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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2012江蘇秦淮燈會
時間：1月19日-29日
地點：夫子廟秦淮風光帶
活動：蘇台燈綵展示及年俗文化活動
第三屆高淳年貨文化慢食旅遊節
時間：2月6日前
地點：老街、水產市場、各景區
活動：年俗體驗、鄉土美食、休閑觀光
建鄴新春旅遊月
時間：2月29日前
地點：奧體中心、雲錦博物館、莫愁湖等
活動：健身迎青奧、民俗時尚賀新年、活力建鄴活動
下關天妃宮除夕祈福撞鐘活動
時間：1月22日
民俗博物館（甘家大院）春節活動
活動：民間工藝品展、南京白局演出
朝天宮市博物館館藏精品文物展
時間：1月23日-28日
中山陵園景區春節展覽活動
活動：名人與靈谷景區、明孝陵今昔、辛亥百年風

雲和明朝開國功臣繡像畫等展
玄武湖 「平安守歲、幸福喊年」 迎新春系列活動
時間：1月22日至1月29日
紅山動物園 「龍行天下」 2012龍年生肖文化節
時間：2月24日至28日
莫愁湖公園春節遊園會系列活動
時間：1月23-30日
古林公園迎新春梅花盆景展
時間：1月20日-2月28日
棲霞寺新年撞鐘活動
時間：1月22日夜
蘇州春節燒頭香民俗活動
地點：全市佛道教場所
山塘街春節民俗活動、正月初五接財神
時間：春節期間
拙政園迎春精品花果盆景展
時間：春節期間
活動：觀果類植物、蘇派劈梅、梅花水仙盆景
獅子林迎春梅花展
時間：春節期間
網師園迎春古箏傳統節目表演
時間：春節期間
滄浪亭迎春昆曲大聯唱
時間：春節期間
常熟聚沙園公園春節文藝聯歡、元宵燈謎會
時間：1月23日、2月6日晚間
虎丘春節年會
時間：1月23-30日
活動：展現吳地民俗、虎丘文化，祈福祈壽
吳江同里古鎮新春民間藝術匯演和鬧元宵活動
時間：春節期間
沙家浜風景區 「年味‧沙家浜」 活動
時間：1月底-2月初
常熟方塔園元宵燈會
時間：2月6日
第十一屆古胥門元宵燈會
時間：2月6日

無錫
靈山勝境迎新吉祥撞鐘活動
時間：1月22日晚
黿頭渚春節活動
時間：1月22日-3月30日
活動：廣福寺新春撞鐘法會、蘭文化展示

錫惠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31日前
活動：惠山寺撞鐘祈福，奇石盆景根雕展，寄暢園

五十景畫展、趣味活動嘉年華等
梅園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起
活動：除夕撞鐘、新春遊園、梅文化展示，景觀花

田藝術、百年書畫、榮氏史料展，明清石刻
、奇石根雕古木展

蠡園風景區迎春活動
時間：1月23-27日
活動：朝拜春秋商聖范蠡活動，古樂、燈謎

無錫動物園迎春活動
時間：1月23-27日
活動：紅包大派送、動物生活秀、明星黑猩猩主題月
梅村梅里古都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31日－2月6日
活動：吳地民俗文化節，拍客大賽、古都之春青年

音樂會、重走泰伯奔吳路
2012崇安寺 「年市」 及新春商貿節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無錫博物院春節活動
時間：2月8日前
活動：良渚文化玉器、黃養輝百年誕辰書畫展，特效

影院特惠、親子國學教育、民間工藝師表演
薛福成故居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日-28日、2月6日
活動：新春戲曲遊園、第八屆大宅門裡鬧元宵
東林書院春節活動
時間：1月31日前
活動：書院900年歷史展、海琴古箏社表演、新春民樂
市第五屆市民文化休閑暨古玩鑒賞交流系列活動
時間：1月23-28日
地點：無錫碑刻陳列館
活動：朱拓乾隆御帖展與拓碑，碑帖紫砂收藏鑒賞

，古玩藏品換寶
惠山古鎮春節活動
時間：2月10日前
活動：李嵐清書畫、雲林書畫院書畫展
宜興善卷洞景區春節活動
活動：民俗風情、梁祝風情戲曲、遠古洞穴猿人表演
宜興興望科技文化觀光園小豬運動會
時間：春節期間

