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区天气预报

生活指数

福州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今天 多云，气温9℃~14℃。
明天 多云转阴，气温9℃~15℃。
后天 多云转阴，气温12℃~20℃。

平均相对湿度 68%（居室环境最佳
值为40%~70%）。
舒适度指数 夜里-3级，寒冷，很不
舒适，中午前后-2级，冷，不舒适。
紫外线指数 3级，中等，需遮阳与涂
防晒霜。
明日晨练指数 2级，适宜户外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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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铮艳

福州晚报讯 1月20日、1月27
日，福州地铁增开列车、延时运营，
保障群众出行。

据悉，1月 20日，1号线、2号
线、6号线延长晚高峰时段。其中
1号线、2号线晚高峰由 17时至 19
时延长至 16时至 22时。6号线晚
高峰由 17时至 19时延长至 16时
至 21时。5号线加强晚高峰期间

运力。
1月27日，1号线、2号线、6号

线晚高峰时段调整为 16 时至 22
时。5号线加强晚高峰期间运力。
各线路适时增加运力投放。

27日当天在常规末班车基础
上，全线网各线路运营服务时间均
延长。其中，1号线、2号线、5号线
延长运营30分钟，6号线延长运营
90分钟。各线路末班车始发时间
延至23时30分。

福州地铁增开列车延时运营

■记者 刘珺

福州晚报讯 因“闽江之
心”2023年迎新春光影焰火歌
舞嘉年华活动将于 1月 21日
（除夕）举办，多条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为确保公交线路正常
运营，市道运中心于1月20日
至1月22日期间，对25条公交
线路临时变更、“闽江之心”环
线临时停运。

1路取消停靠达道、地铁达
道站、新玉环路、安平小区、闽
江之心（台江步行街）、桥南（福
州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
场）、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台
江天华、台江后洲站。

2路取消停靠朝阳路口、朝
阳路（十二中）、港头（朝阳路）、
中垱、美墩桥站。

12路取消停靠马口、学军
路、中亭街、闽江之心（台江步
行街）、桥南（福州市二医院）、
仓山步行街、先锋幼儿园、港头
先锋支路站。

14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仓山步行街、先锋
幼儿园、仓山区检察院、港头三
高路口、港头先锋支路、十锦祠
站。

30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场）、
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站。

31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场）、
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站。

47路取消停靠亚峰农贸
市场、排尾路长乐南路口、亚
峰、排尾、桥南（福州市二医
院）、埔顶（汇达广场）、龙津站。

50路取消苍霞新城、苍霞
嘉兴园、轮工、青年广场、台江
影院、闽江之心（台江步行街）、
桥南（福州市二医院）、埔顶（汇
达广场）、龙津、上三路口、跑马
场站。

60路取消停靠桥南环岛、
梅坞口、仓山影院、附中、对湖、
师大、程埔头站。

77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场）、
龙津、种福寺、华威新能源公交
站站。

83路取消停靠达道、中亭
街、闽江之心（台江步行街）、桥
南环岛、仓山影院、附中、对湖
站。

101路取消停靠桥南（福
州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
场）、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站。

105路取消停靠中亭街、
闽江之心（台江步行街）站。

115路取消停靠桥南（福
州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
场）、龙津站。

177 路取消停靠朝阳路
口、朝阳路（十二中）、港头（朝
阳路）、中垱、美墩桥站。

K1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龙津站。

K2路取消停靠桥南（福州
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场）、

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站。
149路原线路行驶，返程

亦同，取消停靠桥南（福州市二
医院）、埔顶（汇达广场）、龙津
站。

夜班1号线取消停靠桥南
（福州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
场）、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站。

37路取消停靠东南造船
厂站，变更时间为1月21日22：
45至1月22日1：30。

301路取消停靠华威新能
源公交站、港头三高路口、港头
先锋支路、先锋幼儿园、仓山步
行街、十锦祠、埔顶（汇达广
场）、桥南（福州市二医院）站。

305路取消停靠华威新能
源公交站、港头三高路口、港头
先锋支路、先锋幼儿园、仓山步
行街、十锦祠、埔顶（汇达广
场）、桥南（福州市二医院）、排
尾、亚峰、排尾路长乐南路口
站。

309路取消停靠桥南（福
州市二医院）、埔顶（汇达广
场）、龙津、六一南三叉街口、三
叉街、三叉街新村、则徐大道盖
山路口站。

202路取消停靠龙津、埔
顶（汇达广场）、桥南（福州市二
医院）、桥北、雁塔、象园头、象
园（长乐路口）、连潘站。

25路取消停靠六一南三
叉街口、埔顶（汇达广场）、桥南
（福州市二医院）、龙津站。

“闽江之心”周边临时交通管制
26条公交线路有变化

日前，中国地震台网公布了
2022年全国地震活动概况。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共发生3.0
级及以上地震726次，最大地震
分别是去年1月8日在青海海北
州门源县发生的6.9级地震和去
年9月18日在台湾花莲县发生
的6.9级地震。按照地震发震次

