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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旅游

★ 小丑互

动秀、民间

百戏

10月1日-
10月7日
盘山景区
福缘广场
★“春山里

x《时尚旅游》为它去

旅行—大自然里的神奇动

物”主题摄影展

9月19日-10月9日
eden 春山里
★ 河畔环保

雕塑艺术展
9月19日-12月19日
eden 春山里
★ 永续生活节营地

野餐音乐会
10月1-10月5日

eden春山里
★ 中国车神架

首届晒秋文化节
9月19日-10月18日 车神架景区轩辕广场
★ 2021年农民丰收节文旅活动专场暨宁

河区第十二届七里海河蟹文化旅游节

9月28日 齐心庄园
★ 2021天津欢乐谷国庆欢乐嘉年华

2021年10月1日-2021年10月7日
天津欢乐谷
★ 青衿集汉服体验活动

9月-12月
西青区董家大院青衿集汉服体验馆
1.身着汉服在古建筑环境中“打卡”拍照。

2.体验“投壶”等传统游戏项目。3.参与年画制
作体验。

★ 亲子科普劳动实践活动

9月-11月
王稳庄镇中盛路国家粳稻中心
参观国家粳稻中心，普及水稻基本知

识，体验收割、钓蟹。购买大米和稻田蟹，亲
子共同参与，寓教于乐，增进亲子感情，增长
农业科学知识。

★ 杨柳青庄园户外拓展活动

9月-12月 杨柳青庄园
1.古战惊魂、狂野过山车、儿童游乐项目等

均已开放。2.户外拓展器械游客均可体验。可
参与露营、烧烤，亲子共同参与拓展。

★ 生态六埠景区游园活动

9月-10月 生态六埠景区
1.体验荷塘泛舟，沉浸式欣赏秋日荷塘盛

景。2.参与多种农产品采摘体验。3.品尝蟹田
稻，田间钓蟹。体验一场绿色无公害的生态之
旅，呼吸大自然的气息。

★“大美稻香”稻田画观赏活动
9月-10月 王稳庄稻香农谷景区
游客可租赁逛逛自行车，骑行穿梭于稻田

间，观赏稻田画，呼吸阵阵稻香。
★ 社会山国民度假夜市

9月-10月底 社会山城南往事国民主题街区
1.夜市活动。2.沉浸式话剧体验。3.寻找

爱玲剧本杀打卡活动。4社会山1元泡温泉福
利。5.北宋风格汤屋住宿福利。

韩旭 18602626787
★ 社会山最in民族风国庆活动

10月1日-5日 社会山文旅港
相声、京韵大鼓、唱歌等演出；商户联合促

销打折活动。
★ 津城雨林秋实打卡录

10月1日-8日 热带植物观光园
植物园将设立九个打卡点位，游客需要寻

找各点位完成拍照，并在微信朋友圈带“天津
热带植物园”定位发送九宫格，即可在出口处
获得天津热带植物园文创小礼品一份（每天限
量50份，先到先得）。

★ 天津博物馆

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
2021年6月18日至年底 四楼展厅
展览中文物、文献、实物共700余件，

照片、图表等共400余幅，3个多媒体显示
屏，1个彩色投影，2个场景复原景观。

★ 天津博物馆

风展红旗如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馆藏绘画特展

2021年7月1日至年底 五楼展厅
通过71幅美术作品来重温中国共产

党在百年奋斗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

★ 平津战役纪念馆

中国精神展 7月1日至12月31日
展览以建党百年历史为轴，以社会发展

进程为线，共分为“救国大业 开天辟地”、“立
国大业 改天换地”、“富国大业 翻天覆地”和
“强国大业 惊天动地”四大板块，集中展示建
党以来不同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精神。

★ 平津战役纪念馆

伟大征程沙画展
9月中旬至12月31日 二楼临时展厅
展览以百余幅沙画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讴
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

★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西花厅复原陈列
2021年5月1日起长期展出
西花厅整体依照20世纪60年代北京

中南海西花厅的布局和风格 1：1仿建而
成，分为前后两个院落，前院复原了“西花
厅”，这里是周恩来接见中外宾客的地方。
后院复原了周恩来办公室、邓颖超办公室
兼卧室、客厅和乒乓球室等场所。复原陈
列以实景实物的直观展示手段，还原了周
恩来和邓颖超的工作生活环境，让观众进
一步领略他们勤政爱民、克己奉公、鞠躬尽
瘁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

