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结合主题活动，市文化和旅游

局汇总了全市文化旅游特色项目和精品线路，为广大市民游客

提供出游参考。同时，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游期间要做好

个人防护，树牢安全意识，理性错峰出行，绿色文明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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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发布

“最天津”精品旅游线路

天津市2022年“中国旅游日”活动◆“5·19”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
场——2022“I·游天津”旅游季

启动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

大赛文旅分话题上线仪式

活动场地：津云中央厨房
活动时间：5月19日
活动内容：围绕2022年主题“感悟中华
文化享受美好旅程”开展活动。

◆智慧山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
智慧山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开展好喫
咖啡市集、儿童嘉年
华艺起成长儿童艺术
节、那山生活节、Design精
酿现代精酿艺术展。

◆盐场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长芦汉沽盐场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开展长芦汉沽盐场第二届
“春扒节”暨盐田文化艺术系列季、七彩
盐田职工文旅“马拉松”。

◆五大道赏花节

活动场地：和平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在浓缩各国建筑风格的五大
道，不仅有民国时期天津兴衰荣辱的风
云变化，还有五大道美丽的自然风光。

◆“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河西区
主会场活动

活动场地：河西区市文化中心津悦城
阳光走廊
活动时间：5月1日-5月20日
活动内容：1.宣传推介区内文旅资源；
2.宣传推介对口支援地区：甘肃三地
文旅资源；3.宣传推介对口合作地区：
长春市文旅资源。

◆“阅读焕新世界 文化成就梦想”
——2022“阅”城市“悦”美好西岸

读书节

活动场地：河西区市区级公共文化载
体、十大特色西岸书斋、河西区图书馆、
新梅江文体中心
活动时间：4月-7月
活动内容：1.H5传播：行走的文化力
量；2.阅读焕新世界·城市朗读者；3.
阅读焕新世界·读书节书籍捐赠；4.读
书节启动仪式+城市主题文化展；5.西
岸读书节系列活动+延时阅读活动。

◆“多彩和悦”2022首届三联西岸
文化嘉年华

活动场地：河西区中冶·和悦汇
活动时间：4月-7月
活动内容：依托于和悦汇文化、艺术、
旅游、商业四类主题空间，通过“春日
新知”阅读文化主题、“人文态度”生活
文化主题、“理想未来”艺术文化主题

三个阶段，通过文化展演、演讲分享、
主题市集、爱心公益四种文化互动形
式，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奉上多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美丽河北”文化和旅
游节

活动场地：河北区意式
风情区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包括开幕
式和文艺演出、资源宣
传等系列活动。

◆“中国旅游日”河东区
旅游服务质量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场地：河东区酒博印象博物馆
活动时间：5月19日
活动内容：1.现场发放旅游宣传材料
并针对旅游服务质量问题对群众进行
现场讲解；2.结合文明旅游宣传，倡导
文明旅游、共享健康生活；3. 宣传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倡导诚信经营；
4.结合防范非法集资开展宣传。

◆2022年“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

活动场地：西青区杨柳青古镇景区
活动时间：5月19日
活动内容：在杨柳青古镇进行西青区
文旅资源推介宣传、发放宣传品等。

◆文化进景区之“5·19”中国旅游
日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津南区八里台镇西小站村及
线上媒体平台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根据疫情防控发展情况，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适时推出活
动：线下：5月19日，在西小站村开展
启动仪式、文艺展演、文旅市集、重
走军粮路答题闯关等特色活动；线
上：发布津南文旅宣传系列短视频、
津南旅游商品、文旅活动、特色旅游
线路等。

◆“礼赞新时代”武清区第二届
群众文化体育节开幕式

活动场地：武清区文化公园下沉广场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组织开展以“礼赞新时代”
为主题的综合文艺演出活动，涵盖音
乐类、语言类、舞蹈类、体育类等节
目，现场进行直播，演出凸显群众性
和原创性，为第二届文化体育节拉开
序幕。

