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展演信息
2022 年 8 月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南 昌 地 区
江西省图书馆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馆、铅山县图书馆、寻乌县图书
馆、鹰潭市图书馆、信丰县图书

活动时间：8月10日

活动时间：8月24日 9：30

馆、大余县图书馆、南昌工学院

活动内容：芭蕾舞剧《死水微澜》

活动内容：中国山水画的诞生

图书馆、南昌市东湖区图书馆、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万年县图书馆、宜春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3日 9：30

章贡区图书馆、宜丰县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10日

19:45

19:45

活动内容：国学与人生智慧

活动时间：8月27日 9：30

广丰区图书馆、南丰县图书馆、

活动内容：《和合之声》音乐会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活动内容：礼乐文明与公共生活

广信区图书馆、新干县图书馆、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萍乡市图书馆、遂川县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6日 9：30

新余市图书馆、修水县图书馆、玉

活动时间：8月12日

19:45

活动内容：数学文化杂谈

活动时间：8月31日

山县图书馆、安义县文化中心、吉

活动内容：【聆听经典】Percée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活动内容：文学论文写作入门

安县图书馆、南城县图书馆、余干

萨克斯萨克斯四重奏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县图书馆、安源区图书馆、婺源县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8月10日 9：30

图书馆、永新县图书馆、芦溪县图

活动内容：何谓哲学

书馆、袁州区图书馆、樟树市图书

活动时间：8月13日

活动时间：8月

馆、广昌县图书馆、余江区图书

活动内容：吹过的街道·久石让动

活动内容：丹青绘老兵 水墨写忠

馆、金溪县图书馆、崇仁县图书

漫音乐视听演奏会

活动时间：8月13日 9：30

诚——陈桂明江西参战老兵写生画展

馆、定南县图书馆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内容：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

活动地点：西湖区图书馆、永修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县图书馆、九江市图书馆、宁都

联系电话：0791-88508952

活动时间：8月14日

县图书馆、南昌市图书馆、湾里管

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

活动内容：“笑傲江湖”中国经典

活动时间：8月17日 9：30

理局图书馆、永丰县图书馆、泰和

道666号

“武侠影视”音乐 视听音乐会

活动内容：心理学视域下的中国四

县图书馆、万安县图书馆、分宜县

大古典名著

图书馆、南康区图书馆、赣县区图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书馆、上饶市图书馆、兴国县图书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19:45

