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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木阴阴，清风破暑。一年一度的

长春消夏艺术节，如约而至。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品牌，长春

消夏艺术节走过13年历程，累计接待国

内外旅游者约 2.4 亿人次，在塑造城市

品牌、促进对外交流、丰富产品供给、拉

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

成为一张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

常办常新，在这个不一样的夏天，

2020长春消夏艺术节开幕式首发惊艳，

带给人们更精彩的体验。

这是一场理念出新、模式创新的盛

会。暂别动感演出的开幕形式，花车巡

游成为本届消夏艺术节开幕活动的亮

点。长春市文广旅局提早谋划、创新形

式，让主题花车巡游在城市之中，花车

不停歇，人员不聚集。同时，探索运用

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多家媒体电视、网

络、APP全程同步直播的方式，线上线下

结合，让市民和游客居家就能欣赏到开

幕活动的精彩，处处体现文旅担当，更

有效扩大了长春消夏艺术节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视角转换、全方位展示的

舞台。人、景、城、文化、内涵、战略……

一辆辆花车的不同主题满载着长春的

城市气质与感性。冲破文化和旅游行

业的小视角，放眼长春这座城，生动地

展现了长春城市的人文精神、发展思

路、产业布局和资源优势，成为讴歌城

市建设发展成就、展示现代都市风采的

舞台。

这是一条移动的城市风景线。流

光溢彩的花车，一路绽放。线路长，范

围广，所过之处，是长春城市历史风貌、

现代特色、时尚元素聚集的场所。行进

的花车，犹如一条快乐的导火索，点燃

了市民的热情，一路欢歌、万众欢腾，汇

成了一条欢乐的长河。辉映着春城盛

夏的迷人夜景，集中展示了长春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和城市精神风貌，进一步

展示了长春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

形象，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激情与活力。

这是一种信号，更是一种信心。从

简短的消夏艺术节开幕式活动可以看

出：这是一个动力十足的春城，一个充

满活力的春城，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城！

能量升级，欢乐加码的2020长春消

夏艺术节，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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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夜色下，春城活力四射。

6月19日晚，伴随着清爽气息的涌动，由长春市委、

市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长春市委宣传部、长

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2020长春消夏艺术

节在长春世界雕塑园盛装启幕。

8辆不同主题的花车，充满青春活力的各种一汽新

型车，经典的复古老爷车，炫酷的哈雷机车纵队，传递着

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倾心设计 完美呈现

19时，8辆不同主题、各具特色的花车沿着雕塑园

内的道路依次排列，霞光漫天，暖暖地照着这些盛装的

彩车。阳光与色彩的交织，让花车更具活力与朝气。

在开幕式正式开始前，工作人员为每一辆彩车紧张

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细节检查、“船体”加固、演员上

妆、造型预热……

“最美长春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国际汽车

城”等各主题花车造型大放异彩，许多观众流连于此拍

照留影，不时发出赞叹声与欢呼声。

大四学生王储亿和他的朋友已经连续多年参加长

春消夏节开幕式活动。他一边拍摄精美花车，一遍感慨

地说：“这两年每到消夏节的开幕式，我和朋友们都要来

凑个热闹，已成了习惯，每年都盼着消夏节的消息。今

年的花车巡游活动，让我们年轻人增长了不少见识，也

让我们对家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没想到我一直生活

的‘大长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沉积，今天又取得了如此

骄人的进步，我是长春人，我骄傲！”

