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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艺 术
北海市节日文化活动

北海市的节日文化活动，因以前记载不多，难概其全。仅将收集到的部分

年度的节日文化活动情况罗列于下：

建国前的节日文化活动，以传统的民间节日为多。如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暮春的清明节，五月初五的端阳节，七月十四的中元节以及庙宇建醮酬神等民

间节日和习俗，较为有万民涌动的热闹。

清末梁鸿勋著的《北海杂录》，曾有一些节日盛况的记载：

1、元宵节：“北海每岁正月望日，附近各村如独树根等，例奉华光神出游，

排列仪仗，遍游北海各街。所至辄恭设香案，民扶老携幼，焚顶烧纸，迎诸道

旁。是日也，锣鼓喧阗，士女踊跃，一年之内，推为极盛!”

2、清明节：“清明节届，家家上踏青之鞋，虽幼女少妇，均随上坟挂纸，

衣香人影，络绎不绝，颇为庆闹。”

3、端阳节：“五月五日，为端阳节，角黍艾酒，风无甚殊，埠上唯广商敛

资置一龙舟，届节则铺张旗伞，绕游河内。此外，渔人舟子，或三五为群，各

以小艇竞渡为乐。士女往观，类乘一叶扁舟，河上逍遥，往来如织，亦一乐事

也。”

4、中元节：“七月十四日，为中元节。各街均举孟兰会，咸以布障盖街，

店门均挂红檐，铺内张灯列花，以壮观瞻。街边则焚冥镪楮衣，所费不资。”

5、冬月酬神：“至冬日，合埠必在三婆庙建醮，以祈平安。”

6、通衢赛会：“北海通衢赛会，十年一举。举则张灯结彩，摆设仪仗，翠

亭人物等件，三昼夜宵。自开埠以来，尝赛会二次，每次费资不下数千金。”

7、外国人的节庆：“本埠自开作通商口岸以来，外人举办庆典，亦有数起。

如 1887 年、1897 年，即光绪十三、二十三年，为前英皇六十、七十大寿；1901

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为英皇加冕；至于每岁年节国庆，中西官均彼此往来致贺，



亦间有宴会张灯燃炮，以为庆贺者。”

建国后，北海的节日文化活动，主要有元旦、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

“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重大节

日的文化活动为多。间亦有元宵节、端午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

北海国际珍珠节等大型的节 13文化活动。本文建国后的节日文化活动，仅收到

1988 年。1988 年后的节日文化活动，有待以后再续。

△1950 年元旦的文化活动。为庆祝 1950 年元旦暨北海解放，1950 年元旦

下午三时，北海市人民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大会。晚上，举行环市的舞狮、舞

龙、化妆、火炬大游行。游行队伍有秧歌队、舞蹈队、歌咏队等文艺队伍。游

行后汇集中山公园举行游艺晚会。北海中学曾演出《侵略者的下场》等街头剧

和《土风舞》等节目。元月二日，又分别在中山公园和北海中学举行解放杯足

球赛和篮球赛。

△1950 年国庆文艺活动。1950 年 10 月 1 日下午，全市人民在中山公园举

行庆祝大会。晚上，举行节日火焰大游行。游行后又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游园

晚会，北海中学文艺队曾演出腰鼓舞、秧歌舞等节目，晚会还燃放烟花。

△1951 年“五四”青年节文艺活动。有纪念大会、游行、露天广场文艺晚

会、体育及演讲比赛、青年学习生活及革命斗争史料图片展览。曾演出话剧《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节目。

△1952 年除夕的游园活动。除夕、北海市教育工会组织全市中小学教师游

园活动，内容有交谊舞，灯谜、有奖游戏、扑克、棋类等活动。

△1955 年元旦、春节文艺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有 20多个单位参加文艺

会演。

△1956 年春节文艺活动。初二，在市人民礼堂举办北海市文艺会演。

△1958 年元旦，举办文艺演出选拔赛。春节，各战线代表团将选出的节目

参加会演。

△1958 年国庆活动。一早，大街上到处张灯挂彩、红旗飘扬，到处贴满红

绿标语，洋溢着喜洋洋的气氛。有二万一千多人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活动。大

会举行阅兵仪式，解放军部队首先接受检阅，接着三千多民兵驾驶着模型坦克，

抬着模型大炮、飞机、威风凛凛地走过检阅台。阅兵后，群众开始游行。工人



队伍高举标志着工业成就的钢铁炉、机械模型及各种图表；渔民队伍抬着渔机

模型，表示坚决走机械化道路的决心；农民的队伍扛着一株 80多斤重的木薯和

高壮的禾苗、甘蔗、显示他们在农业战线上获得的丰产和巨大成就；体育大队

舞动着花圈骄健地向前走，还有三千多人的文艺化妆队载歌载舞地游行。晚上，

举行盛大的文艺会演，还分地区举行街道联欢演唱。

国庆节还举行有 30 个单位参加的黑板报比赛和 25 个单位参加的文娱歌舞

比赛。

△1959 年的节日活动。春节、“五一”、“六一”、“七一”、“十一”

