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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98 家影城
请您免费看电影
为了让市民群众聚焦长
沙电影文化的影响力，
10 月
26 日，
由中共长沙市委宣传
部、
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和长沙市电影业协会联合
主办的长沙市第六届公益电
影放映月拉开帷幕。至本月
25日，
将开展
“十万群众进影
院”
“优惠观看同步商业片”
“特定人群优惠观影”
“优秀国
产影片展映”
等电影惠民系列
活动。
（摘编自《长沙晚报》
）

城东风店、万达影城开福店
等，天心区的佳星影院、南郊
汽车影院等，雨花区的保利国
际影城、上河影城等。
（免费观
影时间表及更多详细内容请
扫描文末二维码查看。观众
可根据本时间表到各影城领
取免费场次观影券，或直接拨
打电话索票，
领完即止。
）
特定群体优惠观影

活动期间，长沙市全市的
中小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城
镇低收入居民等特定群体可
“十万群众进影院”
免费观影
享受优惠观影。全市五家特
长沙市全市 18 家院线、 定群体指定优惠观影影院见
98 家影城于每周一至周五下 下方的表格。
此外，活动主办方在部分
午，推出 2 场免费观影场次。
本次活动参与影城各区均有， 影城开展“影院让利、政府补
如芙蓉区的湖南大剧院、芒果 贴、十元观影”的优惠观看同
博纳影城等，开福区的芒果影 步商业片活动，广大影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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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扫描文末二维码，自
主选择影院，以十元的优惠票
价获取电影票。
优秀影片和湖湘经典戏曲展映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活动期间将精选《建党伟
业》
《建军大业》
《可爱的中国》
等 15 部优秀影片，集中展示
祖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成
就和丰硕成果。
同时，活动期间还会精选
《五女拜寿》
《李贞还乡》
《老表
轶事》等一系列湖南经典地方
戏曲全实景数字电影，在各大
广场、社区、学校、乡村和商业
影院开展湖湘经典戏曲电影
展映活动，并在电影月活动期
间进行集中放映，广大戏曲爱
好者可以享受免费或者优惠
观影。

特定人群优惠观影影院
影城名称
潇湘大乐影城
金逸影城当代店
MC 影城环奥店
万达影城九方店
宁乡潇湘影城

对应区域
市区
长沙县
望城区
浏阳市
宁乡市

联系人
曹双
孙静
史亮
徐静
陈雅丽

联系电话
18932489808
13755106691
15173151284
18974945435
18711185625

十元观影 免费观影时间表

长沙市博物馆开讲
“大河
之舞”11 月 10 日 14:30-16:
30，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研究
员贾建威将在长沙市博物馆
一楼多功能厅开讲
“大河之舞
——甘肃马家窑文化特点与
纹饰演变”。参加人数限定
260 人，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
可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
众号-菜单栏“长博指南”“教育活动”
进行预约。
长沙岳麓山菊展隆重启
幕 麓山景区至今已有 50 余
年的菊花栽培历史，该景区
现有栽培品种 200 余类，其
中不乏传统国内名种和历届
比赛品种。11 月 3 日，麓山
菊展隆重启幕，数百个品种，
万余盆菊花，
上演一场盛大的
视觉盛宴。本次菊展将持续
一个月，地点为岳麓山顶 HI·
悦麓。
吴荣光工作室交流展展
示工笔人物画“吴荣光工作
室”成立于 2013 年 9 月，是湖
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以工笔
人物画方向为主的研究生工
作室。10 月 28 日下午 3:30，
“迁想妙得——第二届吴荣光
工作室交流展”
在长沙后湖国
际艺术区高地美术馆开幕，
展
览得到众多业内外嘉宾和观
众的好评。据悉，
此次交流展
将持续到11月12日。

