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昨天是节后各行各业开工的第一天，早起出
行还因晨间低温而体感寒意的市民过了午
间后就立马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了，因为最
高气温已经攀升到10℃以上了。看着玄武
湖樱洲的樱花因偏暖的气候提早盛开，是不
是觉得春天已经来了。别急，按照二十四节

气，昨天是雨水。如果说立春代表着春意萌
发、春寒料峭，雨水则意味着气温回升、乍暖
还寒。这段时间不仅雨水相对较多，倒春寒
等冷空气也会相对频繁。所以说，哪怕花开
虫鸣催春，也别忙着褪减衣物，否则早晚较
大的温差会让感冒找上你。

昨天一早的气温承接了近几日的低温，

早间最低甚至在冰点以下，但随着春日高
挂，回温十分迅速，至午间时分，我省大部分
地区气温重回两位数，相比前天同一时间，
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2℃到3℃。玄武
湖的樱花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满枝头，
春意盎然，引来无数游客。虽然目前是早
春，但毕竟春天来了，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

气温将再度攀升，不仅早间会告别低温，提
高到 9℃左右，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近
20℃。更难得的是在22日前，我省都将呈
现持续的晴好天气及较好的空气质量，一直
到下周三起，随着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
省，下周的后半周将以雨水为主，直至周末
雨歇重新恢复晴好天气。

昨日“春雨”至 乍暖还寒还要再捂捂

国际油价创新高
国内油价迎来“七连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
崇静）受到春节假期期间国际油价连续
大涨、创一年来新高价位的影响，2月
18日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国内
油价将迎来自2020年11月以来的七
连涨。

春节前油价已经连续6次上涨，从
2020年11月份一直涨到今年1月份，
这期间累计上涨油价的汽柴油零售升价
已经达到0.78元/升，而2021年2月
18日24时迎来2021年第三次油价调
整定价日，按照本轮油价调整十个工作日
的统计，涨幅预计达到230元/吨，2月
18日24时调价落实后，将出现油价七连
涨，加上之前六次油价涨额，就2月18日
的涨幅而言，0#柴油，92#、95#汽油转
换成加油站升价计算，将上涨0.18元/
升—0.2元/升，2月18日24时之后，车
主到加油站加满一箱50升的私家车油
箱，将多花9元—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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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 长乐路 44-3 号房屋
面积 36 平米。高楼门 7 号
房屋 面积 51 平方米。升
州路 402号房屋 面积 15平
方米。 电话52429316 吴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2 月
7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旺川
机械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 140万元减至 7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 45内要求本公司
清 偿 债 务 或 提 供 担 保 。
南京旺川机械有限公司

登报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有关规定，巩固社区
定 于 2021年 3月 20日进行
第七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即日起至2月23日为
选民登记期。请配合登记员
（或届时到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地址西水湾路1号）进行
登记。户籍在本社区，选民
登记期间不在本社区居住，
本人表示不参加选举的，或
者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通过
公告、电话、电子信息等方式
均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的，
经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确认
并公示后不作为选民登记。

已确认在本社区登记参加选
举的选民，不得参加其他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 特
此通知。南京市浦口区江浦
街道巩固社区第七届居民选
举委员会（公章）2021年2月
18日
声明：贾振海于 2021年 2月
不慎遗失律师证，律师执业
证 号 13201201610983379，
现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紫嫣十
字 绣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320121600390753声明作废
陈艺杰遗失江苏第二师范
学 院 就 业 协 议 书 ，编 号
201869575426，声明作废.

南京好如酒店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公章、财务章遗失，寻回
后不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景川干
货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320123600348855声
明作废
本人陈玲不慎遗失合格证
二张，陕汽牌车辆型号：
SX4250XC42，
SX4250XC4Q，底 盘 号 ：
LZGJL4Z42MX015341，
LZGJL4X47LX184353， 纸
张 编 码 ：SZQ1702415，
SZQ1702416 。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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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马永萍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孔芳芳）科普雨水小知识、垃圾
分类有奖竞猜、手工种植多肉……2月18
日下午，一场绿意盎然的趣味课堂在沙洲
街道中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20
名辖区内家长与青少年一起，共同学习雨
水节气知识。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什么是雨水节
气吗？”活动刚开始，授课老师就开始了提
问。原来，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第2个节
气，它和谷雨、小满、小雪、大雪一样，都是
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雨水标志着降雨
的开始。”老师说。

“关于雨水节气的诗又有哪些呢？”老
师告诉大家，很多耳熟能详的古诗中都能

找到雨水节气的影子。比如大诗人杜甫
的《春夜喜雨》的前两句“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另
有唐朝大诗人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
外（其一）》这首中“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也是对雨水节气的最好描
摹。另外每一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养生方
法。老师亲切地告诉大家，在雨水节气可
不能只顾着玩耍忘记保暖，“这时的天气
乍暖还寒，切记‘春捂秋冻’，平时多喝温
开水，也可以让爸爸妈妈煮山药红枣粥等
来养生。”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适宜的降水对
农作物的生长很重要。进入雨水节气，我
国南方大多数地方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早
春景象。本次活动，老师还带领家长和小
朋友们为在这一时节生长迅速的多肉植物
换盆：小朋友们用一双双小巧的双手，在形
状各异的花盆里放满营养泥土，再把多肉
放进土里、小心呵护，最后用彩色小石子进
行点缀。一盆盆创意十足的多肉捧在大家
的手里，现场留下了开心的合影。