马秀华 022-23591823
★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新海门”号船舶陈列
2021 年 7 月 1 日起长
期展出
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新海门”号
船舶陈列区
“新海门”号船
舶为我馆新征
文物，原为天津
港轮驳有限公司
所有，1992年承担
邓颖超同志骨灰撒

海任务。
★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廉以修身 正以持家——周恩来的家风
7月1日至12月19日
展览充分运用文物、图片等全方位诠

释主题，组合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突出展示
了重点文物，让观众充分有效地感知展览
所传达的精神内涵。

★ 天津美术馆

赤城丹青 因之寥廓—陈因百年回顾
书画展

9月19日-10月7日
美术馆一层一号厅
本展览主题内容为陈因先生一生革命

经历与艺术作品的回顾展。
★ 天津美术馆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
（此展览为团体预约参观，不接待个人参
观，预约电话23678964、23678991）

2021年8月10日-10月10日
美术馆三层六号厅
分为序篇“抗争与求索”和“信仰的力

量”“理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人民的力
量”“斗争的力量”“行动的力量”“制度的力
量”“万山磅礴看主峰”八个篇章。

★ 天津美术馆

深圳美术馆馆藏丁聪《东江百日杂忆》
组画暨专题美术作品展

9月29日-10月14日
美术馆三层三号厅
★ 天津自然博物馆

《恐龙木乃伊 浓缩的生命》
9月20日—11月20日
三层临展厅
该展览在津首展，部分精品是我馆空

白。重点展品配备二维码，进行深度介绍。

★ 天津自然博物馆

《笔间飞羽——卢济珍鸟
类科学绘画展》
10月1日—12月1日

二楼尾厅
以《中国鸟类

百态》和《鸟谱》的
原画为主要展品，
结合少量标本，专题
推出卢济珍女士鸟
类科学画作品展，向公
众展示其中丰富的科学
内涵和艺术之美。

★ 天津图书馆

沿革命先辈足迹 访中华锦绣河山
——红色旅游主题书展

9月—11月 文化中心馆区5楼
基本藏书阅览区
★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凝固的红色记忆——天津革命遗址、
遗迹展

6月30日至年底 文化展廊
展览选取我市最具代表性的红色革

命遗址、遗迹，分“新生与发轫”“斗争与
崛起”“解放与富强”“扬帆远航”四部
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
辉历程。

★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李叔同与南社》展览
8月31日至10月底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临时展厅
★ 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

办公室

盛世繁华—天津民间红色收藏展
国庆期间 文庙博物馆
★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奋斗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
5月28日起长期展出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展览共包括

“天津党组织的创建及其领导的革命斗
争、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发展、开创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四个
部分。

★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复原陈列及图片文献展 全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主要包括以照片、资料为主的图片陈

列和以场景实物为主的复原陈列两部分。
★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永远的旗帜—党旗·军旗·国旗专题展
2021年7月1日-12月30日
觉悟社纪念馆
展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全
面梳理“党旗”“军旗”“国旗”的历史，充
分吸收党史、军史界最新研究成果。将
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相结合，形成生动
起伏的故事链。

迟爱民 18702251239
★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初心·无负》—梁启超爱国展
10月1日 地铁文化中心站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耕读传家，

第二单元素位而行，第三单元满门俊秀。
★ 河西区图书馆

“通古今知识 做爱国少年”—2021年
国庆节爱国主题书展

10月1日-10月10日
河西区图书馆少儿外借处
★ 河西区文化馆

“瞰九州华彩 颂百年伟业”河西区庆
国庆航拍摄影作品展

9月28日-10月29日
河西区文化馆美术展厅
★ 新梅江文体中心图书馆

《书乡迎国庆》“光影新中国”爱国影
片展播

10月1日-10月3日 三楼活动室
优秀爱国主义影片播放
★ 东丽区文化馆

明清式家具艺术展
9月-10月 东丽美术馆
★ 武清区博物馆

传老墙文化 颂百年风华—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红色印记展

6月12日起（撤展时间待定）

★ 天津博物馆

手鞠球艺术—五星红旗、祖国大好山河、
为祖国献花 2021年10月1日—10月3日
★ 天津美术馆

美术精品课堂之少儿水彩课堂
2021年10月2日儿童活动室
★ 天津自然博物馆

研学营活动 10月1日-10月7日期间
★ 天津自然博物馆

V博士课堂
10月1日-10月7日 13:00~13:30
一楼科普展演区
★ 天津自然博物馆

小小讲解员 10月1日
由多名在各类讲解大赛中获奖的自然博物

馆优秀讲解员全程为孩子们进行针对式、专题式
教授，并有专业的播音主持老师及礼仪老师对孩
子们进行发音吐字及礼仪规范练习。可在馆内选
取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实地讲解，锻炼表达能力。
杜雅星 022-83881963
★ 新梅江文体中心图书馆