◆静海区“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

活动场地：静海区台头镇
活动时间：5月中下旬
活动内容：活动包含西瓜节群众文艺
展演、现场展销等。

◆滨海科技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天津滨海科技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5月每周末开展科学巡游、5
月每周三至周五开展科学充电站活动。

◆国家海洋博物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举办《神奇的东方名片—馆藏
清代外销通草水彩画》原创主题展览、
“植物茎髓上的水彩世界—非遗通草画
描摹亲子研学课”、海洋运动体验项目
系列、海博观鸟户外研学活动等，同时面
向社会开放展览海军退役752导护艇。

◆奥林匹克博物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天津大港奥林匹克
博物馆
活动时间：5月-6月
活动内容：在奥林匹克
博物馆微信公众
号、官网举办《冰
雪精灵—冬奥会
吉祥物》线上展
览；5月18日至6
月 18日在奥林
匹克博物馆临展
厅举办《回望冬
奥 共向未来》特展。

◆天津博物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河西区天津博物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开展馆藏景德镇瓷器展、
策展人讲展览、故事播讲，与公交集团
合作打造“流动博物馆”，举行《博物馆
的秘密》首发式。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南开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线上线下：“人民总理周恩
来”展览、“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
表邓颖超”展览、西花厅复原陈列、西花
厅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周恩来
总理专机陈列、“新海门”号船舶陈列。

◆平津战役纪念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红桥区平津战役纪念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平小津直播间、平津红色讲
堂、“六进”巡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

◆天津美术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河西区天津美术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5月14日上午十点在天津美
术馆一楼展厅内进行“致远方，敬好友
—大提琴独奏”，5月18日在馆内及线
上平台发起线上交流会，邀请相关领
域业内专家，就“民国时期，传统派画
家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度互动。

◆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河西区天津自然博物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举办“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
公益科普讲堂、“科普宣传惠民”进校
园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线上活动、“5·18
国际博物馆日”展示。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河北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举办《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展
览、《饮冰室今昔》展览、“饮冰室”书斋复
原陈列、《营国之匠，栋梁之才—民盟先
贤梁思成先生诞辰双甲子纪念》展览。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系列活动

活动场地：河西区天津图书馆（天津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内容：开展音乐朗读者之春天读书
人云阅读活动、第五届“掌上诗词大

会”答题活动、“‘享’我所阅·
遇‘荐’经典”好书推荐分享
展示活动、《清悦之声》领
读专栏活动等。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泰达
航母主题公园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以“基辅”号航母
为载体，集航母观光、武备展示、研

学旅行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

◆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十一大展区，汇集多种海洋
生物，近距离与动物亲密接触，亲子打
卡必选地。

◆方特欢乐世界

活动场地：滨海新区方特欢乐世界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高空飞翔体验项目“飞越极
限”；悬挂式过山车“火流星”；大型雪
山探险模拟项目“唐古拉雪山”等。

◆天津欢乐谷

活动场地：东丽区天津欢乐谷
活动时间：4月3日—5月15日
活动内容：次元春日纪：汉服游园会、
次元颜艺赏、超元气摄团、超好玩漫
画、春日纪自由行五大主题，让游客乐
享假期。

◆齐心庄园

活动场地：宁河区齐心庄园
活动时间：5月1日-中旬
活动内容：参观大型民俗文化馆、拉犁
农耕、栽种蔬菜（浇水、覆土）、大锅野
炊、搭建鸟窝、化草为乳喂黄牛、挑粮
比赛，获胜方进行套大鹅。

老城初心寻根之旅

初识津城，到古文化街触摸厚重的
历史文脉，伴鼓楼钟声聆听传奇的古城
往事，去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感怀难忘
的伟人风华，在平津战役纪念馆重温荣
光的胜利时刻。广东会馆里，唱出北方
曲艺码头的神韵；三条石博物馆内，留下
天津工业最早的一道齿痕；海河游船上，
遇见津门故里的前世今生。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鼓楼—广东
会馆—古文化街旅游区—海河游船—三
条石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

