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展演信息

2021 年 1 月

南 昌 地 区
江西省博物馆

活动时间：1月15日—31日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金色海昏——汉代海昏

活动内容：白色金子•东西瓷都——

活动内容：“江西·印象”大型图

侯国历史文化展

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

片展

活动地点：一、二楼展厅

活动地点：三楼4号展厅

活动地点：九江市图书馆、樟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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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丰城市图书馆、南昌市

联系电话：0791-83835768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联系电话：0791-88233369

图书馆、上饶市图书馆、景德镇

地点：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X034

活动内容：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北大道

市图书馆、井冈山市图书馆、共

县道以北

江西古代历史文化展

698号

青城市图书馆、都昌县图书馆、

1月

活动地点：二楼2号展厅

玉山县图书馆、宜丰县图书馆、

文

寻乌县图书馆、永新县图书馆、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江西省图书馆

化

活动内容：红色摇篮——江西人民

江西省美术馆

定南县图书馆、袁州区图书馆、
广昌县图书馆、黎川县图书馆、

活动时间：：1月1日—28日

和

活动时间：1月2日

余江区图书馆、万安县图书馆、

活动内容：勇猛精进——虚苑版画

活动地点：二楼3号展厅

活动内容：《复活》——心灵的复

大余县图书馆、莲花县图书馆、

精品展

活与救赎之路

湾里区图书馆、铅山县图书馆、

活动地点：二楼南厅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安义县图书馆、吉水县图书馆、

旅

革命史陈列

游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万年窑火 千年瓷都——

南昌县图书馆、弋阳县图书馆、

活动时间：1月1日—28日

展
演
信
息

江西古代陶瓷文化展

活动时间：1月9日

新建区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

活动内容：印记赣鄱——江西版画

活动地点：三楼6号展厅

活动内容：《尔雅》——词林义

书馆、广丰区图书馆、兴国县图

学术研究展

府，博物不惑

书馆

活动地点：一楼南北厅，三楼南北厅

联系电话：0791-88508952

活动时间：1月8日—18日

活动时间：1月13日

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

活动内容：江苏省画院邀请展

活动内容：语言遗产与语音文化

道666号

活动地点：二楼北厅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活动内容：物华新诗——赣鄱非遗馆
活动地点：三楼7号展厅
活动时间：1月1日—15日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活动内容：同心·你我——江西省

联系电话：0791-86232518

博物馆征集抗疫见证物特展

活动时间：1月16日

活动地点：一楼1号展厅

活动内容：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活动地点：赣图锦书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活动时间：1月

地点：南昌市八一大道266号

江西艺术中心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GujiGuji小鳄鱼》
活动地点：音乐厅

活动时间：1月1日10:30、15:30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骁将的坎坷——叶挺生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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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活动内容：正版授权大型实景舞台

活动时间：1月30日、31日19:45

平展

活动内容：《铁的新四军》基本陈列

剧《奥特曼宇宙之光》

活动内容：邹静之编剧 x 张国立导

活动地点：叶挺指挥部旧址一楼

活动地点：新四军新馆一楼陈列大厅

活动地点：大剧院

演 x 张铁林领衔主演 话剧《我爱
桃花》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内容：南昌起义中的国民革命

活动内容：新四军军部旧址复原陈列

军第十一军

活动地点：新四军旧址7号楼

活动时间：1月5日、6日19:45
活动内容：中文原创音乐剧《灵魂

文

摆渡之永生》

订票电话：0791-

活动地点：大剧院

82070777/82086888
地点：南昌市高新大道1978号

活动地点：叶挺指挥部旧址二楼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新四军统战工作图片展

活动时间：1月9日19:45

活动内容：江西武备学堂历史展

活动地点：新四军旧址8号楼

活动内容：福建交响乐团2021新年

活动地点：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化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和
旅

音乐会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游
展
演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朱德军官教育团革命活

基本陈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活动时间：1月10日19:45

活动内容：南昌起义 伟大开端

动展

复原陈列

活动内容：璀璨之星——全明星乐

活动地点：陈列大楼一、二楼展厅

活动地点：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活动地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

