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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元宵”、猜灯谜，了解元宵节
的历史。本周末，沈阳的部分文博场
所推出的公益活动，多数与元宵佳节
的传统民俗有关。

本报ZAKER沈阳平台也将来到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滚元
宵”等元宵节俗体验活动进行直播，
关注。

辽宁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

2 月 16-17 日，“灯庆团圆 喜乐
元宵”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将在辽宁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馨苑及其附属
展示空间举办。届时，多样的年俗体
验，多元的非遗展示，多彩的非遗展
演，将陪伴辽沈市民度过一个喜乐充
实的传统元宵佳节。

元宵节民俗体验 辽沈晚报·ZA-
KER沈阳平台将直播

时间：2 月 16 日-2 月 17 日 10:
00-19:00

地点：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文馨苑及其附属展示空间

参与方式：免票参观
设置了摇元宵、猜灯谜等活动。

传承人将再现元宵的传统手工制作
技艺，观众既可以看到“滚元宵”的全
过程，也可以现场品尝，更有机会成
为幸运观众获得元宵礼包。活动现
场还将以图文并茂的展板介绍形式，
还原元宵节的历史，普及元宵节民俗
小知识，可在现场看、吃、学。

活动现场还将再现“猜灯谜”环
节，不仅可以重温传统节俗，还有机
会收获元宵、荷包等幸运礼物。

如果您无法直接到场参与活动，
还可以通过辽沈晚报·ZAKER 沈阳
平台观看直播，我们的直播在 2月 16
日下午 2 点开始，想体验原汁原味的

元宵节民俗，那就快去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直播吧。

传统技艺展示
元宵制作技艺等将亮相

时间：2 月 16 日-2 月 17 日 10:
00-19:00

地点：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文馨苑及其附属展示空间

参与方式：免票参观
将选调元宵制作技艺、桓仁木版

年画、秧歌、琥珀雕刻、风筝制作技
艺、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等50余项非遗
项目。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
观赏非遗展品，还能与传承人现场交
流，进一步了解非遗，感受传承人的
工巧智慧、工匠精神。

互动即兴展演
可现场学习耍木偶

时间：2月16 日11：00-13:40
2月17日11：00/13:40-15:10
地点：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文馨苑及其附属展示空间
参与方式：免票参观

活动将选调趣味性、观赏性较强
的辽西木偶戏、盖州皮影戏、东北二
人转、复州鼓乐、朝鲜族面具舞以及
长鼓舞等项目参展。届时，广大观众
不仅可以欣赏到好看的非遗节目，还
能与传承人进行亲密的互动，现场学
习耍木偶、转手绢等。

辽宁省图书馆
小读者新春元宵灯谜会

辽宁省图书馆专门为小读者准
备了新春元宵灯谜会，设置了 300 个
精巧灯谜，猜对还能兑换阅读好礼。

活动时间：2月17日（正月十三）
10:00—11:30

活动地点：辽图少儿天地
活动对象：6+小读者

讲座：古琴艺术——
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本周的辽图讲坛邀请辽宁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朱
默涵老师与大家面对面讲解古琴文
化，演奏古琴名曲。

讲座时间：2月16日 13：30
讲座地点：辽宁省图书馆 多功

能厅
参与方式：无需预约，直接到场

聆听

沈阳市图书馆
两场文化主题公益讲座

公益讲座：明清文化比较论谈
主讲嘉宾：王凯旋（辽宁社会科

学院文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讲座时间：2 月 16 日（星期六）

13:30 - 15:30
讲座地点：报告厅

公 益 讲 座 ：谁 不 说 俺 家 乡
好 ——“魅力沈阳”讲坛：沈阳历史
文化名城内涵与定位的再思考

主讲嘉宾：刘长江（九 · 一八历
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讲座时间：2 月 17 日（星期日）
13:30 - 15:30

讲座地点：报告厅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
柏玲

沈阳部分文博场所推公益活动 辽沈晚报·ZAKER沈阳将直播

看“滚元宵”猜灯谜 周末来赏年俗

辽宁省去年通过密集开展的一
系列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签约项目达
到259个，签约金额8588亿元。

记者从辽宁省商务厅获悉，去
年，辽宁省出台了一系列专项实施意
见，其中包括《关于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的实施
意见》，制定了 7 个方面共 24 条措
施。举办了辽宁—日本贸易洽谈会、
辽宁跨国采购洽谈会等大型经贸活
动，帮助辽企扩大市场；全力做好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工作，组
织省内近7000名采购商参会，达成意

向金额83.2亿美元；积极培育外贸新
优势，重点推动36家省级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提档升级，推动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葫芦岛泳装等14个产业集群
晋升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目前，辽宁省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一期项目全部上线运营，二期门
户网站和基本功能建设全面达到国
家标准版要求，实现省内水运口岸全
覆盖，综合覆盖率在全国14个沿海省
市中位居第二。

实习生王冠铎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沈阳片区优化涉税事项办理程序；
大连片区进境粮食检疫全流程监
管；营口片区集装箱风险分级管理
制度，辽宁自贸试验区的这 3 项创
新经验，被列入国家第五批改革试
点经验，即将在全国范围复制推
广。

