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市民组成的民俗表演队在玄武门载歌载舞。 腰鼓、大头娃娃、秧歌等
表演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为广大游客送上新春的祝福。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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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茸） 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 南京大街小巷都沉浸在欢
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中。同时，北方一股
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 昨天 16 时
许， 南京市气象台发布兔年首个寒潮
黄色预警。

兔年第一天，我市阴天为主，偶有
零星小雨串场白天大部分时段， 气温
在 5℃到 6℃间徘徊。

进入 2023 年后， 天气变化多端，
我们经历过近 20℃的气温，22 天中有
14 天最高气温都在 10℃以上。 1 月中
旬，一股超级寒潮袭击我市，带来了
近20℃的降温， 最低气温一下降到
了-4.7℃。 不过，2022 年入冬以来，我
市最低气温还是上个月 18 日创下
的-5.8℃（南京站）。

这次的寒潮将刷新这一纪录。 根
据预警信息，昨天 14 时，冷空气前锋
已达珲春、沈阳、包头一线，预计 23
日下午起自北向南影响我市。 受其影
响，全市气温将明显下降，日最低气

温 48 小时将下降 10—12℃ ， 局部
13℃； 过程最低气温出现在 25 日早
晨，可达-6—-8℃，有冰冻；23 日下午
至 24 日白天全市将出现陆上 5—7
级、水面 6—8 级的偏北大风。

目前正值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
个———大寒。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都
进入最寒冷的时期。 不过，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大寒也意味着“人间至
此冬色尽”，新的轮回即将开始，生生
不息。

具体天气： 今天阴有时有小雨并
渐止转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雾，偏北
风 3 到 4 级并逐渐增强至 5 到 6 级阵
风 7 级，最低气温 3℃到 4℃，最高气
温 6℃到 7℃；1 月 24 日全市晴到多
云，偏北风 5 到 6 级阵风 7 级，夜里
逐渐减弱至 3到 4 级， 最低气温-4℃
到-5℃，有冰冻，最高气温 0℃左右；
1月 25 日全市晴转多云， 偏东风 3 到
4 级，最低气温-7℃左右，有冰冻，最
高气温 0℃到 1℃。

本报讯（记者 邢虹） 春节观影
已经成为“新民俗”，昨天是大年初
一，兔年影市迎来开门红。 猫眼专业
版数据显示， 截至 1 月 22 日 19 时
55 分，2023 年春节档总票房（含预
售）破 17 亿元！《流浪地球 2》《满江
红》《无名》分列春节档票房前三位。
南京影院一派红火景象， 记者在走
访各大影院时看到， 自助取票机前
排起了队，影厅里几乎都是满座。 观
众捧着爆米花、可乐，脸上洋溢着笑
容，在电影院里过大年。

今年春节档共有 7 部大片上

映，除了《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将
于大年初三上映之外， 昨天，《流浪
地球 2》《无名》《交换人生》《满江红》
《熊出没·伴我“熊芯”》《深海》集体
亮相。 题材各异、阵容强大，今年“春
节电影菜单”成色足、看点多，给观
众提供了更多选择，掀起观影热潮。
而对电影的讨论和评价， 也在社交
平台上热度颇高， 霸占了当天的热
搜榜单。 仅大年初一这一天，全国总
票房就突破了 13 亿。

昨天上午 10 点，市民张小矜全
家一起来到荔枝广场幸福蓝海影城，

他们买了《流浪地球 2》的票。“4 年
前的春节档， 我们看了 《流浪地
球》，太震撼了！ 第二部一定要来支
持。 ” 张小矜表示， 她和家人也被
《流浪地球 2》 的演员阵容深深吸
引， 全家老小 7 个人一起来看电
影，感觉特别幸福、特别热闹。《流
浪地球 2》在《流浪地球》的基础之
上全面升级， 宇宙级高速公路太空
电梯穿越天际， 首次展现的月球发
动机想象力十足， 让观众在大银幕
上感受“推走”月球。 影片票房目前
领跑春节档。

昨天下午 2 点，研二学生高一飞
和同学来到万达影城， 他们要连看
《无名》和《满江红》两部电影。 梁朝
伟携手王一博出演谍战题材，是《无
名》一大看点。 影片导演程耳的上一
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口碑不
俗，此番再度带来悬疑谍战片，讲述
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上， 地下工作
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
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满江
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
玺、张译主演的电影。 这次《满江红》
走悬疑路线，剧情有多次反转，兼具
喜剧、历史等多重元素，口碑目前不
错。 坐在影厅舒适的座位上，喝着可
乐、吃着爆米花等开场，高一飞笑着
对记者说：“太满足了， 熟悉的感觉
回来了！ ”

2022 年春节档， 全国电影票房
斩获 60.35 亿元，位列影史第二。 今
年有多部大片上阵，且阵容亮眼、类
型多元， 更令人期待春节档票房纪
录的刷新。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朱旖旎
通讯员 孙蓉