常州
金壇茅山元陽觀大法會
時間：1月22日晚-2月6日
活動：三大高功法師率道眾依科演教等法事
金壇久紅農業生態觀光園迎春活動
時間：2月28日前
活動：美食，捉兔抓雞，捕蟹鬥雞，採草莓，垂釣燒烤
環球動漫嬉戲谷 「動漫大迎新，全家喜羊羊」
時間：春節期間
內容：動漫形象大塊頭、動漫卡通充氣氣模喜羊羊

、囧囧狗、海底精靈妙妙、招財貓等展示
中華恐龍園新年活動
時間：2月14日前
活動：飛躍恐龍山、行運龍年雙龍會、紅包大派送

、國際光影煙花節、美食總動員
天寧禪寺 「善心善行‧福澤龍城」 活動
活動：第六屆除夕聽鐘聲祈福活動、天寧寶塔元宵

喜樂會
天目湖春節遊園會
時間：1月23日-28日
活動：最美山頂廟會、民俗大禮、饕餮盛宴、過年

新花樣，泡湯養生

南通
狼山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活動：龍年祈 「福」、體悟禪慧等
園博園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日-27日
活動：兒童遊樂，美食總動員，九子樂園，卡通人

物巡遊，魚鷹表演等
南通民博園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21日
活動：老爺車、現代款式車展示，特色餐飲，農家

體驗，通農三寶，非遺文化展，馬術，CS真
人遊戲

2012南通新春民俗文化節
時間：1月21日-2月9日
地點：久發綠色生態園區
活動：花燈藝術展，民間文藝演出
海安第三屆元宵燈節
時間：2月4-9日
地點：安達中心廣場
喜慶崇啟大橋通車新年大樂透
時間：1月23日-29日
地點：啟東盈康農莊
活動：閉目定向，釣魚賽，乒乓、網球賽
啟東春節農家七天樂活動
時間：1月23日-29日
地點：春田花花休閑農莊
活動：花卉書畫展，燒烤小吃，燈會燈謎遊樂，SPA

溫泉
如皋水繪園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活動：互動文藝、木偶戲，猛獸展，有獎射謎
定慧寺撞吉鐘、財神日、大供天三大法會
時間：春節期間

揚州
瘦西湖風景區春節期間活動
活動：簽名祈福，卡通巡遊，剪紙年畫展，燈謎曲

藝，木偶戲，八怪真人騷
个園風景區春節期間活動
活動：竹葉畫展，清曲、雙龍戲珠、揚劇、古樂表演
何園風景區春節期間活動
時間：1月22-31日
活動：龍年大比拼，琴弦舞動，成語微博接龍
茱萸灣風景區春節期間活動
活動：動物拜年，微博拜年，鵜鶘展，卡通巡遊
雙博館瓷器展、攝影展
時間：3月15日前
京華城春節活動
時間：1月23-25日
活動：開市舞獅，第三屆全城摜蛋挑戰賽
揚州八怪紀念館春節迎春畫展
時間：1月10日-2月28日
宋大城風景區西門展覽
時間：1月20日-2月6日
儀征博物館古銅鏡、揚州剪紙展
時間：2月底前
寶應湖度假濕地公園年夜飯大禮包等活動
時間：1月22日至2月28日
瓜洲國際露營地瓜洲民間藝術節、相親大會
時間：春節黃金周

鎮江
第五屆金山廟會
時間：1月23-27日
活動：民間絕活，燈謎美食，擂吉祥鼓
2012年焦山迎春花會
時間：1月23-30日
活動：花卉展，燈謎
南山風景區新春活動
時間：1月22日-2月6日
活動：花卉書畫展，剪紙和文藝表演
西津渡歷史文化街區新春戲曲活動
時間：1月23-29日
句容首屆茅山新春廟會
時間：1月22日-2月6日
活動：新春祈福，土特產花燈展銷，美食文化節，

許願燈，民俗表演
寶華山風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15日-2月29日
活動：泡溫泉、共祈福，南京舜天海外寶華山冬季