海河流年穿越之旅

天津是一座水做的城市，一条贯
穿城市的海河，圈住了六百多年的风
云往事，书写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长亭外，古道边”，李叔同在河边《送
别》了前半生，觉悟社纪念馆的志士仁
人点亮了星星之火，摩天轮上感受时
代跳动的脉搏，天津的故事直到今天
依然在延续。

觉悟社纪念馆—“天津之眼”摩天
轮—大悲禅院—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意
式风情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酒博印象博物馆—爱琴海老门口夜市

百年风云非常之旅

天津最与众不同的当属她的 AB
面，这里既是天子渡口，也是“万国建
筑博览会”。五大道上千栋小洋楼留
住了想象的历史空间，文化中心开辟
了都市人情感与精神的栖息地，他们
都闭口不语，那是等待你我走进用心
去倾听。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金街—瓷房
子—静园—解放北路金融街—天塔湖
风景区—天津市文化中心

好“运”风情之旅

古老的运河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起
步，一路轻歌曼舞，广袖舒展，行程一千
多公里后在天津舞出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时光流转，晓风杨柳吹入运河古镇
“杨柳青”，让精武门·中华武林园的精武
爱国精神生生不息。运河还赋予这座
城自然、多元的个性，团泊湖湿地，水天
一色、候鸟云集；湖边的健康产业园，将
自然与生态融为一体；四季常青的热带
植物园，展现天津另一种活力。

生态六埠—杨柳青古镇—精武
门·中华武林园—热带植物观光园—
光合谷旅游度假区—仁爱团泊湖国际
休闲博览园—天津健康产业园

闲适归心寻“香”之旅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天津，除了
“风趣”外就属“闲适”最适合不过了。
这份闲适是在小站的稻花香里听取蛙
声一片；是在云水之间，漫步东丽湖自
然艺苑的荷花园；是恒大温泉水滑洗
凝脂的怡然自得；是欢乐谷里的欢声
与笑语；也是一口芦台春萦绕在口齿
间的浓郁回味。

小站稻耕文化特色小镇（含：小站练
兵园、蓝光水果侠·稻梦空间主题乐园、
小站稻作展览馆、“稻香源”千亩稻田景

观区）—时代记忆馆—东丽湖自然
艺苑—欢乐谷—恒大温泉中心—芦台
春文化创意产业园—齐心庄园

乐趣摩登心动之旅

在天津，生活不止一面。听罢相声
段子，再去万源龙顺庄园当一天快乐农
夫；逛完津门老字号再到佛罗伦萨小
镇，享受海淘乐趣；饱览了名胜古迹再
走进绿博园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品尝完地
道美食后别忘记去天士力健康城给身体
加加油！天津的潮流绝不随波逐流，而是
自成一派的“摩登”！

南湖绿博园—创意米兰—佛罗伦萨
小镇—曙光水镇—万源龙顺庄园—天士
力大健康城

山野田园揽胜之旅

天津的山不多，却各有奇美，天津的
田园不争艳，却能美出新段位。带着温
婉与娟秀的盘山，惊险刺激的九山顶，原
始秘境的梨木台，让人感叹蓟州厚重的
人文风光和原汁原味的野趣。曾经的
金戈铁马都化为了炊烟袅袅，挂满葫芦
的农家院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潮白河
湿地公园展开了一幅渔舟唱晚的美景，
让宝坻成为一片幸福安康的乐土。

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九山顶自
然风景区—梨木台自然风景区—毛家峪
长寿度假村（元古奇石林风景区）—车神
架风景区—蓟州溶洞风景区—渔阳古
街—独乐寺景区—盘山风景名胜区—葫
芦庐文化小镇—小辛码头特色旅游
村—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