1 月 21 日，大年三十。 不少市民
选择在城市近郊探寻乡村年味儿，赏
自然野趣，享烟花盛宴，与萌宠互动。
走进栖霞区八卦洲街道陌上花渡景
区，崭新的大红灯笼挂在房檐，兔子
元素的摆件随处可见， 平整的草坪
上，色彩斑斓的“童趣天地”叫人看着
也心生欢喜。 焕然一新的园区，呈现
出热闹有趣、年味十足的新春氛围。

萌宠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
浸在与小动物的互动玩耍中。毛茸茸
的荷兰鼠嘴里塞得鼓鼓囊囊，吃相优
雅可爱，引得站在展台前的市民时不
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雪白的狐狸慵
懒地躺在笼子里朝众人“抛着媚眼”，
然而孩子一勾手指它还是凑到跟前，
古灵精怪； 总是伸着长长的脖子、喜
欢站立起来的狐獴，好奇地打量着来
人，一点也不怕生人，竟还会主动蹭
向对方，萌姿百态；而另一旁，缩在玻
璃盒子内的玉米蛇即使安静地待着，
周围的孩童也不敢靠得太近……

“馆内都是迷你小宠物，好多种平
时还见不到，丑萌丑萌的，也难怪小孩
子喜欢。”今年春节，市民吴晓凡一家三
口选择在八卦洲过年，带着家人一起入
住外婆湾民宿，她感叹终于感受到了久
违的浓浓年味儿，“我抢到了‘民宿+萌
宠馆’的套票，才 299元，非常划算！ 我
们上午还去街上的固定售卖点买了烟
花，晚上我也要童趣一回！ ”

八卦洲街道宣传文旅办副主任章
茜介绍，新年期间，陌上花渡园区举行
的第三届迷你萌宠节活动深受萌娃家
庭喜爱， 不仅让孩子们在现场看到了
超多可爱萌宠， 还实现了零距离与其
亲密接触， 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大自
然氛围，体验一回盛大的“动物狂欢派
对”。 整个活动将持续两个多月，将欢
庆的新春氛围延续至 3月 31日。

傍晚，天还没黑，众人就已经迫
不及待地前往烟花燃放点开始体验
放烟花的乐趣。吴晓凡从丈夫手中接
过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把烟花棒的一
头放在火苗上， 几秒钟的时间，“唰”
的一声， 烟花棒已经闪出了亮光，那
火花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争先恐后
地“涌”向四方。“来宝，你也拿两支！”
吴晓凡将手中的烟花棒分了两支给
女儿， 母女俩手握烟花棒蹦蹦跳跳，
兴奋地转着圈，孩子的爸爸则在一旁
拿着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待夜幕降临， 数千发焰火点亮夜
空，漫天华彩、耀眼夺目，刹那间，映红
了底下无数张笑脸， 有人兴奋地大喊

“新年快乐”，有人抱着孩子手舞足蹈，
有人望向身边的同伴热情相拥……

本报讯（记者 于志兵） 春节是
人们集中走亲访友的时刻， 下面几天
我市持续冰冻低温，是摔伤的高发期。
骨科专家提醒， 防摔和摔倒后的应对
措施非常重要，网络上的一些“自救指
南”不一定靠谱，需认真识别。

“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雨雪冰冻
后，是摔伤的高发季节，患者能激增六
七倍，如果遇到密集出行的重要节日，
则更需注意安全。”南京市中医院骨伤
科代凤雷告诉记者。

据介绍， 雨雪冰冻天气骨折的病
人中， 受伤部位依次是膝关节、 髋关
节、腕部、肩部和手，要特别注意这些
部位的防护。

“雨雪冰冻天气出行，尤其是中老
年人，要尽量依靠基本的防护措施，比
如小碎步行走、借助工具等，这个工具
很重要， 最好是有抓地防滑功能的工
具， 以往我们就遇到过老人随便找个
木棍竹棒辅助出行， 结果工具出现问
题导致老人摔倒， 这样的例子还不
少。 ”专家告诉记者。

专家提醒， 冰雪天出行一定不要
双手插兜，以免摔倒后无法自救。

“网络上也有些防摔小建议，比
如摔倒中身体前倾、蜷缩身体成球形
等，卸掉部分身体与地面接触的冲击
力，这些措施不是没有用，但对普通
人，尤其是年迈的老人来说意义不是
太大，摔倒时刻普通人的应激反应做
不到这么精准，我们防护还是从基础
做起，从最可能的形式做起。 ”代凤雷
告诉记者。