19:45

活动地点：音乐厅

江西省艺术中心
活动时间：8月16日

馆、龙南市图书馆、丰城市图书

活动时间：8月7日

活动时间：8月20日 9：30

馆、莲花县图书馆、共青城市图书

活动内容：陈印泉、侯振鹏领衔

活动内容：审美经验的完整性的理

馆、黎川县图书馆、井冈山市图书

《沧海艺声笑》相声专场

论规定

馆、都昌县图书馆、庐山市图书

活动地点：大剧院

19:45

19:45

活动内容：《安达组合》专场音乐会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时间：8月17日

19:45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活动内容：“歌中岁月”优秀声乐

活动内容：《天鹅湖》互动导赏古

作品音乐会

典音乐会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8月19日

19:45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266号

活动内容：喜迎党的二十大大召开
“行径致远”陈云海书法展

小英雄》

活动时间：临展

活动时间：8月5日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内容：《献礼建团百年，传承

活动内容：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青春力量》

军95周年——南昌画院红色主题

活动地点：市博绳金塔塔下寺东展厅

美术作品展

活动内容：儿童剧《猪猪侠之变身

活动内容：国家艺术基金 音乐剧
《火花》

联系电话：0791-

活动地点：大剧院

82070777/82086888
19:45

活动时间：8月1日-3日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8月20日

联系电话：0791-86220327

南昌市博物馆

19:45

19:45

南昌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8月28日 15:30、

活动内容：坂本龙一作品音乐会

活动时间：8月19、20日

活动地点：3号展厅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

联系电话：0791-86416217

1978号

地点：西湖区绳金塔街东侧

地点：南昌市建德观街1号

活动内容：“爱乐之城”——经典

江西省美术馆

电影音乐作品演奏会

联系电话：0791-86781457

南昌市文化馆
南昌市图书馆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8月1日—2日

活动时间：8月1日

活动内容：这座城——南昌世纪影

活动内容：“奋进新时代 勤廉南

活动时间：8月1日-7日

活动内容：世界经典动画主题曲亲

像摄影展

昌”——群文书法作品展

活动内容：“书香洪城、全民阅

子音乐会《爱丽丝梦游仙境》

活动地点：4号展厅

活动地点：红谷大厦中心广场

读”知识竞答（第十一期）之“喜

活动时间：8月21日

19:45

活动地点：音乐厅

迎二十大、八一建军节”建军知识
活动时间：8月1日—25日

活动时间：8月15日-31日

活动内容：峥嵘印迹——纪念三个

活动内容：南昌湿地摄影作品展

活动内容：《加勒比海盗》激情梦

95周年版画作品展

活动地点：朝阳展厅

想视听音乐会

活动地点：1、2号展厅

活动时间：8月22日

19:45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8月6日—18日
活动时间：8月27日

19:45

活动内容：“共振”-27楼艺术展

活动地点：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传承红色基因，开创强

联系电话：0791-86416217

军伟业——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

地点：西湖区绳金塔街东侧

主题展
活动地点：一楼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活动内容：《八大山人书画真迹展》

原陈列
活动地点：新四军旧址7号楼

活动时间：8月12日-31日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地点：真迹馆一楼、二楼真迹

活动内容：好书计划 |八月新书

活动内容：《红土地上的朱德》

展厅

推荐

活动地点：朱德旧居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新四军统战工作图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彭友善书画展》

片展》

联系电话：0791-86532193

活动内容：《江西武备学堂历史展》

活动地点：彭友善美术馆

活动地点：新四军旧址8号楼

地点：南昌市东湖区新洲路12号

活动地点：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活动时间：临展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时出新致——八大山

活动内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活动内容：《朱德军官教育团革命

人纪念馆馆藏梁邦楚写意画展》

基本陈列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展》

活动地点：真迹馆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

活动内容：《南昌起义 伟大开端》

活动地点：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活动地点：三楼外借部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3、4号楼
活动时间：临展

活动地点：陈列大楼一、二楼展厅
活动时间：临展

活动内容：《仰止个山满乾坤——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光影八一——馆藏珍

八大山人纪念馆典藏花鸟画名家特展》

活动内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活动内容：《铁心跟党走——南昌

贵老照片专题展》

活动地点：真迹馆二楼展厅

复原陈列

起义时的贺龙》

活动地点：总指挥部旧址三楼临展厅
联系电话：0791-85277236

活动地点：贺龙指挥部旧址
联系电话：0791-86613806
活动时间：常年

联系电话：0791-86214160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地点：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119号

活动时间：常年

南昌小平小道陈列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

活动地点：叶挺指挥部旧址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铁的新四军》基本陈列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八大山人生平展》

活动地点：新四军新馆一楼陈列大厅

活动内容：《南昌起义中的国民革

活动地点：八大山人纪念馆古建

命军第十一军》
活动地点：叶挺指挥部旧址

1号楼

地点：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路259号

地点：南昌市中山路380号

活动内容：《骁将的坎坷——叶挺
生平展》

活动地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内容：小平小道陈列馆基本

活动时间：常年

陈列

活动内容：《新四军军部旧址》复

活动地点：小平小道陈列馆主展厅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九 江 地 区

活动内容：九江市政协文史展

联系电话：0791-83682658
地点：南昌市新建区望城镇省庄村

南昌陈云旧居陈列馆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时间：8月

九江市美术馆

活动地点：九江市政协文史馆

活动时间：8月10日-30日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风华——九江青年

活动内容：强军伟业 光辉历

美术家十人展》

程——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

活动地点：1号展厅

95周年
活动地点：6、7号展厅

活动内容：陈云旧居陈列馆基本
陈列
活动地点：主展厅

联系电话：0792-8561235

活动时间：8月1日-30日

地点：九江市南湖支路4号

活动内容：九江地区出土铜镜展
活动地点：5号展厅

联系电话：0791-85213396
地点：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路53号

九江市博物馆
活动时间：8月1日-20日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九派东流 物证千

