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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C 2-12 C
阴天有零星小雨或小雨
偏北风1- 2级

阴天转多云间晴
偏北风1- 2级

中国体育彩票1月14日开奖结果
体彩

7 星彩第 20006 期全国销售
11607036元。开奖号码：0908998，
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
等奖11注，单注奖金26495元；三等
奖 127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18013814.9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排列 3 第 20014 期全国销售
19087040元。开奖号码：161。直
选全国中奖3914（四川194）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5205（四川 277）注，单注奖金 346
元。22848576.51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 5 第 20014 期全国销售
11795798 元。开奖号码：16150。
一等奖 37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393101080.2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
年3月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
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
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
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133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巴中、雅安、攀枝花、达州、眉山、
广元
轻度污染：广安、资阳、内江、西昌、
宜宾、泸州、乐山、自贡、遂宁、德阳、
绵阳、南充

1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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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千狮闹新春
春节期间全省将开展5000余场群众文化和旅游活动

距离2020年春节已不足10天，今
年春节四川有哪些好耍的活动呢？1
月14日上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召
开新闻通气会，发布了2020年全省春
节群众文化和旅游活动。据悉，2019
年12月到2020年2月，全省将统筹开
展乡村春晚、文化惠民，组织文艺小
分队进村入户开展慰问演出等活动，
展示表演场次将达到5000余场，惠及
群众将达到628万余人次。其中，以
千龙千狮闹新春为主题，广泛开展舞
龙舞狮慰问展演达到1591场，1743支
舞龙舞狮队在川蜀大地渲染起欢腾
祥和的节日气氛。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将组织
开展以“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为
主题的系列活动，“近两百余场地方
特色浓郁、时代特征鲜明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展示活动，将展现四川独
具魅力的非遗资源和悠远深厚的文
化底蕴”。届时，各地还将组织龙灯、
狮子灯、川剧、金钱板、四川清音等民
间歌舞、戏曲、民间美食等非遗项目
在年俗活动现场表演展示，庆贺新春
佳节，传递吉祥幸福。

同时，全省各地将举办近百场专
业文艺院团演出、展览等节庆活动，
包括重点剧目舞剧《茶马古道》年度
大戏首演、新春音乐会演出、优秀川
剧折子戏惠民演出等。记者了解到，
为加强全国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创作推广力度，提升节日期间文艺活
动品质，四川人艺的话剧《记忆密
码》、泸州的川剧《乌蒙山脊梁》等4台
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分别在攀枝花、
遂宁等地开展演出。

全省基层文艺院团还将开展惠

民演出活动80余场，组织曲艺、川剧
“乌兰牧骑”式小分队深入到甘孜、凉
山、雅安等地，进部队、进学校、进农
村，开展迎春慰问专场惠民演出，突
出文化惠民为民乐民的理念，让广大
群众充分享受到四川艺术创作优秀
成果。

据悉，春节期间，“云贵川渝三
省一市省级画院交流展”“大凉山回

响主题创作作品展”“回溯历史——
成都画院馆藏作品修复成果展”“迎
新春-2020年成都画院（成都市美
术馆）年度美术作品展”“遂宁市油
画展”“南充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迎新春美术书法摄影展”等近20
项美术书法摄影展览活动将向市民
展示，进一步丰富节日期间群众文
艺生活。

此外，冬季旅游将成为2020年全
省春节文化和旅游活动新亮点。据
悉，从2019年11月，我省启动了为期
百天的2019“安逸四川·冬游天府”旅
游季活动，集中推出了9项冬季旅游
活动、8条冬季旅游精品线路、30个冬
季旅游重点投资项目。目前，成都、
自贡、攀枝花、绵阳、广元、达州、眉
山、阿坝、甘孜、凉山等市州陆续推出
240余个冬季文化旅游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1月1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来到“2020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文创区的项目施工现场，现场看
到文创产品展位搭建、商业街铺设、
新春灯组等工程都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中。据了解，今年大庙会文创区以
打造三国IP的“创客空间”为宗旨，精
选历年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利用三
国文化品牌开发的代表性文创产品，
搭建展示和销售展位，并为广大文创
设计爱好者提供产品推广平台，满足
广大游客多元化文化消费需求。

“正月初一出南门，游喜神方”是
成都人过年的习俗，通过小朋友扮演
喜神并带领游客游喜神方是多年来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活动的特色项
目。围绕此习俗，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近年来设计开发了小喜神、武财神等
IP形象，又针对本次庙会专门推出喜
神系列文创产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诸如喜神开卷
滴胶冰箱贴、招财关公镂空金属书
签、喜神迎门镂空金属书签、诸葛题
字镂空金属书签、诸葛抚琴金属钥
匙扣、诸葛喜神金属钥匙扣等多种文
创样品琳琅满目。“希望喜神能够给
大家带来新年的吉祥和祝福。”一位
文创区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

据悉，今年喜神系列文创产品

在售卖方式上将引入“盲盒”的趣味
方式。今年文创区设置趣味盲盒即
是为了给广大游客带来体验未知的
新奇感，提升文创区的假日公共服务
水平。

三国纪是今年文创区商业街名
称，该项目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西
部印象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打造。主要内容包含：三国主题文创
商品展示销售、扶贫土特商品展示销
售及三国纪沉浸式演艺秀预热等。

“创客空间”是今年文创区青年
创客文创产品展示区，为了推进文旅
融合不断深入，充分发挥博物馆自身
资源优势，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协同发展，“创客空间”将为青年创客
群体提供展示推广作品的平台，为创

业梦想和文创作品提供孵化环境，优
化产品供给，推出真正适合市场需求
的文创新品。

目前，“创客空间”已引进南京金
浣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古拙蓝染、四
个脑袋工作室、Eviler树脂站、碧微好
物坊、雍也文创等多家文创机构入驻。

此外，大庙会期间，文创区还将
设置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固定
直播点，新闻主播将不定期在现场与
游客和网络观众进行直播互动。直
播间隙将有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记者
开展体验式报道。据了解，在四川广
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文创展位，四川
观察形象IP“观观”将悉数亮相，并与
其他知名IP文创进行联合展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三国IP的“创客空间”
“2020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文创区先睹为快

“2020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三国纪文创区。

成都双流黄龙溪火龙表演。

泸州雨坛彩龙龙舞队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