活动地点：大剧院

队中外经典歌曲演唱音乐会

1、3、4号楼

信
息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时间：临时展览

活动内容：铁心跟党走——南昌起

活动内容：那些年、那些人、那些

活动时间：临时展览

活动时间：1月14日19:45

义时的贺龙

书——连环画中的红色经典

活动内容：黄河在怒吼——八路军

活动内容：原创杂技版童话剧《胡

活动地点：贺龙指挥部旧址一楼

活动地点：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抗战文化图片展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地点：新四军新馆二楼临时展厅

桃夹子》
活动地点：大剧院
活动时间：1月23日15:30、19:45
活动内容：新西兰绘本皮影儿童剧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联系电话：0791-86613806

活动内容：红土地上的朱德

地点：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380号

活动地点：朱德旧居一楼

联系电话：0791-86214160
地点：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119号

南昌市博物馆

联系电话：0791-88510784

活动地点：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地点：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718号

怀——古琴文化与琴曲分享会》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时间：1月15日

活动内容：南昌历史两千年

活动内容：天堂倒映人间——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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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灌婴城展厅

南昌市图书馆

联系电话：0791-86532193

活动地点：二楼大厅

地点：南昌市东湖区新洲路12号

1月
文

活动时间：1月1日

活动内容：绳金塔地宫和塔刹出土

活动内容：2021“红旗颂”交响管

活动时间：1月16日

文物图片展

乐新年音乐会

活动内容：豫章讲坛《传统声音的

活动地点：绳金塔塔下寺东展厅

活动地点：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当代演释——以豫章小学豫章路校

化

活动时间：1月1日—2日

活动地点：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内容：墨品2020：江西科技师

和

85203047/86416217

活动内容：大美冬景——冬至全球

地点：南昌市西湖区绳金塔街东侧

美景大赏展

活动时间：1月16日

活动地点：二楼大厅

活动内容：《老鼠记者》系列活动

旅

活动时间：1月1日

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国画作品展
活动地点：二、三楼展厅

游

之《太空秘密行动》鼠迷欢乐会

活动时间：1月5日—10日

活动地点：少儿部活动室

活动内容：江西省美术家赴南丰县

展

活动内容：《一本好书》系列活动

采风作品展

演

活动时间：1月9日

之《山野郊游图鉴》阅读分享会

活动时间：1月23日

活动内容：木偶剧《森林王子》

活动地点：少儿部活动室

活动内容：豫章讲坛《如何唱好歌》

信

活动地点：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地点：群星剧场

南昌美术馆

区民乐团为例》
联系电话：0791-

活动时间：1月3日

活动地点：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图书馆掠影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南昌市文化馆

活动内容：豫章讲坛《文人“琴”

息

活动时间：1月9日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时间：1月13日—29日
活动内容：故乡的风景1960-2020从

活动时间：1月10日

活动内容：《绘本之旅》系列活动

活动时间：1月30日

誌60年庆廖维章中国画作品展

活动内容：精品人偶剧《三只小猪》

之《A hospital in the wood》

活动内容：《大中华寻宝记》系列

活动地点：一楼、二楼展厅

活动地点：群星剧场

活动地点：少儿部活动室

活动之《秦朝寻宝记》历史主题知

活动时间：1月16日

活动时间：1月9日

活动内容：课本剧《司马光砸缸》

活动内容：豫章讲坛《搭建家庭阅

活动地点：群星剧场

读屋——我和孩子一起阅读》

识竞赛

联系电话：0791-86781457

活动地点：少儿部活动室

地点：南昌市建德观街1号

活动时间：1月30日

九 江 地 区

联系电话：0792-8561235

联系电话：0792-8222205

活动时间：1月16日

地点：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博园

地点：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化艺术

活动内容：第5届少儿读者春节联欢

中心

晚会海选

九江市博物馆

活动地点：寻庐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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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文化馆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九江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1月24日

