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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俐）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北京市
文化旅游市场安全、有序、繁荣、欢乐、祥和，实现了无涉旅
安全生产事故、无景区大人流集聚、无涉旅突发疫情、无假
日旅游重大投诉、无涉旅重大负面舆情，做到了疫情防控
安心、市民出游放心、旅游服务贴心、节日旅游舒心。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倡导“留京过年”，使以往
出京、出境旅游市民以及选择在京过节的外来务工人
员，成为春节旅游市场的主体。节前通过发放消费券、
部分景区免门票等各类惠民奖励政策措施，激发了留京
过年人员在京游热情，助力春节假日市场恢复。

据统计，2021年春节假期，北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
6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 倍，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81.7%；旅游总收入 42.5 亿元，同比增长 2.9 倍，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51.9%。

其中，市民在京游市场较 2019 年同期实现全面增
长，接待旅游人数较 2019年同期增长 5.4%，旅游收入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5.5%，人均花费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0%。同时，由于严格落实“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
行”要求，外地来京旅游市场保持低位运行，旅游人数仅

达到 2019年同期的 49.7%，旅游收入恢复到 2019年同期
的38.5%。

做好防疫工作，是让市民群众过好春节假期的重要
保障。按照节前的部署，各项疫情防控和旅游安全防疫
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市民非必要不安排出境旅游，国
内旅游做好个人健康防护；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不
恢复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接待市民群
众游览娱乐的公共场所包括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演出
场所、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电影院、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馆等都严格贯彻了限流要求，防范因人
员聚集带来的疫情风险，并引导前来的市民群众遵守防
疫规定。

为确保春节假期旅游安全，各区、各部门、各景区在
景区重要游览点、观景平台、冰雪景区、交通接驳点、狭
窄通道、购票、餐饮等容易形成游客聚集拥堵的区域，加
强了对游客的引导疏导，严防人员聚集和拥挤踩踏；加
大了对景区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高风险旅游项目、
冰雪项目、森林防火、液化石油气使用以及文娱场所消
防安全等的日常巡查检查。旅行社、酒店、公园、景区、

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农家乐）以及演出场所、娱
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文化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在交通、防火、食品、餐饮卫
生、住宿卫生等方面强化了严格的安全管控。

就地过年也让春节里的乡村游火爆起来，春节期间的乡
村民宿订单暴增，住民宿体验别样年味成为牛年新春的新时
尚。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精品民宿还将非遗、时尚、民
俗等多种元素融入到旅游产品中。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春节原则上不举办庙
会、大型演出、游园会、联欢会等活动，但红红火火的线
上活动弥补了这个缺憾。全市共组织开展各类线上公
共文化活动 1325项，线上参与市民群众 4170.8万人次。
其中，市文旅局推出五大系列线上文旅活动，包括358项
重点线上群众文化活动、32项重点演出、3场非遗线上庙
会，并对 1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和 20条漫步北京都市微
旅游线路进行线上推介，让在京过年的市民群众品尝到
丰盛的新春文化盛宴。线上海外“欢乐春节”系列专题
活动，联合芬兰、爱沙尼亚、希腊、爱尔兰等国机构，向全
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代金光 通讯员 姜
岩）今年春节期间，城市副中心假日旅
游安全有序，线上线下文旅活动丰富
多彩。昨天，记者从通州区文旅局了解
到，2月11日至17日，通州区重点监测的
住宿单位、旅游景区及乡镇共接待游客
7.4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70.42万元。

据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广大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健康平安的新春佳节，通州整合优质文
化演出资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
下文旅活动，营造浓浓年味儿。春节期
间，通州以“文化幸福贺新春·副中心里过
大年”为主题，利用互联网及本地媒体资
源举办线上云端庙会，特别推出吃、购、
游、乐、娱等五大板块，带着市民云上逛庙
会，参与109630人次，网上浏览量超过
百万人次。同时，开展了网络春晚、专
场线下演出等区级文化活动，街乡级也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通州共开展了线
上文化活动 256项，参与 228万人次。
其中，区级文化活动143项，线上参与
216万人次；街乡级文化活动113项，线
上参与12万人次。另外，开展线下活动
15场次。其中，区级文化活动8场，街乡
级文化活动 7场，参与人数 3000余人
次，主要包括迎新春专场演出、京剧专
场演出、评剧专场演出等。“我们利用主
题讲座、非遗手工坊等形式，让群众居
家学习文化艺术知识，感受非遗的魅
力，陪伴群众度过一个喜庆、祥和健康、
文明的幸福年。”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区图书馆除每日延长开放时间至
19时，还开展了国学堂、云阅读、云展
览等丰富多彩的线上系列活动，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

为保障假日旅游安全有序，区文
旅局落实牵头单位职责，统筹协调春
节期间旅游各项工作。“我们联合公
安、卫健、消防等部门对希尔顿酒店、
新华书店等经营场所疫情防控、安全
管理和服务接待等进行巡查检查，确
保假日旅游安全有序。”区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各相关成员单位按照各
自职责分工，也持续开展文化和旅游
行业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以及市场秩
序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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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节假期文旅市场井然有序，线上线下活动精彩纷呈

