 今年灯会在空间维

度上划分为 6 大主题灯区， 即时代中

国、多彩贵州、大美山湖、招财纳福、春

天故事、漫游时光。

在设计创新上，2019 年主题灯会将

升级灯组创新设计，融合声、光、色等现

代技术，将创意化设计和本土化设计相

结合， 倾力为游客打造一个光影年乐

园。

在灯组数量与体量上， 总计打造灯

组 76 组，主灯组 58 组，12 组氛围小品，

6 条标语，外围道路亮化若干，6 大灯区

的灯组皆以大型灯组为主，造型大气壮

观，给游客以全新视觉体验。

在灯组品质上， 采用整体钢架结

构，丝架立体造型，配以美工艺术进行

处理， 在保障品质感的同时提升艺术

感。

在材质选择上，运用当下最新科技，

选用环保材料，以灯组为窗，向游客展示

科技美， 游客可在科技光影里进行深度

双向互动。 同时，在灯会时间结束后，材

质可以重复利用， 呼应灯会永不落幕概

念。

总体说来，今年的灯会庙市在灯组

规划上进一步升级。 一是布局优化，突

出一条美好生活游园主线； 二是规模扩

大，灯组规格升级，品质升级；三是设计

升级，“网红灯组” 、 设计师灯组有所增

加。

B、主题灯会：

“网红灯组” 升级 打造光影乐园

“贵州大庙会” 作为观山湖区灯会庙

市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6 年打造，已经成

为贵州新年习俗的重要节庆活动。 2019

年贵州大庙会在创造贵州新年俗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通过对贵州文化的挖掘，以

丰富的内容组合和互动体验， 打造贵州

文化的第一体验现场。 它完成了从新年

氛围到新年品类的升级， 灯会庙市正越

来越贵州化。

今年的贵州大庙会在整体规划上以

“一园四街六大主题”来进行规划。 以中

心广场———后幼山山体公园为中轴，通过

“年俗、祈福、黔货、美食、表演、游乐” 串

联；以 6 号广场室外停车场———上城 class

为两翼，以“游乐”辅助，形成整个贵州大

庙会规划布局。其中，南街为黔货市集，北

街为美食天地，西街为童稚星球，东街为

奇趣星球。

在内容上划分上， 主要分为 6 大板

块，年俗、祈福、山货、美食、表演、游乐。

年俗板块， 以灯笼和桃花树营造新

年氛围，以年乐园为核心，通过固定铺位

+ 流动摊贩的年俗商品展列形式和中国

织造局里各类 DIY 互动年俗体验类商品

相结合，通过“中国年乐、贵州年味” 两大

板块内容，以传统中国新年与贵州新年的

交汇， 让广大市民感受浓厚的新年氛围，

唤起市民过年的记忆与过年的情绪体验。

祈福板块，将从活动体验、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三个方面升级祈福活动，以“福

财两欣，把福财带回家“为核心，规划包

括祈福树、撞钟纳吉在内的祈福活动和财

神巡游、打金钱眼构造的祈福氛围两个板

块，增强过年仪式感。

山货板块，以山货新空间、新设计、新

风貌三个维度，规划城市展区、风物市集、

好礼文创三大内容版块， 以新意制心意，

让游客可以全方位了解贵州。

美食版块， 联合贵州品牌美食 + 全

国创意美食 + 各地代表美食， 同步打造

创意就餐区、怪力研究院两大美食体验互

动版块，实现庙会美食品牌与品质的极大

升级，为游客在新年期间带来一场味觉的

饕餮盛宴。

表演板块，以吉祥物组成的新春光影

巡游， 加上艺术 + 舞蹈 + 音乐组成的节

目演出形式， 打造的一场时长超 70 分钟

的山水贵州音乐剧，联合一场属于贵州的

全民元宵晚会， 为用户带来互动观看体

验。

游乐板块，在“漫游庙会” 的概念主

题之下，构建一座“星际漫游”城，唤醒人

心中的童真与探索欲， 并划分为酷玩星

球、童稚星球、奇趣星球三处游乐主题区，

根据不同的星球风格布置场景街区或入

场门头，融入贵州民族体育项目，引发情

感共鸣，为游客带来多维度游乐体验。

本报记者 张鹏 附图

C.贵州大庙会：

吃喝玩乐购 一个都不少

海洋之星

繁华观山湖 美人鱼的歌声

漫游时光

快乐蓝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