1月
文

活动内容：陶风瓷韵——江西省文

活动时间：1月8日—10日

物商店典藏文物精品展

活动内容：九江首届“八里湖之

活动时间：1月1日

历史地位》

活动地点：3号展厅

春”新春非遗庙会

活动内容：“我们的节日”——元

活动地点：第二报告厅

活动地点：九江市文化艺术中心

旦特别活动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寻庐讲坛《九江工业的

活动地点：大厅

化
和

活动时间：1月8日

2020首届九江市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会

活动内容：“展文化自信 迎建党百

活动时间：1月2日

活动地点：5号展厅

年”七彩社团联盟2020精品文艺节

活动内容：苗苗妈妈故事会第26期

目展演

活动地点：三楼第二报告厅

旅

活动内容：文旅九江创意无限——

游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地点：九江市文化艺术中心大

活动内容：闽越遗韵——世界遗产

剧院

展

名录中一个消失的民族

演

活动地点：3号展厅

活动内容：苗苗妈妈故事会第27期
活动地点：三楼第二报告厅
活动时间：1月30日
活动内容：苗苗非遗课堂第22期
活动时间：1月2日

活动地点：少儿馆书法教室

活动内容：苗苗非遗课堂第20期
活动时间：1月8日

活动地点：少儿馆书法教室

联系电话：0792-2169957
地点：九江市浔阳区庐山南路229号

活动内容：“金牛献瑞送万‘福’

信
息

联系电话：0792-8135002

春联”暨“我与金牛同框”新春留

活动时间：1月9日

地点：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博园

影活动

活动内容：寻庐讲坛《心脑血管病

活动地点：九江市文化艺术中心

的防治》
活动地点：第二报告厅

九江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1月30日

活动时间：1月9日
活动内容：七彩文艺大讲堂《音乐

活动时间：1月16日

活动时间：1月1日—17日

何需懂》

活动内容：苗苗非遗课堂第21期

活动内容：2020九江色彩大展

活动地点：九江市文化艺术中心大

活动地点：少儿馆剪纸教室

活动地点：1号展厅

剧院

景 德 镇 地 区

活动地点：常设展厅
活动时间：全年

景德镇市文化馆

品展览陶艺作品展》全景展示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地点：江西文旅云·中国景德

活动内容：风从广州来——鸦片战

镇陶瓷数字博物馆

争纪念馆馆藏清代外销艺术品展
活动地点：东莞鸦片战争纪念馆

活动内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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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七十周年“国家记忆——景德镇

活动时间：1月

活动时间：1月

国家用瓷特展”

活动内容：月圆逸韵——景德镇珠

活动时间：1月1日、2日、9日、17

活动内容：迎新春装饰画艺术展

活动地点：1号临展厅

山八友主题瓷画作品展

日、23日、30日

活动地点：文旅部恭王府博物馆

活动内容：陶瓷文化研学之旅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1月

活动地点：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活动时间：全年

文

活动内容：与世界对话的景德镇

活动时间：1月

地点：景德镇市珠山区马鞍山路5号

《归来·丝路瓷典》丝路陶瓷见证

活动内容：盛世之器——清代康雍

联系电话：0798-8253706

500年全球化

乾时期景德镇陶瓷珍品展

地点：景德镇市昌江区紫晶北路1号

活动地点：2号临展厅

活动地点：东莞鸦片战争纪念馆

化

联系电话：0798-8206694

和

景德镇市图书馆

旅

活动时间：全年

游
展
演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瓷业高峰是瓷都——

活动内容：只争朝夕，不负韶

瓷器、瓷业与景德镇城市发展史基

华——喜迎元旦

本陈列展览》全景展示

活动地点：景德镇市图书馆

活动地点：江西文旅云·中国景德
镇陶瓷数字博物馆

信

联系电话：0798-8221503

息

地点：景德镇市景兴大道26号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彝鼎留芳——宋元米
黄釉瓷器特展》全景展示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活动地点：江西文旅云·中国景德
镇陶瓷数字博物馆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瓷器、瓷业与景德镇城

活动时间：全年

市发展史基本陈列展览

活动内容：《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

萍 乡 地 区

新 余 地 区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联系电话：0790-6458719
地点：新余市仰天东大道69号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萍乡博物馆

活动内容：萍乡书画院第四届院展

新余市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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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文化馆

作品展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内容：萍乡好人事迹展
活动地点：民俗展厅

1月

活动内容：全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图

活动时间：1月14日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片展

活动内容：2020年“百姓大舞台”