等重大节日，均举办群众性的业余文艺会演，计组织 346 个节目。

△1960 年，一年来在重大节日举办全镇性的各种会演、晚会 38次，演出节

目 373 个。

△1962 年元旦，举办北海镇文艺会演。

△1963 年国庆，在工人文化宫灯光球场举行万人大唱革命歌曲晚会，有 24

个单位参加。其中北海中学演唱队由 400 多人组成。

△1964 年国庆，全市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以“海陆空军”、“工农”等一

系列造型宣传车为前导，载歌载舞。还举办展览、文艺会演和“大唱革命歌曲

晚会”。北海中学在“大唱革命歌曲晚会”里演唱了大型表演唱《想念雷锋》，

参加演唱的师生有一千多人，由该校的管弦乐队伴奏，获晚会演出一等奖。

△1965 年春节，举行全市职工革命歌曲独唱、独奏、诗歌朗诵比赛。市工

人文化宫还组织各单位文艺演出评奖。同时，市总工会组成工人代表团年初二

到咸田公社进行工农联欢，曾演出《工人渔民一家亲》等舞蹈节目。

△1966 年国庆节晚上，北海在工人礼堂举行由市文教局、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几个单位联合组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

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文艺会演”。各机关、工厂、学校、居委会及其他企事

业单位都排练节目参加。

△1977 年春节的文体活动有：1、初一举行环市跑、发动一万多人参加；2、

初二举行 5，000 多人的文艺、体育队伍游行，主要是全市各单位的业余文艺宣

传队参加，观众达 7 万多人；3、举办春节美术、摄影、诗歌、漫画专栏和黑板

报的汇展；4、举办篮球、足球、排球和拨河等项友谊邀请赛，和举办航空模型



遥控表演；5、举办春节游园活动和联欢演出等。

△1978 年春节的文体活动有：1、工人文化宫和北海公园举办游园活动；2、

举办黑板报汇展；3、举办美术和摄影展览；4、举办环市跑，举办篮球、足球、

排球和拔河邀请赛、武术表演；5、举办文艺大游行，以战线为单位组织；6、

增设诗歌、书法及其他文艺作品的专栏和专墙。1978 年，贯彻全国群众文化工

作会议精神，各地广泛开展“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文化活动。北海春节也

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文艺游行。整个队伍有红旗六百面，车辆一百零八部，

还有摸型、图表、造型共九十四点处，舞蹈队、鲜花队、腰鼓队、体育队、乐

队、舞狮龙队等共 49个队，游行人数 4，500 多人。

△1978 年国庆活动，根据上级通知，鉴于 1979 年是三十大庆，指示 1978

年的国庆活动从简，不组织游行、庆祝活动，不举行焰火晚会。

△1978 年 12 月，为庆祝广西区成立廿周年，北海举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艺

会演和中小学文艺会演。参加会演的单位 34个、节目 98 个、共演出 45场，观

众七万多人次。

△1979 年，每逢重大节日都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元旦、春节曾分别举行了

文艺演出晚会，演出了《荷花舞》、《扑蝶舞》等优秀传统舞蹈和话剧《约会》、

《糊涂爹娘》等。春节还举办全市黑板报比赛。“六一”举办了儿童画展。国庆

挑选部分工矿、学校和企业单位的部分优秀节目举行庆祝晚会，白天在人民公

园举行文艺游园活动，组织部分中小学、幼儿园演出节目、请民间歌手唱山歌、

请故事员讲故事，还举办美术、书法展览等。

△1980 年，在元旦，春节、“五一”、“六一”、“七一”、“十一”等

节日均组织文艺活动。春节期间有文艺游园、黑板报汇展、迎春赛诗会，刑法

图解展览、美术、摄影、书法展览、舞狮和武术表演游行等十多项。“五四”举

行大唱革命歌曲比赛，一连两晚在文化宫露天剧场举行，由市文化局、总工会、

市团委联合举办。第一晚有工矿企业、机关部队等 30多个单位、800 多人参加。

第二晚是各中小学的代表队参赛，共 2，000 余名歌手。“七一”举行民歌演唱

晚会。国庆举办独唱、独奏、小组唱、小合奏、齐唱等音乐晚会。

△1981 年的“五一”、“五四”，团市委、总工会、文化局联合举办全市

歌咏比赛。



1984 年端午节，北海恢复停办多年的龙舟赛，有 10个龙舟队参加，是北海

有史以来最热闹、场面最壮观的一届龙舟赛，约有 10万观众。

△1984 年的国庆活动。1、9月 29 日至 30 日，在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举行