活动内容：九派云横——九江历

年——九江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展

史文化陈列

活动地点：3号展厅

活动地点：2号展厅
联系电话：0792-8135002
活动时间：全年

地点：八里湖新区文博园内

活动内容：浔阳文脉——九江非
物质文化遗产集萃

九江市文化馆

活动地点：1号展厅
活动时间：8月5日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寻梦环游记》亲子

活动内容：九江禁毒展

视听音乐会

活动地点：4号展厅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动剧

决赛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主题音乐会》

活动时间：8月15日

活动时间：8月18日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活动内容：艺术节合唱类决赛

活动内容：首届九江市街舞年度盛典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活动内容：“翰墨润童心•艺起向

活动时间：8月15日-16日

活动时间：8月20日

未来”九江市少儿励志书画作品展

活动内容：九江市首届少儿科技体

活动内容：儿童剧《地心游记》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九江

验和展示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文艺展厅”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九江

活动时间：8月6日
活动内容：《天空之城——久石让

活动时间：8月6-7日

文艺展厅”

活动时间：8月27日
活动内容：《地壳运动之地震来

活动时间：8月7日
活动内容：《哈利波特》主题专场

活动时间：8月15日-16日

啦》科普讲座

音乐会

活动内容：九江大型动漫展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
活动时间：8月27日

活动时间：8月9日

活动时间：8月15日-22日

活动内容：DL艺考心里讲座：《父

活动内容：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

活动内容：江西省第十三届少儿艺

母如何看待孩子叛逆期心理健康》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术节美术书法获奖作品展

活动地点：文化艺术中心1号楼多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媒体教室

活动时间：8月12日

大厅
联系电话：0792-8222205

活动内容：文学沙龙：《返影入深
林——闲聊中国传统美》

活动时间：8月16日

地点：九江市濂溪区十里河南路与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一号楼

活动内容：艺术节舞台综艺类决赛

兴业大道交叉路口

2楼多媒体教室

活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

活动时间：8月13日

活动时间：8月17日

活动内容：惊天魔术团——魔术互

活动内容：残疾人青少年艺术大赛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景 德 镇 地 区

活动内容：珠山逸韵——景德镇近

活动地点：二号临展厅

民俗用瓷陈列展》、明园《明代古

代陶瓷珍品展
活动地点：南通博物苑

景德镇市美术馆

联系电话：0798-8253706

民居陈列展》、瓷碑长廊《景德镇

地点：景德镇市昌江区紫晶北路1号

古代制瓷图展》、《瓷都赞-中国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常设展

活动内容：瓷心寄情——张曙阳先

活动内容：“百年盛典·铭记历

生捐赠新中国时期出口瓷展

史”——中共景德镇市革命历史图

活动地点：六号临展厅

片展
活动地点：D展厅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活动时间：全年		

民俗文化陈列展》

活动内容：出土正统、景泰、天顺

活动地点：展厅

活动内容：《海魂墨境》——姜云

活动地点：展厅

活动内容：“迎七一·颂党

活动地点：三号临展厅

观•爱国敬党陶瓷美术作品展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地点：A展厅

活动内容：“丝路漫漫”——中国
历代外销瓷展

联系电话：0798-8210396

景德镇民窑博物馆

物馆1号楼
活动时间：全年		

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

活动地点：一号临展厅

活动内容：“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

联系电话：0798-8524587
地点：景德镇市枫树山盘龙岗

地点：景德镇市浙江路民窑遗址博

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千字文》陈列展、苍溪民居“妈
祖”神像、明园五股祠堂《景德镇