长沙非遗馆开馆了 长
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位于橘子洲风景管理区内原
橘洲客栈（该建筑曾为辛亥
革命著名历史人物张孝准旧
居）。展示馆围绕“家”的主
题 ，将 主 展 区 分 为 家 堂 、家
艺、家音、家味、家节、家人六
大部分。馆内收藏各类非遗
展品千余件，展示各类非遗
代表性项目 70 余项。11 月 7
日起，这个长沙非遗的“家”
将向广大市民开放。
奥地利摄影家作品展
在李自健美术馆展出 10 月
23 日 -11 月 24 日 ，奥 地 利
摄影艺术家蕾娜特 · 格拉
夫的作品展在长沙市李自
健 美 术 馆 贝 尔 艺 术 中 心 B1
展厅展出。
学习如何自驾房车去看
新西兰 新西兰素有“人间天
堂”之称。若用一种最好的
方式去感受它，那定是自驾
房车。自由行旅行达人左瑞
芳曾背包走过 40 个国家，为
数以万计的客户定制过世界
各地的旅行。11 月 10 日上
午 9:30，她将在湖南图书馆
二楼综合活动室为大家进
行分享。本次活动人数为
50 位 ，无 需 报 名 ，位 满 即
止 。 联 系 方 式 ：
0731-84178123。

这些地方最宜赏
“秋雾”
秋天如果少了雾，那
么秋天也就没有了味道。
秋雾中的那一丝清凉，可
以让人清爽至发梢；秋雾
中的那一抹朦胧，可以让
人产生无数的遐想。而在
湖南，以下地点就是最适
合赏“秋雾”的地方。
（摘编
自《湖南日报》
）
张家界

矮寨大桥

山间本多雾。而当张家界的山
层林尽染，秋雾又在峡谷间翻滚时，
若是乘坐索道上山，如同神仙在云雾
间穿行，偶尔遇见的，只是突兀绚丽
的怪山，
令人震撼神怡。

湘西吉首的矮寨大桥，是世界第
一跨峡谷悬索大桥，横跨德夯大峡
谷，建筑奇迹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
在矮寨大桥看雾，最好在雨后。你能
看见云雾从谷底升起，慢慢在山间缭
绕，渐渐将矮寨大桥吞噬，变幻中的
云雾非常撩人。

紫鹊桥
新化的紫鹊界梯田，秋天风味甚
浓。早秋，梯田稻浪阵阵，雨后雾漫
山间而“云深不知处”；深秋，金黄不
再，取而代之的是泥土的颜色，当轻
雾薄漫，
别有一番诗意。
洞庭湖
“洞庭秋月”为潇湘八景之一，虽
洞庭明月为主景，但没有秋天的烟波
浩渺，
“洞庭秋月”
也会少了风姿。
衡山

桐子坳
永州的小村庄桐子坳，有人说它
是湖南最美的小村庄，特别是秋天。
去桐子坳拍照，可能没有秋雾会更
好，因为银杏的金黄正当时。秋雾，
会朦胧它的色彩。但也有人喜欢在
秋雾弥漫时，去感受银杏树叶飘落时
的那一瞬清然和寂静。
东江湖

衡山，被誉为“五岳”中风光最秀
美的一座山，因为是佛道圣地，山间
自荡漾着一股仙气，待到秋来，云雾
更浓，
当秋日升起，
仿如仙境。

东江湖的雾，已小有名气。其
实，秋天也是去东江湖赏雾的好时
节。当晨雾升起，贴着水面，绕在山
间，当两三叶扁舟从雾中划出，会让
人产生来到瑶池仙境的幻觉。

崀山

凤凰古城

邵阳新宁崀山，是中国最美的丹
霞地貌。秋天，秋日依然能把大山晒
得通红，当秋雾在山间奔腾，山间红
叶施以点缀，
异常美丽。

凤凰古城，在每个季节都有它的
味道。到秋天，当古城隐匿在雾里，
露出些许头角，仿佛能给人无限的期
许，
更觉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