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市民在鼓楼区龙江菜市场选购储备肉。 本次投放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18 日，共计投放 9 天。 本次市级储备猪肉计划投放 500 吨，投放品类
为冻猪肉。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徐琦 摄

昨天，《我们的节日———博物馆里过大年 千年古韵中国红》 展览在明孝陵博
物馆亮相，展出的 60 多件（套）刺绣、香包、泥塑、年画、灯彩非遗传统民间工艺品
等极富年味。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摄

博物馆洋溢浓浓年味

秦淮灯会

昨天，南京客运段开展“乘高铁，传祝福，迎新春”大家一起过小年文艺宣传
活动。 通讯员 薛铭心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徐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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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茸） 俗话说，三九四九不出手，
三九和四九本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 昨天，冷空气和
新年初雪如约而至，也让南京的气温回到了三九天该
有的样子。

昨天 8 时 45 分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信号，全市各区的大部分街道（镇）将出现 6 到 7 级阵
风 8 级的偏北大风。 16 点 21 分，南京市气象台再次
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24 小时内六合、浦
口、江北新区、主城区、江宁、溧水以及高淳的大部分
地区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

受这股冷空气影响， 昨天全省气温都出现了
“大跳水”。昨天 14 点后，全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
都跌至 0℃以下， 降温幅度最大的是浦口区，24 小
时降温 16.2℃。 南京主城区降温幅度也不低，昨天
凌晨 4 时， 南京站气温在 9.6℃，14 时跌至 2.1℃，
并继续“跌跌不休”，至 16 时，南京站只有 1℃，六
合区已跌至 0℃。

2023 年初雪也如约而至。 昨天 14 时 20 分，六合
站观测到纯雪，随后，细细的雪花在全市上空纷纷扬
扬飘洒开来。 不过，这场雪不会有明显积雪，“堆雪人
自由”暂时还不能实现。今天白天小雪渐止，夜里阴转
多云。

虽然雪停了，但温度仍在进一步下降。 今天白天
阴有小雪并渐止转阴，最低气温-2℃到-3℃，有薄冰，
最高气温 1℃到 2℃；1 月 16 日全市多云，西北风 3 到
4 级，最低气温-5℃到-6℃，有冰冻，最高气温 2℃到
3℃；1 月 17 日全市晴到多云，偏西风 3 到 4 级，最低
气温-5℃到-6℃，有冰冻，最高气温 5℃左右。

本报讯（记者 冯兴） 昨天下
午 5 点，天空飘起雪花，南京长江
大桥下，公路中心路桥和桥隧中心
养护人员忙着装载融雪剂，一旦桥
面温度接近冰点，就准备开始撒布
融雪剂， 确保过江通道的安全畅
通。 记者昨天获悉，应对寒潮对交
通运输的影响，我市相关单位已按
照应急预案开展了相应保障，全力
做好安全保通工作。

昨天 18 时 11 分，上月刚通车
的燕子矶长江隧道开始第一轮全
线撒布防冻作业。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两车共装载了
4 吨融雪剂。 截至记者发稿，应天
大街隧道、定淮门隧道和江心洲长
江大桥雪量均较小，但相关单位也
已做好准备，随时撒布融雪剂。 据
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各公路站
养护工区、桥隧中心已经暂停在通
行路段及道口进行洒水养护作业。
1 月 13 日， 中心便组织人员排查
了沿线的交通安全设施，通过沿线
大屏、情报板等提醒过往驾驶人员
注意车速、防止打滑。 公路养护站
的各个工区对巡查车辆、扫雪除冰
机械设备进行逐一检查，防寒防冻
物料准备就绪。

“今晚起， 我们车队所有安全
员都会 24 小时在车队待命， 随时
处置突发情况。 ”南京公交集团四
公司相关负责人昨天对记者说，
“我们公司的线路都在市区， 目前
观测到市区的雪量不大，还没有上
防滑链的必要，主要是提醒司机路
口减速慢行，安全驾驶。 ”市公交集

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集团在一
些重点路段设置了观察哨，如果发
现高架、 陡坡路线有结冰情况，会
及时通知相关线路公交车进行临
时改道。

