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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
(记者 李虎 曹剑) 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晚举行
的“薪火传文明，圣火迎新
年”活动现场，寒风并没有
挡住众多市民和学生的热
情，他们纷纷来到祈福仪
式现场，观看并参与祈福。

仪式还未开始，家住
泰前办事处水牛埠村的谢
健就早早地跑到山东服装
学院喷泉广场上等候。谢
健告诉记者，他们家就住
在山东服装学院旁边，下
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工作人
员在学校里搭建舞台，猜
想会有演出活动，所以就
跑到这里来看演出了。“贺
年会活动很有意思，早就

在报纸上看到贺年会答题
赢大奖的相关报道了，没
想到竟然在家门口举行。”
谢健高兴地说。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
谢健还是跟几位同村的村
民一起看完了整场演出。

“天气挺冷，但我们看到这
里这么热闹就跑过来凑热
闹了。”水牛埠村村民陈女
士兴奋地告诉记者，她之
前从来没看过这么隆重的
祈福仪式和焰火表演，她
希望新的一年也像篝火一
样，把日子过得红彤彤的。

作为活动承办方的山
东服装学院的学生来说，
寒冷已经被欢乐所淹没。
服装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大

学生陈甜甜早早地来到舞
台前等待，虽然她戴着口
罩，但眼睛中流露出来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陈甜
甜不时拿出手机拍摄舞台
上的演出，由于其他人也
在拍摄，她不得不翘起脚
尖。

在舞台前扛着一面旗
帜的是大一国贸系的班长
何道明，何道明告诉记者，
他们很早就知道要在学校
里举办 一场迎新 年的晚
会，所以他就打头带着班
里同学来看，并且还打出
了旗帜。

据了解，当晚到现场参
加活动的学生有 2011 名，象
征即将到来的 2011 年。

有人中得千元现金大奖，有人围绕圣火寄语新年

贺年会启动仪式异彩纷呈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记者

李虎 曹剑 ) 2010 年 12 月
3 1 日晚上，在凛冽的寒风中，

“以薪火传文明，圣火迎新年”为
主题的“好客泰安贺年会"启动
仪式在山东服装学院举行。2011
名大学生守望薪火，寄语新年。

仪式开始后，首先进行了
“好客泰安贺年会”知识大奖赛
抽奖活动，市民赵月、韩元生每
人喜获 2000 元现金大奖。此外，
还有 3 位市民各获得 1000 元现

金大奖，6 位市民各获得 500 元
现金大奖，7 位市民各获得免费
旅游一份。

启动仪式现场主持人介绍，
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本报联合
泰安市旅游局主办的一系列“好
客泰安贺年会”活动开展以来，
得到了旅游界以及广大市民的
热烈支持。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有数千名市民以不同
的方式参加了贺年会活动。

抽奖环节结束后，启动仪式

现场又隆重表彰了泰安瀛泰国
际旅行社、泰安康辉旅行社等多
家获得“我最喜爱的泰安贺年
会”活动奖项的单位。

颁奖仪式结束后，盛大的
“薪火传文明，圣火迎新年”仪式
启幕。圣火跨越时空走进新年，
身着 56 个民族服饰的青年围在
圣火旁边载歌载舞，2011 名大
学生站立圣火旁边寄语新年。

泰安市旅游局局长程明表
示，以“以薪火传文明，圣火迎新

年”为主题，既能体现泰山厚重
的传统文化，也彰显除旧迎新，
祈求国泰民安、平安华夏的当代
意蕴。

好客泰安贺年会启动仪式
由泰安市人民政府主办，泰安市
旅游局和齐鲁晚报等多家单位
承办。

影视城里辞旧岁

水浒故里过大年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

(记者 熊正君) “一响全
家幸福，二响双喜临门，三
响三阳开泰……”2011 年 1
月 1 日零时，在东平水浒影
视城的钟鼓楼上，为迎接新
年的到来，东平县旅游局举
行了撞钟祈福迎新年活动，
这标志着 2011 年好客东平
贺年会全面启动。

2010 年 12 月 31 日晚
11 点半，记者来到东平水
浒影视城，雄伟的大门已经
挂上了大红灯笼，好客山东
贺年会的吉祥物福福和乐
乐等贺年会标识把影视城
装点得焕然一新。

2011 年 1 月 1 日零时，

在充满喜庆的鞭炮声和冷
焰火中，山东省旅游局监察
总队队长冯泮爽和东平县
景区管委书记、旅游局局长
张立国首先撞响了钟鼓楼
的迎新年之钟。“一响全家
幸福，二响双喜临门，三响
三 阳 开 泰 ，四 响 四 季 平
安……洪亮的钟声震天动
地，象征着万物兴盛。”主持
人向市民和游客们解释着
撞钟祈福的由来和撞钟的
含义。

随后，很多市民和游客
都聚集在钟鼓楼的大钟下，
争相连撞古钟，祈求明年平
安幸福。“东平第一次举行
这种撞钟迎新年活动，我觉

得很有意义，撞了 10 下古
钟，希望今年家人平安，工
作顺利。”东平市民刘刚对
记者说。

撞钟祈福迎新年活动
的策划人、东平县旅游局副
局长张茂杰告诉记者，撞钟
迎新年活动是好客东平贺
年 会 的 第 一 项 活 动 。在
2011 年贺年会方案中，东
平县以“好客山东贺年会，
水浒故里过大年”为活动主
题，以元旦、春节、元宵节三
个节日为节点，推出了“撞
钟迎新”、“贺岁祈福”、“正
月十五闹元宵”三大活动，
让东平市民和游客度过一
个欢乐、开心的新年。

“我最喜爱的泰安贺年会”奖项 获奖单位名称

最受欢迎的贺年游

泰安瀛泰国际旅行社

泰安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泰山金辉国际旅行社

泰安诚之旅国际旅行社

泰安联合假期旅行社

泰山文化国际旅行社

泰山新闻旅行社

泰安金秋旅行社

泰安五岳旅行社

最受欢迎的贺年乐

泰山景区

新泰莲花山景区

泰山啤酒生肖园

泰山花样年华景区

徂徕山滑雪场

最受欢迎的贺年宴

泰安东方假日酒店

丽景广场酒店

泰山宾馆

最受欢迎的贺年礼
泰安市红豆开元贸易有限公司

老县衙旅游商品超市

奖项 姓名 奖励

一等奖
赵月

现金 2000元
韩元生

二等奖
邢纪元

现金 1000元戚桂芹
李华

三等奖

宋新文

现金 500元

张涛
王桂波
朱倩倩
张学涛
刘亚茹

幸运奖

赵和梅
华东五市五日游

石振芳
于立伟 华东五市二日游
翟瑞训

华东五市一日游
佟文婷
刘金燕
邹韫

请获奖者凭身份证原件于 2011年 1月 5日至 14日，到泰安市旅游局领取。
地点：红门路 22号(岱宗坊北约 20米路东)泰安市旅游局院内 C307房间。
联系人：夏丽苗，电话：0538-8258076。

“我最喜爱的泰安贺年会”评选结果

2011 好客泰安贺年会知识大奖赛获奖名单

“好客泰安贺年会”抽奖现场。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市民和学生现场祈福

一把圣火点燃跨年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