御窑瓷器特展

宗国画·瓷画艺术展

活动时间：8月1日-30日

古今名人陶瓷书法艺术展》、石刻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8月1日-15日

业习俗展》、清园大夫第《景德镇

活动内容：“薪火千年”精品展、
“宋元制瓷作坊遗址”陈列展、

活动时间：全年		

“明代葫芦窑、马蹄窑遗址、龙窑

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暨建军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景德镇瓷业习俗陈列

遗址”陈列展、湖田窑遗址科普展

95周年陶瓷书画展览

活动内容：《瓷业高峰是此都——

展、景德镇民俗用瓷展览、明清民

示、民窑制瓷生产工艺陈列、科普

活动地点：B展厅

景德镇瓷器、瓷业与城市发展史》

居及家具陈设展、妈祖神像民俗场

展示陈展提升

基本陈列展览

景展、景德镇古代制瓷图展、瓷都

活动地点：1、2号展厅

活动地点：常设展厅

赞——中国古今名人陶瓷书法艺术

联系电话：0798-8563966
地点：景德镇珠山大道1979号

活动时间：全年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活动时间：8月

展、石刻《千字文》陈列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展厅

活动内容：民窑制瓷生产工艺陈

活动内容：与世界对话的景德镇

列、“宋元制瓷作坊遗址”陈列

《归来·丝路瓷典》丝路陶瓷见证

活动时间：长期		

展、明代葫芦窑科普展示

500年全球化

活动内容：清园玉华堂《景德镇瓷

活动地点：3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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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全年		

联系电话：0798-8221503

活动内容：湖田窑遗址乌鱼岭重点

地点：景德镇市景兴大道26号

景德镇市文化馆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红色安源 工运旗帜

联系电话：0798-8481047

活动内容：“喜迎二十大 画笔颂

活动地点：主馆

地点：景德镇珠山区航空路18号

党恩”江西省群文美术创作活动展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内容：红色金融事业的先河
活动地点：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

活动时间：长期

保护区

革命活动展览馆
活动时间：长期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保护区马蹄窑、龙窑科普展
活动地点：湖田窑遗址乌鱼岭重点

萍 乡 地 区

社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

活动时间：长期

导——刘少奇

活动内容：安源工运时期廉政建设

活动地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谈

活动时间：8月1日

展

判处旧址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迎八一演出（慰问火箭

活动地点：安源工运时期廉政建设

活动内容：陶工印迹——景德镇百

军部队）

陈列馆

年陶瓷工业遗产展

活动地点：景德镇市文化馆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

地点：景德镇新厂西路150号陶溪

活动内容：唤起工农千百万——毛
活动时间：长期

泽东和安源

联系电话：0798-8221503

活动内容：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

活动地点：安源工农兵政府旧址

地点：景德镇市景兴大道26号

袖——刘少奇

活动地点：展厅
联系电话：17779857477

活动地点：谈判大楼旧址
联系电话：0799-7101073

川内A2

景德镇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长期

地点：萍乡市安源镇安源路矿工人

活动内容：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历史

运动纪念馆

展
活动地点：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

萍乡市美术馆

军伟业——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时间：8月

主题展

活动内容：中共湖南省委驻安源革

活动内容：“喜迎二十大”全市的

活动地点：景德镇市图书馆

命活动展览

少儿美术书法作品展

活动地点：中共湖南省委移驻安源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传承红色基因 开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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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线上
活动时间：8月