欢乐亲海之旅

天津，渤海湾的明珠，气势磅礴，接
纳四方。巨大的邮轮是现代化的标志，
北塘古镇里的渔船，是曾经的生活。在
天津乘船出海，做一日渔民，漫步在东疆
细软的沙滩，去国家海洋博物馆探究大
海的奥秘，在泰达航母还一个海军梦。
这就是天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天津之旅，你准备好了吗？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国家海洋
博物馆—方特欢乐世界—亿利精灵
乐园—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滨海文化
中心—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北塘
古镇（出海当渔民）—东疆湾沙滩

城市微线路·古文化街里的时光

造像

每一座城都有独家记忆，天津的时
光记忆就藏在海河边的那条老街。这条
街因天后宫而生，被誉为“津门故里”。
走进古文化街，文化味儿、古韵味儿、
天津味儿扑面而来，一间间老字号和一
条条小巷是最好的容器，蒸腾出最温暖
的人间烟火，刻画出最惊艳的时光造像。

津门故里牌坊—古文化街大狮子
胡同美食坊-天津民俗博物馆-联升
斋刺绣博物馆-老美华华夏鞋文化博

物馆-名流茶馆（古文化街店）-天后
宫-天后戏楼-天后宫前广场-天津记
忆博物馆-达仁堂国药展览馆-中国
北方古玩集散中心-通庆里-泥人张
世家美术馆-玉皇阁-沽上艺苑牌坊

城市微线路·藏在意式风情区的

似水年华

走过老城厢，海河又跳脱出一片
异域风情，那是一份来自意大利的风
情，风格各异的意式洋楼蕴含着马可波
罗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将一曲动人心魄
的古典交响曲凝固在这座东方名城。

天津城市规划展览
馆—马可波罗广场—回
力球场旧址（游览外
观）—张鸣岐旧居（游
览外观）—尔宝瑞蜡
像馆—曹禺故居—梁
启超旧居—原意大利兵
营（游览外观）—汤玉麟
旧宅（游览外观）
城市微线路·可以阅读的

五大道，一张中西合璧的说明书

风吹海棠、暗香浮动，在五大道街区
纵横交汇处满眼尽是历史。漫游其中，
不管是乘坐马车、骑行单车又或者是步
行，那些红屋顶的小洋楼，交融着海韵河
风，吸引着你的脚步，前行或停驻，触摸
曾经的时光，叫人忘了何处是归途。

民园广场—五大道游客咨询中心—
五大道历史博物馆—和平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览馆—拜石博物馆—天津市
体育博物馆—乘马车游名人故居—马
克西姆法餐厅—五大道名人印象馆—
“廉润初心”文化传播推广中心—先农

大院展览馆—先农大院—庆王府—民
园西里文化创意街区—沉香艺术博物
馆—北疆博物院

城市微线路·漫步解放北路，转角

遇见旧时光

有这样一条街，被誉为“东方华尔
街”，它与海河平行，街中林立着各式
各样的罗马柱和高大建筑。在这里，你
能看到与小洋楼截然不同的欧式建筑，
它们高大威武，每一栋都曾经是金融机
构、洋行、轮船公司。如今，它们中的大
部分依旧作为银行使用，延续着百年来
的风姿。
利顺德大饭店（利顺德博物馆）—

原金城银行—原美国花旗银行—原华
俄道胜银行—原汇丰银行—原日本横
滨正金银行—原中央银行天津分行—
原法商“乌利文洋行”—原中法工商银
行—天津邮政博物馆—法国领事馆大
楼—原东方汇理银行—西洋美术馆—
原法国工部局大楼—原法国俱乐部
（亦称法国球房）—天津金融博物馆—
津湾广场—解放桥

■具体活动执行可能受到疫情防控形势影响而进行动态调整，出行前请密切关
注各景区、场馆公告。

“最天津”城市微线路

喜迎二十大 欢乐游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