南京地铁运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在地铁晚上结束运营
后，公司将安排轧道车整夜在轨道
上行驶，防止轨道结冰，“最需要担
心的是轨道道岔尤其是室外道岔
结冰， 会给车辆运行带来很大麻
烦，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吹雪机、扫
把、推雪铲、融雪剂，确保道岔的关
键部位、 可活动的部位不结冰、不
积雪。 ”地铁运营公司信号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特殊天气下，南
京地铁的通号、工务、接触网、供电
等相关部门 24 小时保持联系、联
动，及时解决因极端天气带来的隐
患。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1 月 13 日中心就
通知各市级管养单位和主城区城
市道路管理平台，按照应急预案做
好扫雪防冻工作，尤其是重点加强
高架、隧道敞开段及人行地下过街
通道的保障工作。各单位均对扫雪
车、 除雪铲等机械设备进行了检
查，落实应急处置人员队伍，并加
强了设施巡查检查。

水上交通方面，市交通执法局
五支队迅速部署落实港口低温雨
雪安全生产工作。航道中心第一时
间将相关天气信息通过 QQ 群、微
信群发布给船民及航道中心相关
部门，做好应急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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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初雪，交通部门全力保畅通

1 月 14 日下午，赛虹桥附近，街头的路人冒着风雪前行。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摄

昨天，市公路中心桥隧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启动扫雪除冰应急预案，
积极开展扫雪除冰保道路畅通。 图为工程车辆在长江大桥扫雪除冰。

通讯员 孙逸飞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徐琦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秦萱 记者 田
诗雨） 寅去卯来腾瑞气， 玉兔喜临
绘宏图。昨晚 7 点 20 分，第 37 届中
国·秦淮灯会亮灯仪式在夫子庙核
心景区举行。整个仪式时长约 40 分
钟。 亮灯仪式主题是“点亮生活 照
见幸福”，以“上元灯彩图”为背景元
素，活动设计上以夫子庙景区街巷、
建筑的实景为基础， 以现代灯影技
术复刻还原上元灯彩图繁华盛景。

昨天，南京城迎来了 2023年第一
场雪， 晚上 8点左右， 雨夹雪的天气
下，夫子庙景区人流如潮，不少游客手

持雨伞欣赏亮灯仪式。 在夫子庙大成
殿广场， 随着 8名鼓手敲击出激昂的
鼓声， 身着汉服的女子跳出动感的舞
步，热闹吉祥的“卖花灯咯”乐曲播放
而出， 第 37届中国·秦淮灯会正式亮
灯，一瞬间，美轮美奂的秦淮灯彩让老
城南成为南京最有人气的地方， 夫子
庙成为南京最具年味之所在。

在现场的沉浸体验环节中， 戏院
里、 贡院街沿线安排了古装 NPC表
演、古琴、昆曲演出和情景剧等活动。
演职人员穿着汉服古装与市民游客互
动，打造行进中沉浸式的灯会体验。亮
灯仪式在夫子庙中心广场泮池主舞台
举行。 不少市民游客拿着手机记录下

当晚的热闹场景，与家人合影留念。
在老门东展区， 一家三口随着

一辆兔子形状的游园花车从牌坊下
出发， 带领市民游客向城墙下的生
肖灯行进， 沿途中向大家介绍秦淮
灯会历史与秦淮节庆民俗。

记者获悉， 第 37 届中国·秦淮
灯会将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腊月
廿三）至 2023 年 2 月 8 日（正月十
八） 举行，2023 年 2 月 9 日至 3 月
31 日为灯会延展期。 灯会的主题为

“璀璨金陵夜 奋进新征程”。
今年灯会期间， 夫子庙景区将常

态化举办上元市集等“行进时观景+沉
浸式体验”活动，游客可体验汉服换装，

观看古戏法表演，参与非遗互动，体验
沉浸式夫子庙实景剧，品舌尖上的上元
市集，融入NPC与夫子庙景色之中。

据介绍， 今年的第 37 届中国·
秦淮灯会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
施“乙类乙管”后恢复举办的首个线
下灯会。 秦淮灯会作为全市春节期
间最重要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民
俗活动，是最有南京味道的“我们的
节日”，不仅展现了南京独特历史文
化魅力、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是南京对外交流的城市文化名片
和民俗文化品牌。 秦淮灯彩， 是南
京璀璨喜庆、独具特色的新春盛景，
是常看常新的节日记忆。