据了解，为了开幕式现场和随后城市巡游中的“惊

鸿一现”，长春市文广旅局精心策划，每一辆花车都经过

了精心地设计与倾力制作。从冰雪旅游、5A景区等旅游

的小视角到书香、动人夜色等城市文化元素，从脱贫攻

坚、人文品质到国际汽车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等城市

战略，每一个主题都能让人感受长春发展的脉动。

八大主题 炫目吸睛

20时许，欣赏了长春消夏体验的精美宣传片后，在

炫目的红旗H9新车的引领下，首辆花车——“最美长春

人”亮相。

三面鲜艳的红旗象征着长春的工业地位、农业基

础、服务业先行的城市特点。极具冲击力和动感的线

条、力量感十足的齿轮、长春城市之花君子兰的造型十

分抢眼。

随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国际汽车城”“冰雪

长春”“书香长春”“夜动春城”“美丽乡村”“5A景区”等7

辆主题花车相继驶出，吸引了市民们沿途观看。

八大主题花车，形象各异，创意十足的同时，全方面

多角度地向观众展示了长春城市的先进成果，搭配着现

场主持人的细致解说，全场观众一起回味着长春近年来

的发展历程。

“最美长春人”主题花车：具象化展现了一汽、长影、

太阳鸟、君子兰花、净月塔楼等长春元素和老工业基地

形象，展现长春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主题花车：以抽象与具象相结

合的方式，展示长春国际汽车城、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

心、长春国际影都和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四大

板块”，并通过卫星、飞机、动车等元素象征城市前进发

展速度，跃升提质空间。

“长春国际汽车城”主题花车：展示长春市以一汽为

龙头、汽车工业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形象。

“冰雪长春”主题花车：具象冰雪特色资源，融入冰

雪产品、冰雪活动、冰雪赛事元素，展现我市优质冰雪旅

游目的地形象。

“书香长春”主题花车：具象化呈现长光卫星、中科

院、应化所、吉大、师大形象，展现长春科教文化城魅力。

“夜动春城”主题花车：展示包括这有山、欧亚集团、

红旗街、桂林路、长影、南湖大桥音乐喷泉等商业、餐饮、

文创、演出业态，融入酒吧、咖啡厅、特色商街、烤串等元

素，寓意避暑经济推动消费，共同促进长春经济繁荣。

“美丽乡村”主题花车，具象化长春生态资源，以及乡

村旅游、绿色果蔬、梅花鹿繁育等特色产业，展现长春市全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带领长春市人民实现全面小康形象。

“5A景区”主题花车：展现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净

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长影世纪城、长春世界雕塑园

等4个5A级景区，宣传推介长春市警示文化、影视文化、

雕塑文化和生态文明形象。

20时30分，8辆花车驶过主席台后，在一汽新型车、

复古老爷车、哈雷机车纵队的伴随下，绕长春世界雕塑

园巡游一周后，缓缓开上了城市街头。

线上线下 共享盛宴

开幕式现场欢腾雀跃，线上直播平台同样精彩。

“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家期盼已久

的2020长春消夏艺术节开幕式的现场。请大家跟随镜

头，欣赏这里现场热烈的气氛。”跟随着主播的介绍，屏

幕下方互动留言不断更新：“长春消夏节越办越好了”

“我也想去看看”……

长春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全城第一民生服务平台全

程直播，长春3频道电视端、凤凰网风直播平台、中国吉

林网官方抖音号和吉刻新闻客户端APP、新浪@文旅吉

林、“长春三道杠”快手号以及长春文旅的头条号、百家

号等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长春市民和省内外游

客足不出户一睹花车风采。据统计，各个平台在直播中

收获了386.3万人次的观看量。

随后的时间里，主题花车游遍城市文旅打卡地。

南湖大桥，自音乐喷泉建成后，一直是长春市著名

的网红打卡地，加之南湖大桥位于本次花车巡游路线

上，有了网红景点+花车巡游的双重加持，这里也成了最

适宜观赏花车的位置之一。

6月20日20时，南湖大桥音乐喷泉准时开启，南湖湖面

上的游船、画舫和音乐喷泉相映成趣。20时25分，花车队伍

缓缓驶上南湖大桥，市民们的欢呼骤起，一时间欢呼声一浪

高过一浪，南湖大桥顿时形成了一片闪光灯的海洋。

从空中俯瞰南湖大桥，花车队伍所过之处美得惊心

动魄。市民赞叹不断：“真是太惊艳了！”“看到这样的场

景，让我非常感动，我为长春骄傲！”

出门遛弯的市民李淑彬和老伴儿跟着花车边走边

说：“现场看花车很漂亮！昨天我在家里看的，花车路过

我家楼下，在上面俯瞰，角度不同，更吸引人。这个活动

形式好！”