歌咏大赛；2、10 月 1 日在市人民礼堂召开庆祝大会；3、市工人联队与港务局

队作足球比赛；4、举办烟花晚会；5、全市有 9 个舞狮队上街献舞；6、代表广

西参加全国优秀选手赛的市帆板队，在海滨游泳场作精彩表演。此外，还举办

书画、摄影展览。

△1985 年春节，各种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节前，举办花卉展销会，和平路

两侧，繁花似锦，盆景生辉，金鱼展鳍，宛如广州的年宵花市。初一上午，整

个滨城锣鼓喧天，雄狮抖鬃起舞、游龙昂首腾飞。由市总工会组织的舞狮、舞

龙、武术队伴着烟花炮竹沿街游行。市体委除主办环市跑外，还组织篮球、排

球、足球、帆板等比赛活动。令人瞩目的，有北海工人队与国家水电部足球队

的足球赛。大年初一，在人民礼堂门前，有花灯比赛和迎春赛诗会，参加赛诗

者即景赋诗，当众朗诵，当场评奖。在青少年宫，有迎春游园活动和时装表演。

春节期间，北海还举办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和举办象棋、围棋、黑板报、楹

联、迎春彩门牌楼等项比赛。

△1985 年元宵节(3 月 6 日)晚上，我市 36个单位慷慨赞助，在市体育场隆

重举行元宵烟花晚会。“爆竹声声，报道北海开放喜讯；梅花朵朵，喜传古里大

地回春”。

△1985 年端午节(6 月 22 日)，北海举办首届屈原杯龙舟赛，参赛的有八个

龙舟队，观众数万人。

△1985 年国庆节，最瞩目的活动，是由市文化局、总工会等 9 个单位联合

举办的“国庆歌咏晚会”。9 月 27 日、28 日两晚，在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有

来自机关、学校、工厂、部队、渔农村和街道等 31 个代表队的 1，200 多名演

唱者，分别演唱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现代的歌曲。其中由 40名退休、离休

及在职的老同志组成的“老干部合唱团”，给晚会增添了色彩。

△1986 年春节前，由城建局园林科和文化局，于 2 月 3 日至 7 日在和平路

联合举办了北海市第五届迎春花市展销会。上市的花木超过 4，000 盆。其中有

受群众喜爱的芍药、假槟榔、菊花、茶花、水仙、四季桔、玟瑰等花卉，还有



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山盆景和海石花盆景，以及鸟类，金鱼等。

△1986 年春节，群众艺术馆和市保险公司于人民礼堂门前联合举办“迎春

诗会”。

△1986 年端午节(6 月 11 日)，北海举办了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有 7 个龙

舟队参赛，观众近 10万人。

△1986 年中秋节，市群众艺术馆和市糖饼厂于人民礼堂门前，联合举办“中

秋诗歌音乐会”。农历八月十四日晚，由华侨宾馆和市电视台，于华侨宾馆庭院

联合举办“赏月联欢晚会”。晚会进行即席书画表演、吟诗赋对、歌舞魔术、广

东音乐等节目表演。晚会实况于中秋夜由市电视台转播。

△1986 年国庆节，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游园联欢会，

其中有独生子女书画比赛和计划生育书画展览，还特邀市粤剧团和轻音乐团表

演文艺节目。保险公司在人民礼堂一侧还举办以表现保险为题材的黑板报汇展。

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文娱场所也有精彩的文娱活动。

△1987 年春节，被彩旗和鲜花打扮的滨城，节日万紫千红。中山公园左侧

展出了三百多盆的花木盆景。北部湾广场人山人海。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官、

中山公园、海滨公园、体育场等场所都有多种精彩文体活动。

△1987 年中秋之夜，群众艺术馆和市保险公司于北部湾广场举办诗歌朗诵

会，优胜者得奖。

△1987 年国庆节，令人瞩目的文艺活动有：由中国工商银行北海分行、团

市委、群众艺术馆和中山公园联合举办的我市首届“储蓄杯”青春业余歌手大

奖赛。10月 1 日，这届大奖赛在中山公园进行决赛。

△1988 年 12 月上旬，为庆祝广西区成立 30周年、迎候中央代表团的光临，

我市空前的动用了三万盆观赏花卉装点滨城街头，北部湾中路、北部湾广场、

以及中山公园、海滨公园和民航售票站的门前，均形成花团锦簇的花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