新 余 地 区

活动内容：寻觅梦想——芦溪县特

联系电话：0799-6832783

殊教育学校作品展

地点：萍乡市玉湖东路3号

新余市美术馆

萍乡市博物馆

活动时间：8月1日-15日

活动地点：一楼未成年人展厅
联系电话：0799-6868967
地点：萍乡市滨河东路376号

活动内容：上善渝水 抱石故
活动时间：全年

园——渝水区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

活动内容：昭萍之光

创作书画展

萍乡市图书馆

活动地点：主展厅

活动地点：1号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全年

联系电话：0790-6458719

活动内容：珠还合浦 历劫重

活动内容：萍乡民俗文化展示

地点：新余市仰天东大道69号

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

活动地点：民俗馆展厅

展览
活动地点：正门展览厅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萍乡好人展示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地点：好人馆

活动内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阅读推广展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二楼中庭

活动内容：巫傩文化的遗存一一馆
藏面具文化特展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地点：主馆四楼

活动内容：赣图联盟展览
活动地点：线上
联系电话：0799-6832694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艺术与阅读”美育系
列展

地点：萍乡市滨河东路376号

2/0/2/2/年/一/月/文/化/和/旅/游/展/演

鹰 潭 地 区
鹰潭市博物馆

活动地点：少儿阅览室
联系电话：0701-6221271

联系电话：0701-6272023

地点：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林荫西

地点：江西省鹰潭市湖西路4号

路15号
活动时间：8月1日-15日
活动内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鹰潭市文化馆

产——花样子鄂州雕花剪纸展
活动地点：临时展厅一楼

活动时间：8月1日
活动内容：庆八一专场音乐会

活动时间：8月23日-31日		

活动地点：市民广场

活动内容：喜迎党的二十大红色主
题版画展

活动时间：8月中旬

活动地点：临时展厅一楼

活动内容：鹰潭市首届社区乡村艺
术节走进贵溪塘湾

活动时间：8月1日-30日		

活动地点：鹰潭市文化馆新馆

活动内容：童梦之旅——儿童美术
作品展

联系电话：0701-6210763

活动地点：临时展厅二楼

地点：江西省鹰潭市湖西路4号

联系电话：0701-6221036

鹰潭市图书馆

地点：鹰潭市湖西路4号
活动时间：8月上旬

鹰潭市美术馆

活动内容：喜迎二十大 阅读向未
来——灯谜讲座

活动时间：8月1日-23日		

活动地点：少儿阅览室

活动内容：瓷言漆语宁钢、熊建新
陶瓷漆画巡展

活动时间：8月下旬

活动地点：鹰潭市美术馆

活动内容：优秀电影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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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州 地 区

活动时间：长期		

赣州市美术馆

活动内容：室内植物园
活动地点：室内植物园展厅

赣州市博物馆

艺演出
活动地点：中心城区公园、景区、

活动时间：8月13日-23日		

社区等

活动内容：江西省第八届漫画展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地点：赣州美术馆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中央苏区历史陈列展厅

活动内容：无声的号角

活动地点：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

活动时间：8月		

在七夕”中华经典爱情诵读活动

活动地点：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1楼

1、2楼

活动内容：赣州美术馆“网络展

活动地点：中心城区公园、景区、

厅”系列名家展览

社区等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客家摇篮赣州主题展览

活动内容：开国将帅厅

活动地点：客家摇篮赣州展厅

活动地点：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3楼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赣州七里镇窑陶瓷

活动内容：百年征程江西红

活动地点：赣州七里镇窑陶瓷

活动地点：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

活动内容：“我们的七夕”之“爱

活动地点：网络展厅
联系电话：0797-8210283
联系电话：18214992780

地点：赣州市章贡区九曲河路23

地点：赣州市章贡区赣康路与长宁

号

路交叉口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赣州市文化馆
活动时间：长期

1、2楼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时间：8月5日

活动内容：《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

活动内容：恐龙奇观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2022年江西省广场舞

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

活动地点：恐龙奇观展厅

活动内容：奋进新时代 书写新荣

集中展演活动（赣州赛区）

活动地点：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

光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10

活动地点：新馆室外群星广场

史博物馆展厅

活动时间：8月19日-21日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赣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