六类产品、138项活动，2020年夏天，长春

消夏艺术节再次带来全新的悦动体验。

本届消夏艺术节从6月19日开始，以“乐

享清爽夏日，品味都市生活”为主题，历时100

天，覆盖整个夏季。不同区域，不同形式，格

外丰富的活动，必能让人尽情感受长春消夏魅

力，爱上长春的夏天。

文旅消夏产品——
包含2020长春消夏阅读季暨市民读书节、

“绘阅时光 遇见未来”第二届长春市绘本阅读

优秀讲读人大赛、“悦”生活“心”旅程——文

旅类文献展阅、“迎端午安康吉祥 祝祖国繁荣

昌盛”端午节公益文化活动、草坪音乐秀、戏

曲民族音乐消夏晚会、评剧综合艺术晚会、绿

园区“春语绿园·郁金香之恋”文化艺术节、绿

园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莲花山山地自行车赛、

“长春经开杯”羽毛球赛、庆祝全民健身日朝

阳区市民半程马拉松邀请赛、二道区第四届居

民消夏艺术节、南关区第六届诗歌朗诵比赛等

活动。

消夏夜产品——
长影世纪城2020消夏灯会40万平方米璀

璨灯海、近100组梦幻彩灯，10种沉浸式玩法，

为长春市民提供一处惊艳、璀璨的消夏夜休闲

之地；

净月潭水幕电影净月潭水幕电影、、莲花岛水幕灯光秀莲花岛水幕灯光秀、、南南

湖大桥音乐喷泉湖大桥音乐喷泉、、伊通河音乐喷泉伊通河音乐喷泉，，将灯光将灯光、、

水幕水幕、、音乐交织在一起音乐交织在一起，，演绎了一场美轮美奂演绎了一场美轮美奂

的视觉听觉盛宴；

桂林胡同、台北大街、会展中心、欧亚汇集、

车城万达等几十个夜市遍布长春各大城区，美

食、啤酒、演艺、淘货等休闲活动让百姓在工

作之余放松身心，感受长春夜的魅力；

长春市图书馆、长春市少儿图书馆等图书

阅读场所，开展夜读接力、夜读冲关、城市热

读·夜论坛等活动，用阅读把城市的夜空点亮。

温泉嬉水产品——
长春凯撒森林温泉度假区推出“仲夏戏水

季”，让游客在炎热的天气里体验“透心凉、心

飞扬”的感觉。同时，还推出了门票、餐饮、客

房折扣优惠活动；

天怡温泉度假山庄推出医护专享、转发有

奖、门票优惠、特价客房、会员延长等优惠活

动；

双阳国信南山温泉度假酒店以“康养消夏·

幸福长春”为主题，推出为期100天的“灯火南

山消夏节”；

御龙温泉推出门票、客房五折优惠促销活

动。此外，长春市内各大温泉场所、游泳场馆

推出了系列游泳+嬉水组合产品用以回馈春城

百姓。

消夏花海景观——
莲花山“花海艺术节”系列活动，包括“消

夏节启幕式”“山地自行车赛”“百米画卷”“风

筝大赛”“花海摄影大赛”等内容。

九台大贝花海景区建设20公顷花海，打

造休闲徒步线路、观赏步道、果蔬采摘、游乐

设施等，众多鲜花竞相绽放,期待游客前来赏

花游览。

乡村旅游产品——
回归乡村自然，品农家美食、采摘绿色果

蔬、体验农耕民俗成为这个夏天市民消夏周末

游的最爱，乡村研学游、度假游、团建游将成

为乡村游的精选热点。

九台区积极开发马鞍山村乡村旅游产品，

引进马鞍山田园综合体、如美乡村民宿等项目，

打造徒步登山、住农家院、品农家美食精品旅

游线路和产品；

双阳区推出温泉康养、绿色采摘、民俗文

化、亲山赏花、清新乡韵等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在原有“梅花鹿节”“草莓采摘节”的基础

上，依托自身产品特点，策划休闲垂钓、蔬菜采

摘、葡萄品尝、健身康体等特色产品活动；

农安县、德惠市、榆树市推出消夏艺术节、

乡村旅游节、农民文化节、果品采摘节等产品，

通过精彩纷呈的活动，丰富多彩的产品打造特

色乡村旅游品牌，引领农业与乡村旅游转型升

级。

线上互动产品——
长春市公益文化服务品牌推广直播系列

活动、“城市热读”公益讲座、长图公益课堂少

儿国学经典诵读、“育”见成长——爱贝课堂线

上直播课、小树苗·绘阅亲子故事会系列活动

等，成为今年的热点。

““最美长春人最美长春人””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夜动春城夜动春城””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写在前面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138项系列活动绽放消夏魅力

““冰雪长春冰雪长春””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书香长春书香长春””主题花车主题花车““长春国际汽车城长春国际汽车城””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55AA景区景区””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八大主题花车在城市道路巡游八大主题花车在城市道路巡游

八大主题花车在城市广场巡游八大主题花车在城市广场巡游

八大主题花车巡游经过网红长春南湖大桥八大主题花车巡游经过网红长春南湖大桥

参加巡游的老爷车吸引了群众的目光

“夜动春城——长春夜间好去处”评选揭晓
系列十佳项目打造长春夜消费新地标

华灯初上，长春市民开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逛街、品美食，约上三五好友泡吧、唱歌，各种独具特色的长春

文旅消费项目，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

日前，“夜动春城——长春夜间好去处”系列十佳项目评选活动

结果揭晓，为市民提供了夜间休闲生活的好去处。

评选历时一个月，采取“群众推荐、大众评选，社会监督，权威认

证”的原则，共设有“十佳夜游街区”“十佳深夜食堂”“十佳夜娱场

所”“十佳夜读空间”四大系列170个奖项。评选结果公布如下(拼

音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长春十佳深夜食堂：
别谷深夜食堂、港悦轩茶餐厅、海司库海鲜、开心老爸泡的茶、

龙情大刀腰片火锅、钱峰碳缸烧烤·总店、七舍艺术家厨房、盛记牛

肉面、味见·雪月花、真不同酒店。

长春十佳夜娱场所：
Chic 长春泛娱乐俱乐部、鼎鸿保龄球、D.PARK、ICE＆FIRE、六

大茶山古茶庄园、喵 park 萌猫主题咖啡、七乐体育运动中心、香

港红堪纯 K 长春总店、星汉健身工作室高新店、印象 KTV（中东

店）。

长春十佳夜游街区：
重庆路活力城、桂林胡同美食街、红旗街万达广场、摩天活力

城、欧亚汇集、欧亚物流园台北大街夜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中

东大市场·中东夜市、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这有山。

长春十佳夜读空间：
长春文旅体验中心、吉阅七舍书店、欧亚新生活长春西西弗书

店&矢量咖啡、书嗜·天地里书店、双阳区育人书苑、榆树市中和书

院、源来书屋、山丘书局万豪店、阅所樂讀空间、阅悦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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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美丽乡村””主题花车主题花车

长春消夏艺术节盛装启幕长春消夏艺术节盛装启幕

主题花车扮靓城市夜景主题花车扮靓城市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