童心筑梦 与国同行—国庆蛋糕画活动
2021年10月1日 低幼阅览室
★ 东丽区图书馆

书香雅韵小课堂—国庆主题活动
10月1日
城市书房 国庆节纽扣画制作
★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中华少年强国梦”—庆祝新中国成
立72周年 10月7日

★ 河北区图书馆

国庆节线上答题活动
★ 南开区文化遗产和服务中心

南开区文化馆 南开区图书馆

南开区第七届民俗文化博览节之“魅力运河、
津彩生活”精品展活动 10月1日
精品展—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
展示展卖—本地优秀非遗项目
★ 南开区文化馆

南开区第七届民俗文化博览节之“运河拾
遗”—百场传统戏曲进社区 10月至11月

★ 武清区博物馆

喜迎国庆-鲜花献祖国活动
2021年10月1日上午
★ 兴家民俗博物馆

国庆重温建党100周年活动
2021年10月1日—10月7日
★ 津南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21“欢乐国庆 我来学艺”非遗进社区活动
国庆节期间

展
览

旅游

活动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市文化和旅游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关注疫情动态，强
化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预约错峰出行，防范各类灾害，安全理性出游。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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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彩活动 乐游天津

献礼祖国 文化惠民

★天津京剧院
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专场京剧《楝树花》
9月29日19:15 滨湖剧院
《楝树花》是天津京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而全力创作的献礼剧目。该剧根据全国“时代楷模”“人民楷
模”王继才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

★天津京剧院 国庆系列

京剧《演唱会》《包龙图》《赵氏孤儿》《杨家将》
10月4日—6日14:00 滨湖剧院
大型京剧演唱会 2021国庆系列演出首场，名家新秀同

台献演传统京剧名段。
★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向祖国致敬”经典歌曲演唱会 10月4日 群星剧院
曲目不拘一格，美声、民族、流行、混搭嫁接，演出形式也

是传统与时尚互补。
★ 天津大剧院

天津人艺 话剧《雷雨》 10月1-5日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雷雨》作为天津人艺的“镇院之作”，多年一直深受天津

观众喜爱。
★ 天津大剧院

谭盾《敦煌·慈悲颂》 10月7日天津大剧院音乐厅
《敦煌·慈悲颂》，打破西方音乐传统，以敦煌史诗形式，用

中文演唱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记载的东方哲学故事，彰显平等、
奉献、博爱等理念，在大师手上碰
撞出前所未见的独特景观，展现
海纳百川的浩瀚气魄。

★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

“庆国庆”京剧演唱会
10月6日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小剧场
青剧社线上直播演出让戏

迷零距离了解京剧，沉浸式欣
赏国粹。

★ 天津歌舞剧院

月圆金秋情系渤海
——天歌民乐音乐会
10月9日 天津大剧院音乐厅
★ 天津交响乐团

红色骑兵惠民系列演出
10月4日14:30
海洋博物馆

★ 天津交响乐团

文旅融合惠民系列演出
10月3日 国家海洋博物馆
★ 天津交响乐团

2021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演出
10月10日 天津音乐厅
★ 天津评剧院

《梨花情》《庆红色经典演唱会》
9月29日、30日 红旗剧院
★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

《骄杨》 9月29、30日 海河剧院
2021年白派剧团向建党百年献礼剧目，入选中宣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

《河北梆子名家名段演唱会》《龙凤呈祥》
10月2日3日 中国大戏院
★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

《王宝钏》10月10日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 天津市曲艺团

《赞祖国家乡美》鼓曲、相声专场
10月1日2日 中华曲苑
★ 天津市曲艺团

相声专场
10月3日-7日 中华曲苑
★ 天津市演出公司

国庆相声专场
10月3日 张园剧场
★ 阿买嘎文化公司

动画王国音乐会
2021年10月2日 中华剧院
★ 爱乐汇

钢琴诗人高志豪流行钢琴音乐会
2021年9月30日 天津大剧院音乐厅
★ 银晨印象

平行世界 10月5日 光华剧院大剧场
★ 哏都青年欢乐坊

哏都青年十月相声大会 10月4日 光华剧院大剧场
★ 万东文化

时空龙骑士亲子互动
10月3日 天津红旗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