记者从辽宁省商务厅获悉，国
家赋予辽宁自贸试验区123项改革
试点任务，截至 2019 年 1 月末，辽

宁省已经落地 111 项，落地率达
90%。自 2017 年 4 月揭牌成立至
2018年11月末，辽宁自贸试验区共
新增注册企业超 3.4 万户，注册资
本逾 5000 亿元。涉及政府职能转
变、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的45项
改革创新经验已向全省推广。

我省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六十证合一”
使企业办理相关证照时间由 50 天
缩减为 2 天，便捷高效、低成本、可

预期的投资贸易环境正在逐步形
成。

我省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
向沈阳、大连、营口三个片区下放
首批133项省级行政职权。全面实
施“证照分离”改革，对95项商事登
记后置审批事项，采取取消审批、
审批改备案、实行告知承诺等方式
实施分类改革。

实习生王冠铎 辽沈晚报、聊
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娜报道 昨日是 2 月 14 日，也
是新人们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
沈阳全市 13 个区、县（市）共 1701 对
新人在这一天如愿领到了“小红本”。

为了赶在“好日子”领证，有的新
人凌晨 5 点就“摸黑”在婚登处排队，
有的新人穿着情侣装、拿着三脚架记
录俩人登记的全过程，他们都认为

“特殊日子来登记，纪念的时候才更
有意义。”

昨日上午 8 时，记者来到沈阳铁
西区婚姻登记处，门口已经排了50多
人的长队，工作人员在门口一边维持
秩序一边给新人们发号，开门不到 1
个小时，婚登处就来了 170 多对新人
排队登记。

昨日，沈阳市各婚姻登记处都尽
全力为新人办理业务，有的提前半小
时开门，有的加开窗口，中午不休息
为新人办理登记。“我们婚登处今天
全员上阵，加开窗口为新人办理业
务，就是为了保证今天来的每对新人
都能登记上。”沈阳市铁西区婚姻登
记处书记王秀梅说道。

其中，最积极的要数家住铁西区
的新人小高（化名），怕人多登记不
上，早上5点就来排队，当时办公大楼
还没开门，小两口就“摸黑”坐着自带

的小马扎等待开门。“我们早就定了
今天来登记了，将来每年的这天都是
结婚纪念日，多好啊！”

昨日上午 9 时，在铁西区婚姻登
记处，穿着一身红色情侣装的狄春雷
和李诗涵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他们在
办理登记的过程中，身旁始终放着一
个三脚架，上面还夹着手机，将小两
口登记的全过程录了下来。“登记对
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想弄

的特别一点，以后翻出来视频看起
来，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新娘李诗
涵说。

今年 2 月 14 日总体登记的人数
并没有预期的多，照比之前经常超过
2000 对还是减少了，人们对于“好日
子”的热情也趋于理性。

对于新人们对于“好日子”的热
衷，很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支
持，“其实我们忙点儿无所谓，只要让

新人们能赶上好日子登记上就行。”
但是对于经历过无数次“好日子”扎
堆的“盛况”之后，也有不少工作人员
表示，“只要两人感情好，其实哪天都
是节，哪天都是好日子，没有必要非
得赶到一天扎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目前沈

阳各大婚姻登记处已经免去了复印
材料的费用，还取消了离婚调解费、
代写法律文书费用的收取，登记的工
本费也早就去取消了。也就是说，如
果新人们自己携带了合乎规定的登
记照片来登记的话是一分钱也不用
花的。

沈1701对新人昨领证 没预期多

昨日，在沈阳市铁西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狄春雷和李诗涵前来办理结
婚登记，并全程用手机自拍视频留念。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
辉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那报道 昨日，记者在沈阳铁
西区、大东区婚姻登记处随机询问了
15对新人，针对刚步入婚姻的“新手”
夫妻们比较关注的婚姻、恋爱问题进
行了调查，结果近 8 成的新人认为婚
姻中最看重的是“忠诚”，同时还有 6
成新人认为婚姻与恋爱最大的不同
在于责任，近 5 成的新人期待婚后能
家庭和睦、和谐。

对于人们比较关注的门当户对
的观念，其中 6 成新人认为门当户对
很重要，同时超过一半的新人都认为
独生子女家庭就应该找独生子女家
庭的伴侣，双方的结婚年龄差距也最

好在3岁左右。对于比较敏感的婚房
问题，大部分新人在登记之前都已经
准备好了婚房，其中 7 成婚房是由男
方付首付，贷款夫妻双方还。

对于登记之后办婚礼的问题，大
部分新人都认为婚礼应该尽量节省，
不应该铺张浪费，6 成以上的新人理
想中的婚礼花费都在10万元以内，崇
尚“简婚主义”。“其实，我们觉得办婚
礼还是挺费钱的，虽说一辈子只有那
么一次，但是也不应该花太多冤枉
钱，主要也是给父母和亲戚朋友看
的。”新人小刘说道。同时，8 成新人
认为酒席钱应该是男方出，份子钱
AA分。

去年我省招商引资签约额8588亿元 辽宁自贸试验区3项创新经验
将在全国复制推广

小调查

6成新人崇尚10万元以内“简婚主义”

扫描二维码，
收看视频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