本报讯（记者 江瑜） 1 月
14 日晚， 南京·新北同贺新春

“云赏灯”活动在台湾新北市启
动。同一天，南京夫子庙也同步
举办“两岸同心前兔似锦”———
南京新北同贺新春云点灯活
动，两岸同胞将共同赏灯，共祝
新年美好愿望。

南京与新北城市间交流合
作起步早，基础扎实，成果丰硕。
早在 2008 年，两市首开先河，签
署了交流合作备忘录，随着两市
在文化、艺术、农业、基层社区等
领域的频繁互动，两市关系日趋
紧密。

2010 年， 南京秦淮灯彩就
开始赴台湾县市参加元宵灯展，
吸引了大批台湾民众现场观灯。

2018 年， 南京秦淮灯彩专程赴
新北参加元宵灯会，至今已是第
五年， 近几年虽受疫情影响，但
南京仍克服困难，坚持运送秦淮
灯彩赴新北展出，每年在新北灯
展现场观灯民众达 150 万人次。

2023 年 1 月， 由秦淮灯彩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柏华老师
设计制作的大展宏图、 嫦娥奔
月、爱心长廊、百兔闹春、九天揽
月等 5 组大型彩灯如期到达新
北市， 再次参加新北元宵灯展，
这五组彩灯运用传统手法，增加
了声光电元素，通过流光溢彩的
展现，表达了两岸同胞对传统佳
节的浓浓祝福，台湾同胞在观赏
灯彩时，也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健） 昨天
是周末，正在南京旅游集团国展
中心举行的“南京春节食品商品
交易会”暨“促消费年货购物节”
又迎来大客流。

“请规范佩戴口罩， 有序选
购！”展会现场集聚了 1000 余种
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优产品，展会
工作人员一手举着提示牌，一手
拿着扩音喇叭，提醒展商和顾客
注意个人健康防护。

年货大集上，各种叫卖吆喝
声不绝于耳， 各色小吃香气四
溢，前来购买的消费者来了一批
又一批。 多个摊位前排起了长
队，袅袅升腾的“烟火气”扑面而
来。

“这里的商品蛮丰富， 不仅
有土特产年货，还有对联、果蔬，
在这里可以买到其他地方买不
到的正宗土特产！ 两三年了，家
里人都没有好好团聚，今年是个
团圆年，我们要多备点年货。”一
大早，就有很多市民朋友来到年
货节现场，购入满满一后备厢的
年货， 一位正忙着装箱的市民

说，过年就得有年味，年味必须
得有年货，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来
逛年货大集了， 每次都有新收
获。

酒水、饮料、茶叶、农副产
品、粮油制品、干果炒货、海产
品、腌腊制品、糖果蜜饯、休闲
食品 、 家居用品 、 服饰鞋帽
……记者在现场看到，国展中
心“年货大集”上各种商品琳
琅满目，许多逛展的市民看到
后都打电话或发朋友圈“呼朋
唤友”加入采购大军。 一家现
场加工制作调味品的摊主郑
培桥表示：“现在，每天都有好
多人来采购，感觉生意已经慢
慢恢复到疫情以前了，越来越
有盼头了。 ”

据介绍， 国展中心此次充
满“年味儿”的年货大集将持续
至 1 月 18 日。举办此次新春年
货大集， 旨在以多样化的促销
活动提振城市消费， 国展中心
将积极参与全市促进消费系列
活动，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提
振市场信心。

点亮生活 照见幸福

第 37 届中国·秦淮灯会昨晚亮灯

高铁车厢里过“小年”

政府储备猪肉投放

两岸赏灯

南京·新北同贺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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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7 点 20 分，第 37 届中国·秦淮灯会亮灯仪式在夫子庙核心景区举行。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董家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