活动内容：《巾帼铁流——长征女

曲艺（故事）艺术大赛

红军》

活动地点：于都县长征源大剧院

活动地点：瑞金市长征希望小学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短期

活动内容：“八一”建军节群众文

活动内容：《榜样的力量：焦裕禄》

活动时间：长期		

周年成就展

活动内容：丰饶赣州

活动地点：2楼

活动地点：丰饶赣州展厅
活动时间：长期		

联系电话：0797-8681259

活动内容：防震减灾科普馆

地点：章江新区城市中央公园西侧

活动地点：防震减灾科普展厅

赣康路与长宁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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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春 地 区

活动地点：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
史博物馆二楼临时展厅

联系电话：0795-3859230
地点：宜春市袁州区府西路科技之

宜春市美术馆

窗东侧

列展》

活动时间：8月1日-7日

活动地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活动内容：石墨镌华•拓片里的书

宜春市文化艺术中心保利大剧
院（艺术中心）

活动时间：8月10日-31日
活动内容：《中央苏区廉政史迹陈

法史——上饶美术馆馆藏历代金石
活动时间：短期

碑帖展

活动时间：8月12日 19:30

活动内容：《革命理想高于天——

活动地点：第一、二展厅

活动内容：儿童剧《花格子大象艾

川陕记忆》

玛》

活动地点：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

活动时间：8月3日-31日

史博物馆

活动内容：美术培训中心少儿展
活动地点：第四、五展厅

联系电话：0797-2508558
地点：瑞金市象湖镇龙珠路一号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时间：8月13日 19:30
活动内容：《“胡桃夹子奇妙夜”

活动时间：8月6日

灵聆乐团沉浸式亲子音乐会》

活动内容：石墨镌华——碑拓公教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
活动地点：三楼“版画工坊”

活动时间：8月14日 19:30
活动内容：《传承·经典 高天钢

活动时间：8月13日

琴艺术家史博阳独奏音乐会》

活动内容：志愿者讲堂公教活动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地点：三楼“研讨交流室”
活动时间：8月15日 19:30
活动时间：8月22日

活动内容：昆剧 青春版《牡丹

活动内容：“守望的星星”留守儿

亭》精华本

童导览公教活动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地点：第一、二、四、五展厅
活动时间：8月16日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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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儿童剧超级飞侠《海洋

3198088

竞答活动

G指令》

地点：宜春市袁州区明月北路枣树园

活动地点：线上活动

活动时间：8月4日19:00-20:00
活动内容：2022夏季免费培训少

活动地点：大剧场

宜春市博物馆
活动时间：8月17日 19:30

活动时间：8月

儿形体班

活动内容：“红领巾小小讲解员”

活动地点：310培训教室

活动内容：大型原创环保题材儿童

活动时间：8月

招募及培训活动

舞台剧《狗狗总动员》

活动内容：展览《宜春道德模范

活动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及近现

活动时间：8月8日19:00-20:00

活动地点：大剧场

展》

代史迹厅

活动内容：2022夏季免费培训少

活动地点：二楼走廊

儿形体班
活动时间：8月4日

活动时间：8月19日 19:30

活动地点：310培训教室

活动内容：民族舞剧《田园》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我们的节日•七夕”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

主题社教活动

活动时间：8月11日19:00-20:00

片展

活动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活动内容：2022夏季免费培训少

活动时间：8月26日 19:30

活动地点：袁州谯楼

儿形体班
活动时间：8月5日

活动内容：超时空概念舞蹈作品

活动地点：310培训教室

《卡冈图亚》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美物话宜春”主题系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内容：《方寸间铭记光辉历

列活动

活动时间：8月

程》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邮票图片

活动地点：线上活动

活动内容：百姓大舞台---电影专场
活动地点：百姓大舞台

活动时间：8月28日 19:30

展

活动内容：家庭音乐剧《王子与

活动地点：一楼大厅、中心城区各

联系电话：0795-3258490

乞丐》

社区、周边乡镇

地点： 宜春市袁州区泸州北路

联系电话：0795-3567450

536号

地点：宜春市府西路1号科技之窗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时间：8月1日-20日
活动时间：8月30日 19:30