数进行统计，前五名依次为台
湾、新疆、青海、四川、西藏。

福州地震
信息服务微信

■福州晚报记者 郑瑞洋

大寒
筅堂洗厝好过年
鲍鱼虾蛄海味鲜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二十四个节气，冬季第六个节
气，日期为每年的 1月 20日前
后。

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致的
意思，通常伴随雨雪、低温、大风
等天气，市民应及时做好御寒措
施。在福州连江等沿海地区，鲍

鱼、虾蛄、大黄鱼等海味迎来上
市季，丰富市民的“鱼篮子”。

大寒之后，便迎来春节。在
福州有“筅（xiǎn）堂”的习俗，即
打扫干净房子，除旧迎新。福州
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春节期间
市民应依法、安全、环保、文明燃
放烟花爆竹。

二十四节气里的二十四节气里的
防灾减灾小知识防灾减灾小知识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记者 李锦清

福州晚报讯 光影秀、焰
火秀、歌舞表演……在今年的
除夕之夜，为迎兔年新春佳
节，“闽江之心”将上演盛大的
光影焰火歌舞嘉年华。那么，
这场嘉年华活动有哪些看
点？将在“闽江之心”的哪些
区域上演？这份“游览指南”
可带市民畅玩除夕夜“闽江之
心”。

据了解，“闽江之心”除夕
夜活动包括迎新年“福”文化主
题歌舞晚会、“福聚贺新春”喜
迎新春大型矩阵全景光影秀、

“新春纳福 焰舞福州”焰火秀
等三场重要活动。此次嘉年华
活动由福州城投集团主办，台
江区人民政府、仓山区人民政
府协办。

迎新年
“福”文化主题歌舞晚会

看点：这场歌舞晚会将以
“福”文化为主题，打响“福”文化
品牌，为现场观众营造喜庆祥

和的节日气氛，传递新时代的
美好祝福，展现幸福之城魅力。

演出地点：青年广场。
表演时间：21日20时至20

时40分。

“福聚贺新春”
喜迎新春大型矩阵

全景光影秀
看点：这场光影秀将融合

闽都历史和现代人文内涵，演
出分别以“福祉在心田”“福润
千万家”“福纳新时代”“福聚贺
新春”为主题，通过数字化与艺
术化等手段，展示春节民俗、春
联、金鱼、剪纸、灯笼、饺子、榕
情、茉莉花等城市历史和人文
符号。

届时，原创主题人物“大福
哥、小福姐”惊喜上线，激光、灯
光、3D mapping融合互动，光影
与烟花交融，为市民朋友呈现一
场“福聚贺新春”视觉盛宴。

演出地点：中洲岛、滨江步
行街海丝广场。

表演时间：21 日 23 时 45
分至22日0时30分。

“新春纳福焰舞福州”
焰火秀

看点：焰火秀将呈现花好
月圆、除夕团圆、阖家欢乐、情
满新年等4个篇章，红色枫叶、
银河瀑布、蓝烟如梦、雪之舞、
芙蓉花、落叶纷飞、金色麦浪等
多彩烟花将在闽江大桥两岸上
空绽放。在除夕夜的零点钟声
即将敲响之际，现场将上演烟
花倒计时，与市民共迎兔年新
春的到来，之后，夜空将呈现

“兔年贺新春”巨幅光影logo，
营造浪漫、喜庆的浓郁节日氛
围。

演出地点：闽江大桥、中洲
岛。

表演时间：闽江大桥（主燃
放点）时间为21日23时59分
至22日0时30分；中洲岛（次
燃放点）时间为 21 日 23 时 59
分至22日0时18分。

■记者 毛小春 通讯员 谢玉丽

福州晚报讯 气象部门预计，春
节长假，全省前期多阴雨天，后期以
多云天气为主，假期还有冷空气影
响，天气总体为前暖后冷，各地气温
起伏较大。

今年省气象部门还推出花期
观赏预报和高山雾凇概率预报，长
假期间福建仙游樱花、永泰梅花处
于初花期和盛花期，适宜观赏；25
日南平、三明高海拔山区雾凇出现
概率为60%，有条件的市民可前往
观赏。

大寒前后一般是北方冷空气强
盛活跃时期，今年也不例外。气象
部门预计，近期将有两次冷空气过
程影响福建，分别是23日和28日，
其中，23日强冷空气影响降温明显。

春节假期全市前期多阴雨，后
期天气转好，其中1月23日降水相
对明显。具体预报如下：21日全市
阴，局部有小雨；22日多云到阴，局
部有小雨；23日阴有小雨；24日多
云；25日多云到阴；26日多云；27日
阴天间多云。24日、25日和28日受
冷空气影响，全市气温较低，预计届
时城区日最低气温在5℃~6℃。

歌舞光影迎玉兔 烟花钟声贺新春

除夕夜畅玩闽江之心 这份指南请收好

地震小知识：2022年全国地震活动概况

春节假期

福州前期多阴雨 后期天气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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