旅遊班車，南京集結號旅遊公司組團
金山湖白娘子愛情文化園新春活動
時間：2012年1月23日開始
活動：光雕燈畫《白蛇傳》展示
中國醋文化博物館春節黃金周活動

時間：1月23-29日
活動：觀九龍醋壇勝景、祈健康好運，暢拍個性標
鳳凰山莊春節活動
時間：1月22日-27日
活動：享垂釣樂趣，品桂花火鍋

淮安
古淮河文化生態景區2012江蘇冰雪節
時間：1月30日前
淮安戲曲博物館剪紙展、戲曲民樂演唱周
時間：1月22-28日
楚州新春旅遊活動
活動：吳承恩故居品西遊文化，淮安府衙有獎猜謎
洪澤縣洪澤湖冬泳比賽
時間：1月24-28日
淮陰區迎春旅遊活動
時間：2月7日前
活動：東方母愛公園、趙集馬術表演場遊園
清江浦廟會
時間：1月19日-2月6日
活動：廣場表演，燈會燈謎，達人秀，書畫攝影收

藏展，趣味運動會，陽光湖相親會，陽光湖
首屆國際冬泳邀請賽（2月1日）

盱眙鐵山寺國家森林公園迎春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14日
活動：山村年夜飯，龍年頭鐘，山地自駕，相約情

人節
漣水紅窰華夏雲錦藝術館迎春活動
時間：1月23-1月28日

泰州
鳳城河風景區春節活動
時間：1月31日前
活動：全國攝影賽作品和老行當、老藝人、非遺展

覽，撞鐘祈福，文藝匯演，票友演唱會，揚
劇古箏表演

天德湖公園泰州民俗文化節
時間：1月23日-2月7日
高港區雕花樓春節舞龍燈鬧新春活動
時間：1月24-25日
興化鄭板橋紀念館興化當代書畫展
時間：1月23-28日
姜堰溱湖國家濕地公園春節民俗展演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徐州
泉山公園春節期間迎新春活動
活動：老北京廟會、滑雪節、鳥類與您零距離
豐縣春節期間旅遊活動
活動：廣場演出、遊園，禮佛
沛縣漢文化景區春節期間旅遊活動
活動：歡樂遊園、漢文物精品展、民俗表演
睢寧春節期間旅遊活動
活動： 「舞動鄉村」、登岠山看巨變活動
邳州春節期間各景區旅遊節慶活動
活動：登艾山、逛廟會，摘草莓，遊古鎮，拜關公

，看大戲
新沂春節期間各景區旅遊節慶活動
活動：窰灣古鎮民俗演出，馬陵山文娛活動
銅山春節期間各景區旅遊節慶活動
時間：1月22日-2月20日
活動：張伯英藝術館，燕山一日遊，送戲下鄉
徐州竹林寺龍年新春祈福文化節
時間：1月22日夜-31日
活動：燒頭香，趕廟會，供大天
中國徐州首屆戶部山年俗文化節
時間：1月20日-2月7日
賈汪春節期間旅遊活動
活動：採草莓，茱萸寺撞鐘祈福法會
彭祖園動物園景區迎春活動
時間：1月23-28日
活動：舞龍剪紙，幸運轉盤，吳橋雜技，書畫展暨

筆會

鹽城
市區迎賓公園、鹽瀆公園廣場演藝活動
時間：1月23日上午
活動：迎新春歌曲、舞蹈、小品、淮劇等
寶龍城市商業廣場文藝演出
時間：1月27日（正月初五）
活動：歌曲、舞蹈、小品、淮劇等地方文藝表演
鹽都區新年傳統民間藝術節
時間：1月27日
地點：尚莊鎮民勝村、古殿村
活動：扭秧歌、舞龍、舞獅、花轎、踩高蹺等
「歡歡喜喜慶新年」 淮劇表演

時間：1月23日-30日
地點：水街及文鋒、毓龍等街道
「尋仙鶴影蹤，賞鶴舞之歌」 生態一日遊

時間：1月23-31日
地點：鹽城國家珍禽自然保護區
「麋鹿之鄉元旦新年特色遊」 活動

時間：1月23-31日
地點：大豐麋鹿自然保護區
大縱湖 「撞鐘迎新春，新年祈好運」 快樂遊
時間：1月23-27日
活動：參拜金身觀世音，撞鐘，「餃王」爭霸，美食
東台永豐林農業生態園美食生態休閑遊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活動：生態美食節，長跑，舞龍、道琴、民間雜耍
鹽城海鹽歷史文化景區新年文化遊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活動：海鹽博物館展覽，水街淮劇、捏泥人等
建湖九龍口風景區漁家風情美食節
時間：1月23日-2月1日
活動：快艇遊，漁家捕魚蝦體驗，湖鮮品嘗
建湖弘宇生態園迎新春生態鄉村遊
時間：1月23日-2月8日
地點：沿河鎮
活動：觀賞動物，開心農場，採摘垂釣，美食