“摔倒后的应对措施也非常重
要。 ”代凤雷说，跌倒后不要立即起
身， 救助时不能急着将患者扶起，而
要先对四肢和关节进行自我检查，看
看主要关节能不能活动。如果感觉肢
体特别疼痛，而且有反常活动，考虑
是否为骨折或韧带损伤，如果是髋部
明显疼痛，则不要随意乱动，过多活
动的话， 很可能造成骨折移位加重，
形成二次损伤，需要立即打 120 急救
电话向专业医护人员寻求帮助，至医
院诊断。

春
节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李子俊

景区热闹起来了！ 举着小旗的外
地旅游团纷纷出现了！ 这个春节假
期，沉寂了 3 年的旅游市场重焕生机
活力。 据南京智慧旅游大数据运行监
测平台统计，除夕和初一两天，全市 A
级景区、乡村旅游和文博场馆接待游
客总量达 78.85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
达 2022 年春节同期 107.1%。

昨天上午， 在牛首山文化旅游
区， 大红色的景观雕塑喜气洋洋，簇
拥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字样，景区
内“八礼四仪”等文明宣传标语随处
可见。 祥云、剪纸、灯笼墙等元素直接
拉满新春氛围，三面印着“福”字的大
鼓立在广场上， 不少市民举家出游，

留下新年第一张“全家福”合影。“牛
首山旁涧，桃花绕涧前”“龙盘虎踞江
东境，牛首昂然两峰并”……写满诗
词的灯彩挂在树梢林间，为喜庆的氛
围增添了些许历史文化底蕴。

在检票口，不时可以看到戴着统
一胸标的旅游团，他们操着各地的乡
音，开开心心地来景区观景、游玩、寻
年味儿。 在年俗体验区，众多市民游
客竞相驻足， 跟着非遗艺人剪窗花、
品糖画、赏灯彩、绣布艺，或是跟着书
法老师裁红纸、写福字、拓福印，沉浸
式体验传统年味， 感受别样新春年
俗。“大年初一，我们可谓‘开门红’，
迎来了上海、 浙江等地的多个旅行
团。 ”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在夫子庙看“火树银花不夜天”
的秦淮灯彩，在大成殿欣赏身着汉服
的小“玉兔”跳欢快的兔子舞，在明德
堂看古老的皮影戏和古彩戏法，在南
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玩“投壶”挑战“金
榜题名”， 在 MO 音琵琶街逛国潮古

风花灯年货市集，到老门东城墙根儿
下打卡高达五层楼的巨型兔子灯
……从除夕开始，夫子庙—秦淮风光
带就成了南京城最繁华、最有烟火气
息和年味儿的所在地。

昨天下午，记者在夫子庙步行街
看到，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的赏灯盛
景“重现江湖”。 沿街商铺悬挂着的兔
子灯、红灯笼，和高悬着的“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标语相互映衬， 一派欢乐喜庆、
文明祥和的景象。“上一次这样的客
流量，还是在 2019 年！ ”南京夫子庙
夜泊秦淮君亭酒店（桃叶渡店）总经
理杨亮感叹道。

春节假期前两天，我市旅游市场
强势复苏。 据南京智慧旅游大数据运
行监测平台统计，大年三十和正月初
一，全市 A 级景区、乡村旅游和文博
场馆接待游客总量达 78.85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达 2022 年春节同期
107.1% 。 其 中 ， 本 地 游 客 占 比
58.95% ， 省内其他城市游客占比

10.77%，省外游客占比 30.28%。
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总量达

60.38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达 2022
年春节同期 108.51%，其中，南京夫
子庙景区接待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
105.95%，接待总人次达 24.77 万，晚
间接待人次占全天接待量的 57.4%。
全市文博场馆接待游客总量约为
2.45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达 2022 年
春节同期 294.42%。 全市 63 家乡村
旅游监测点共接待游客总量达 14.4
万人次。

客流的回暖， 也有力拉动了消
费。 以酒店住宿为例，全市高端品牌
酒店大年初一平均出租率达 79%。 其
中，凯宾斯基酒店满房，火车站、地铁
站附近的酒店如威斯汀酒店、玄武饭
店、 玄武湖假日酒店等酒店表现突
出，平均出租率都达 80%以上，未来
两天的预订量接近 100%。 江苏园博
园新年音乐焰火秀拉动园内酒店订
单量激增，悦榕庄和英迪格酒店未来
两天的预订量达 92.5%。

文明旅游

喜迎新春文明出游，春节假期前两日我市客流超去年

78 万人次！ 旅游市场焕生机

-7℃，兔年首场寒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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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持续冰冻 骨伤科专家支招摔倒自救

1 月 22 日，大年初一，人们在夫子庙东牌楼路逛灯市、选花灯，欢欢喜喜过大年。 今年夫子庙传统灯市重启，民
间灯彩艺人扎制的各式花灯缤纷亮相，尤其以兔子灯最受民众青睐。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摄

夫子庙传统灯市年味浓

大年初一影院人气旺。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邢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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