活动内容：寻觅梦想——芦溪县特

活动地点：一楼大厅

优秀节目展演暨颁奖晚会

文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殊教育学校作品展

活动内容：昭萍之光

活动地点：一楼未成年人展厅

化

活动地点：博物馆展厅

和

活动时间：1月1日—10日

活动时间：1月1日

活动地点：一楼小剧场
活动时间：1月1日—9日

旅
游
展

活动内容：“不忘初心跟党走”贯

活动时间：1月16日

联系电话：0799-6868967

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书法展暨新

活动内容：市文化馆、市音协组织

地点：萍乡市滨河东路376号

余市第八届四校五协书法展

开展“新年音乐会”

活动地点：美术馆展厅

活动地点：一楼小剧场

活动时间：1月20日—28日

联系电话：13907907166

活动内容：2021新余市室内设计优

地点：新余市抱石东大道177号

活动内容：江西现代漆画文献展
活动地点：临时展厅

萍乡市文化馆
活动时间：1月13日—24日

演

活动内容：李祖葳山水画展

活动时间：1月15日

秀作品展

活动地点：临时展厅

活动内容：2020年萍乡市社区文化

活动地点：1号展厅

信

艺术节、广场舞精品节目展演

息

联系电话：0799-7115598

活动地点：安源大剧院

地点：萍乡市滨河东路376号
联系电话：0799-6832798
地点：安源大剧院

萍乡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活动内容：江西现代漆画文献展

鹰 潭 地 区

联系电话：0701-6221271

活动地点：二楼常设展厅

地点：鹰潭市林荫西路15号
联系电话：0701-6221036

鹰潭市图书馆&文化馆

地点：鹰潭市湖西路4号

2 0 2 1年

鹰潭市博物馆
活动时间：1月

1月

活动内容：“天堂倒映人间”——

活动时间：1月

最美图书馆掠影

活动内容：牛气冲天——辛丑年贺

活动地点：一楼大厅

新春展

文

活动地点：一楼临时展厅
活动时间：1月1日—2日

化
和

活动内容：古镇新韵——上清古镇

活动时间：1月

文艺演出

活动内容：世界奇观——龙虎山千

活动地点：上清古镇

年悬棺展

旅

活动地点：一楼常设展厅

游

联系电话：0701-6272023

展

地点：鹰潭市月湖区湖西路4号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道源教宗——龙虎山道
教文化展

演

活动地点：二楼常设展厅

活动时间：1月中旬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江西省“风景这边独

活动内容：中国先秦时期的最大窑

好”书画作品巡展

场——角山商代窑址展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二楼常设展厅

活动时间：1月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鹰潭市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活动内容：红色记忆——鹰潭革命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史迹展

信

鹰潭市美术馆

息

赣 州 地 区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防震减灾科普
活动地点：防震减灾科普馆

赣州市博物馆
2 0 2 1年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客家摇篮赣州主题展览
活动地点：客家摇篮赣州展厅

1月
文
化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恐龙奇观
活动地点：恐龙奇观展厅

和
旅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丰饶赣州
活动地点：丰饶赣州展厅

游
展
演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赣州七里镇窑陶瓷
活动地点：赣州七里镇窑陶瓷展厅

宜 春 地 区

活动时间：1月10日 19:30

宜春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长期
活动内容：室内植物园
活动地点：室内植物园展厅
联系电话：0797-8681259
地点：章江新区城市中央公园西侧
赣康路与长宁路交汇处

赣州市美术馆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我画非遗》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联系电话：0797-8403128
地点：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13号

院（艺术中心）

活动内容：话剧《麻醉师》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时间：1月1日—17日
活动内容：共看明月——宜春中青
年画家作品展（自主策划）
活动地点：第一展厅
活动时间：1月3日
活动内容：公教活动——生肖剪纸
活动地点：三楼版画工坊

活动时间：1月11日 19:30
活动内容：奈热乐队专场音乐会
《吟唱者》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时间：1月30日 19:30
活动内容：杂技剧《青春ing》
活动地点：大剧场