活动内容：“走进谯楼”暑期研学

活动内容：恐龙科普儿童剧《恐龙

活动

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2》

活动地点：袁州谯楼

活动地点：大剧场
联系电话（订票电话）：0795-

西侧

宜春市文化馆
宜春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2日 19:00-20:00
活动内容：2022夏季免费培训少

活动时间：8月1日-30日

活动时间：8月1日-10日

儿形体班

活动内容：全民阅读之——我是小

活动内容：“强国复兴有我”知识

活动地点：310培训教室

小领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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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微信公众号

上 饶 地 区

上饶市图书馆

联系电话：0795-3272901
地点：宜阳新区卢洲北路536号

上饶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赣图讲座与展览联盟系

活动时间：8月

列展览

活动内容：初心印迹·纪念新兴版

活动地点：二楼前厅

画运动90周年暨上饶版画与文献
研究展（1931-2021）

联系电话：0793-8118025

活动地点：第2、3、4展厅

地点：上饶市广信大道106号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玲珑文薪——上饶藏书
票群体作品展
活动地点：第5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柔色以温——温祖望捐
赠版画展
活动地点：第6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雄关漫道·上饶美术馆
藏红色主题版画展
活动地点：第7展厅
联系电话：0793-8118579
地点：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中
大道6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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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安 地 区

联系电话：0796-8328299

抚 州 地 区

地点：抚州市迎宾大道586号

地点：吉州区城南新区吉州大道旁

吉安市美术馆

联系电话：0794-8222663

抚州市博物馆
汤显祖纪念馆

活动时间：8月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第二届吉安市书法篆刻展

活动内容：血染战旗红——中央苏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地点：1、2号展厅

区反“围剿”在抚州

活动内容：东方戏圣汤显祖

活动地点：三楼自由展厅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内容：喜迎党的二十大 奋力

活动时间：基本陈列展览

活动时间：常年

建设“三区”——吉安市书法美术

活动内容：历史文明展

活动内容：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特展

摄影作品展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时间：基本陈列展览

联系电话：0794-8220366

联系电话：0796-8959571

活动内容：临川文化展

地点：抚州市文昌大道1325号

地点：吉安市城南文化艺术中心B栋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时间：8月中旬

活动地点：1、2号展厅

王安石纪念馆
吉安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1日

活动时间：基本陈列展览
活动内容：赣东烽火展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地点：三楼展厅

活动内容：王安石生平事迹展
活动地点：熙丰楼展厅

活动内容：喜迎八一 与革命先辈
同行——建军节主题连环画阅读活动

活动时间：基本陈列展览

活动地点：展厅

活动内容：恐龙王国展

活动时间：常年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内容：王安石诗词欣赏展
活动地点：半山堂展厅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内容：暑期电影展播

活动时间：基本陈列展览

活动地点：报告厅

活动内容：洪门追源展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地点：四楼展厅

活动内容：临时展览：《全国全省

道德模范事迹展》

活动内容：“喜迎八一，与革命先

活动地点：馆内停车场

辈同行建军节”主题连环画阅读活
动

活动时间：8月

活动地点：线下

活动内容：临时展览：《清正廉洁
王安石和王氏家风家训》

活动时间：8月7日

活动地点：熙丰楼前

活动内容：“书香抚州、全民阅
读”之“喜迎二十大、八一建军

联系电话：0794-8222249

节”知识竞赛活动

地点：抚州市王安石纪念馆

活动地点：线上

抚州市美术馆

联系电话：0794-8222254
地点：抚州市迎宾大道588号

活动时间：8月1日-9日
活动内容：抚州市“歌颂我们的小
康生活——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美术展
活动地点：市拟岘台一楼
联系电话：13907048031
地点：抚州市临川区汝水大道1号

抚州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8月1日-15日
活动内容：线上阅读推荐
活动地点：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