这次雨水节气活动由中瑞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迅捷服务中心共同举
办，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海军表示：“雨水是
接立春之后的第二个节气，也是新年过后
的首个节气，希望孩子们对雨水节气有一
定认识，同时养成爱护环境和尊重大自然
的良好习惯。”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昨天就进入到雨水节气了，江苏省中医院普内
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陆为民称，从中医角度，雨
水节气还是要预防“寒”邪为主，其次要预防
“风”邪的侵扰，做好保暖工作，均衡饮食，放松
情绪，适量运动，这样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雨水节气还是要防寒防风

雨水节气有什么特点？养生的重点在哪
里？陆为民称，古人表达节气特点，往往是跟
之前的各个节气比较的，雨水节气跟它前面
的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节气来比较的话，
相对来说雨水有所增多。不过，这个节气还
是处在冬春交替的阶段，中医讲的“寒”还是
比较重的，早晚比较冷，需要注意。另外进入
这个节气后，会经常刮点风，中医所说的“风”
邪会增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经常能体会
到嘴唇会发干，脸会干燥。一个“寒”，一个
“风”，这是雨水节气的两个重要特点，也是大
家需要当心的。

注意保暖勿食辛辣食物

陆主任称，雨水节气从生活起居方面看，
大家首先要适应气候，这个时候的气候注定
了早晚要保暖，中午如果气温高的话可适当
去掉一些衣服，但脱衣服要掌握好度，凉了要
及时再穿上，以防受凉感冒。

饮食方面，不能吃过度辛辣的食物，比如
说辣椒之类的食物，还有一些温燥的食物这
时候也要少吃，比如羊肉之类的。那这个时
候适合吃一些什么食物？陆主任称，这个时
候要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食物，比如
山药、莲子、红枣、莲藕等。

心态平和正确做运动

雨水节气大家还要注意情绪的调节，中医
讲肝主疏泄，其实就是讲的调节情绪的功能。
到了春天以后，人的情绪容易波动，这跟春天
“阳气升发”的特点有关系，这个时候一定要保
持心态平和，不要过度地发火、生气等。

除了在生活起居、饮食、情绪方面要注意
外，雨水节气需要适当运动，但运动不是瞎来
的，要掌握正确的方法。陆主任称，雨水节气
早晚比较冷，中午或者下午相对气温比较高，
所以不主张大家过早地出去运动，像凌晨四五
点钟或者晚上10点去锻炼，肯定是不妥的。
运动时间，特别是老年人运
动的时间，主张上午9点左
右，或者下午三四点去，这个
时候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适
宜。关于运动的方式，年轻
人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剧烈的运动，老年人则做一
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
太极拳、散步等。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整个春节假期期间，南京市浦口区坚持常态
化疫情防控，聚焦“都市微度假”市场集中发
力，各大景区持续涨人气、增财气，市内游、周
边游、短途自驾游成为主流。“微度假”，大家
春节都来浦口，主要景区景点直接接待游客
22.04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563.8万元，
非旅游景点的5条全域旅游精品线路、美丽

乡村、公园、风景道及酒店民宿持续火爆。
整体旅游市场井然有序，服务质量稳步

提升，游客满意率普遍提高。浦口区文旅局
推出了5条春节旅游线路，并获得了一致好
评：踏雪寻梅之旅、大手牵小手亲子之旅、“旧
时光、老味道”传统村落之旅、“等风来”郊野
散行之旅、“江畔正行吟”长江书法研学之旅，
并推出10个免费打卡点。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起增）
牛年春节，立足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新需
求，南京旅游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通过丰富产品服务供给、科技赋能旅游
体验，为市民端出了一道道节日大餐，集团
旗下多项业务也因此创下新高，春节7天，
接待游客91.5万人次，营收超6000万元，
比2019年同期增长50%以上，迎来“十四
五”开局年的“开门红”。

围绕南京民俗，营造浓厚年味，熙南里
街区在春节期间打造“熙南花市”，并推出
“幻彩灯市”。红山动物园“牛气冲天”生肖
文化活动也在春节期间登场，活动贴合牛
年春节喜庆和谐的文化氛围，通过“牛人艺
术区”“牛人互动区”“科普系列展”“人偶庆
牛年”四个区域，展示科普传统牛文化、珍
稀牛类、牛的知识，寓教于乐，为市民奉上
一场包含传统文化与科普教育的文化娱乐
大餐。

作为南京全域旅游总入口，“莫愁旅游”

平台为留宁群众精心准备了百余款文旅产
品，并在春节期间发放“新春补贴”优惠券，
打造“与宁相惠·驻宁幸福”“莫愁趣玩年”
等线上主题活动。自除夕起，“莫愁旅游”平
台订单量节节攀升，初一至初三连续三天单
日销售额破百万，初二更是创下了单日销量
140万的好成绩。整个假期，“莫愁旅游”平
台收入582万元，较2019年同期翻了两
番，新增订单超17.5万个，创下节假日收入
新高。

令红山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始料未及的
是，大年初二就迎来客流高峰，入园人数达
4.04万，门票收入108万元，他激动地表
示，往年寒假、春节从来没有这样的客流，跟
五一、国庆一样！整个春节期间动物园共迎
客20.4万人次，门票收入435万元，经营收
入 19.9 万元，与 2019 年同比分别增长
68%、62%、84%。同时，“动物年夜饭”直
播、“长臂猿的真功夫”短视频等，累计观看
量超300万。

雨水节气防寒防风
做好保暖别吃辛辣食物

雨水节气知多少？
社区趣味课堂告诉你

南京旅游集团春节7天接待游客超90万人次

图片由南京旅游集团提供

浦口主要景区景点接待游客22.0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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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给多肉换盆。 记者 孔芳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