活动时间：1月6日、15日
活动内容：公教活动——美育进校园
活动地点：宜春市实验小学

联系电话（订票电话）：07953198088
地点：宜春市袁州区明月北路枣树园

活动时间：1月20日—31日
活动内容：风景·独好——赣籍名
家绘南昌美术作品展（馆际交流项

信

目 南昌美术馆作品在宜春展览）

息

活动地点：第一、二展厅
联系电话：0795-3859230
地点：宜春市袁州区府西路科技之
窗东侧

宜春市文化艺术中心保利大剧

宜春市博物馆
活动时间：1月1日—3日10:00
活动内容：国产动画轮播
活动地点：一楼放映厅
活动时间：1月2日下午
活动内容：巧缝吉语过长冬——新
年福袋手工DIY活动
活动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活动内容：宜春道德模范展
活动地点：二楼走廊

活动内容：魅力宜春·文化驿站｜
“云课堂”60分钟教你写楷书
活动地点：宜春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

上 饶 地 区
上饶市图书馆

2 0 2 1年
1月
文
化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活动内容：独具“绛”心浅绛彩瓷
器展
活动地点：三楼大临展厅

活动时间：1月27日
活动内容：魅力宜春·文化驿站｜
“云课堂”60分钟教你打篮球
活动地点：宜春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1月1日—31日
活动内容：《写福字 纳万福》
活动地点：一楼大厅

活动时间：1月初
活动内容：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美
术书法摄影展
活动地点：宜春市文化馆四楼展厅

和
旅

联系电话：0795-3258490
地点： 宜春市袁州区泸州北路536号

联系电话：0795-3567450
地点：宜春市府西路1号科技之窗西侧

游
展

宜春市文化馆
宜春市图书馆

信

活动内容：魅力宜春·文化驿站｜
“云课堂”60分钟教你健身走
活动地点：宜春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

息

演

活动时间：1月6日

活动时间：1月13日
活动内容：魅力宜春·文化驿站｜
“云课堂”60分钟教你品鉴葡萄酒
活动地点：宜春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1月20日

活动时间：1月1日
活动内容：展览《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喜迎2021年元旦》
活动地点：宜春市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平台
联系电话：0795-3272901
地点：宜阳新区卢洲北路536号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赣图讲座展览联盟系列
展览
活动地点：二楼前厅
联系电话：0793-8118025
地点：上饶市广信大道106号

吉 安 地 区

抚 州 地 区

活动时间：1月1日—15日
活动内容：“回望青蓝”油画作品展
活动地点：三楼自由展厅

吉安市美术馆

抚州市博物馆

2 0 2 1年

联系电话：0794-8222663

1月
文

活动时间：1月1日—8日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翰墨庐陵——吉安美术

活动内容：历史文明展

馆第二届书法双年展
活动地点：吉安市文化艺术中心B座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一楼展厅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地点：抚州市迎宾大道586号

抚州市图书馆

化
和
旅

活动内容：临川文化展

活动时间：1月1日—16日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内容：“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

名展“丹青乐境——刘熹奇作品展”
活动地点：吉安市文化艺术中心B座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蔬菜——节粮爱粮，从我做起”看
视频有奖答题
活动地点：微信公众平台

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三楼展厅

活动时间：1月10日—31日
活动内容：第二届吉安美术馆美术提

活动内容：赣东烽火展

游

活动时间：1月3日—31日

展
演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内容：“庆元旦，忆经典”

地点：吉安市吉州区城南文化艺术

活动内容：恐龙王国展

中心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抚州市图书馆元旦朗读活动
活动地点：一层朗读亭

活动时间：常设展览

活动时间：1月15日—31日

活动内容：洪门追源展

活动内容：“学春节文化知识 品传

活动地点：四楼展厅

统文化魅力”线上春节主题展览

信

联系电话：0796-8959573

息

活动地点：微信公众平台
活动时间：1月
活动内容：致敬峥嵘岁月 追忆红色

联系电话：0794-8222254

传承——江西苏区红色金融货币展
活动地点：三楼小展厅

地点：抚州市迎宾大道588号

2 0 2 1年
1月
文
化

汤显祖纪念馆

王安石纪念馆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东方戏圣汤显祖

活动内容：王安石诗词欣赏展

活动地点：一楼展厅

活动地点：半山堂展厅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内容：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特展

活动内容：王安石生平事迹展

活动地点：二楼展厅

活动地点：半山堂展厅

联系电话：0794-8220366

联系电话：0794-8222249

地点：抚州市文昌大道1325号

地点：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1085号

和
旅
游
展
演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