大豐 「相聚四岔河」 活動
時間：1月23日-30日
地點：大豐上海紀念館
東台 「歡樂新年祈福」 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地點：董永七仙女文化園
東台 「快樂運動迎新年」 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地點：仙湖農業示範園
活動：健身活動、大棚採摘
東台泰山寺、龍王古寺春節期間祈福活動
活動：撞鐘祈福、求財法會、祈福水陸法會
阜寧真武廟、盤龍古寺春節期間祈福活動
活動：廟灣古鎮遊，舞龍舞獅廟會、祈福法會
阜寧白天鵝公園 「歡樂新春」 元宵燈會
時間：元宵節（2月6日）
濱海縣城 「迎新春、賀新年」 系列活動
時間：1月23日-2月6日
內容：書畫展，送春聯，廣場演出，元宵晚會
濱海春節期間景區特色遊活動
活動：月亮灣水上遊，江蘇農業科技示範園，老區

紅色遊
大豐春節期間景區特色遊活動
地點：孫橋現代農業展覽館、東方1號創意園、海洋館
響水 「親近響水、了解響水」 一日遊
地點：古雲梯關、灌江口風光帶、紅色旅遊、雙港

鎮和東林生態園

連雲港
正月初一新浦千人民俗和票友大聯歡
時間：1月23日
地點：市民廣場、玉帶廣場
新浦正月十五大型民俗踩街活動
時間：2月6日
地點：隴海步行街
古城民俗踩街活動
時間：1月24日
地點：南城鎮
「歡歡喜喜過大年」 民俗大匯演

時間：2月6日
地點：藝北文化小廣場
「賀新春大家樂」 文藝活動

時間：1月26日
地點：興業廣場
鬧元宵民間文藝大聯歡
時間：2月6日
地點：鳳凰廣場
市博物館唐卡藏傳佛教造像法器精品展
時間：2月22日前
振興花卉園年宵花卉展
時間：1月20日-2月10日
特色花船、烏龍表演
時間：1月23日
地點：七一廣場
廣場電影及送淮海戲進村
時間：1月23-28日
地點：宿城鄉桃源廣場
東海溫泉養生季活動
時間：2月29日前
地點：溫泉鎮各賓館
灌南元宵燈會
地點：悅來廣場、人民廣場、人民路
贛榆青口舞獅比賽、蛤蜊舞表演
時間：1月24日、28日
贛榆海州灣旅遊度假區鑼鼓表演
時間：1月24日
灌雲大伊山石佛寺佛事和登山活動
時間：1月23日、27日、30日
灌雲興雲生態園新春活動
時間：1月24-26日
活動：小小園藝家、種植家，溜溜球球賽，淮海戲

演唱
灌雲潮河灣生態園春節期間活動
活動：美食節，特色小吃，煙花表演，篝火晚會
花果山風景區春節期間活動
活動：海寧禪寺撞鐘祈福，遊神山、品西遊、尋寶物

宿遷
楚街正月十五廟會
活動：燈展、小吃、民俗表演
沭陽花鄉名門生態美食園遊園燈謎會
時間：1月22日-2月6日
泗陽中國楊樹博物館親子免費遊園活動
時間：1月21日
泗洪濕地公園龍年跨越遊濕地
時間：1月24-31日
龍騰宿豫鬧新春活動
時間：1月31起
地點：來龍等會堂，區體育館副館
皂河安瀾龍王廟廟會
時間：1月30日-2月1日
活動：遊行宮、財神廟、合善堂、陳家大院，傳統

廟會

江蘇省旅遊局發布

蘇州網師園冬韻

龍騰人歡迎遊客

天目湖御水溫泉

節日夫子廟

初春梅花山

台灣新聞 體育 賽馬結果 社團新訊 大公評論 世界新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