市民在京游热情高 线上文化活动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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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先生1981年创作的《放牛图》，画了两头水牛昂首在水中行走，
两名儿童骑在牛背上，憨态可掬，情趣盎然。画面上大量留白，显示水
域浩渺宽广。上面题跋云：“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
挤奶终生劳瘁，为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
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素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由
此可见，李可染十分喜欢牛，对其充满了赞美之情。李可染更喜欢画
牛，并且屡屡为之。为此他还将画室命名为“师牛堂”，且自称“孺子
牛”。从上世纪 40 年代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他留下了许多以牛为题
材的精品力作。人们把李可染的牛、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和黄胄的
驴，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李可染（1907.3—1989.12），江苏徐州人。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
擅长画牛。他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
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的牧牛图凝聚了他半个多世纪审美
理想和艺术追求。1942 年，他在重庆水墨写生，借居在金刚坡的一户农
家，居室与牛厩为邻，朝夕与水牛相望，有时，他还随邻家儿童在山野河
塘间放牧。水牛的勤劳、憨态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以江南水乡
为题材的牧牛图。同年秋，李可染的牧牛图首次在重庆举办的当代画
家联展中亮相，其画作《牧童遥指杏花村》即为徐悲鸿先生订购。1944
年，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著名作家老舍观看他画的牧牛图后，
撰写文章备加赞赏。一直到 1963 年，老舍在北戴河疗养时还写诗称赞
李可染：“牧童牛背柳风斜，短笛吹红几树花。白石山翁好弟子，善从诗
境画农家。”1947年，著名画家齐白石曾两次在李可染牧牛图上题跋，称
其为“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的高手”。李可染笔下的牛形态各异，无论
是行、卧，或凫于水中，都能把牛的形状、比例、动态掌握得恰到好处，把
牛的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充满泥土味的本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牛背
上的牧童也是活泼可爱，或望山，或观景，或吹笛，或唱歌，稚气未脱，天
真烂漫。寥寥数笔便勾画出一幅生机盎然、妙趣横生的江南田园小
景。看似随意挥洒，但笔法古拙，线条刚劲有力，造型准确生动。他之
所以能将水牛表现得栩栩如生，出神入化，是因为他长期深入生活、观
察生活、体验写生，对牛的动作习性已熟稔于心。

“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
口吹。”南宋诗人雷震描绘的这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在李可
染的牧牛图中时常可见。如《童子牧牛图》就描绘了江南早春景色。画
上的两头水牛是用淡墨、浓墨、焦墨、渍染、溢染之法写出，水牛的质感、
动感跃然纸上，牛角及牧童衣纹线条，笔法古拙，极具力度感，池中不勾
一线，便觉水波荡漾。牛背上的二牧童一俯一坐，相互攀谈，垂柳数枝，
刚抽新芽，随风摇曳。《杨柳青青牧春牛》描绘了桃红柳绿的初春，惠风
拂面，鸟鸣叽啾，水牛沐浴着春风，悠闲自得地啃着地上新发的草芽。
一位颈飘竹笠，手执柳鞭的牧童骑在牛背上，聆听鸟声，品味花香，轻声
哼唱。《迎春图》意境清新美妙，充满情趣和诗意。水牛在盈盈的春意中
信步而行，牛背上的牧童头戴斗笠，仰望着刚刚绽放出花蕾的枝条，将
牧童渴盼春天、迎接春天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可染的牧牛图所表现的场景在乡村生活中随处可见，可一经他
妙笔皴擦，勾勒点染，却别有洞天，境界顿时开阔起来。充分折射出画
家怀有一颗烂漫童心和对江南水乡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李可
染不故步自封，也不盲目跟风，在自己的画作中融入文人画的意境，融
会贯通，科学取舍，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笔墨凝聚境象、气韵，言简意
赅而又生动传神。

年 “画牛”
说牛
郑学富

我国养牛历史悠久，牛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牛文化也因此丰富多彩。在古代传统绘画中，

牛更是占有一席之地。“牛”画家也是各具风格，画牛言志，抒发情怀。

画牛的传世名作当属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最为
著名，可谓旷世之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元代画家赵
孟頫称赞说：“五牛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作为政治家和
画家的韩滉托物言志，其中渗透着作者鲜明的品德追求和
关注农耕的殷切情怀。

韩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宰相
韩休的儿子。韩滉年轻时特立独行、不附权势而爱好学
习，因父亲韩休官勋而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出任左威卫骑曹
参军，以后在多地担任地方官，历练丰富。贞元元年(785
年)，韩滉入朝加同平章事，正式拜相，兼江淮转运使。他
虽出身于贵族豪门，但是其继承家父风范，为政清明，崇尚
俭德，关心民生。《新唐书》说：“（韩滉）虽宰相子，性节俭，衣
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居
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韩滉明于吏道，治镇有方，
尤其是掌管天下财赋时，廉洁勤勉，制定完善赋税收支的法
规，加上连年丰收，仓库积蓄充盈。有人说韩滉之所以画五
头牛，是寓指其兄弟五人的志向。因为牛勤劳朴实、憨厚宽
容、忍辱负重、默默奉献，历来被人们喜爱、敬重，被誉为“老
黄牛”。韩滉通过画出牛的高大形象，赞颂其坚韧品格和精
神境界，抒发自己的追求抱负，欲以国家兴亡和苍生福祉
为念，埋头苦干。

牛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六畜”之一，在农耕时代是耕
种、运输的重要力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起过重大作
用。唐代诗人元稹在《田家词》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辛耕
耘的牛：“牛咤咤，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北宋诗人
孔平仲的《禾熟》则刻画了牛只知耕作、从不索取、随遇
而安、悠然自得的形象：“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
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以牛入画
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
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五牛图》就有鼓励农耕之意。韩
滉经历玄宗至德宗四代，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安史之
乱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在他入
仕为官期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农业遭到严重破坏，
赋税苛重，百姓深受其害。韩滉每到一地为官，非常注
重农业的发展，垦田造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安抚百
姓，储积谷帛，充实府库。如他在任苏州刺史和浙江东
西都团练使时，减轻百姓税赋，组织百姓耕田栽桑，治
水养鱼，和老农“共商癯田肥料”，促进江南地区的农业
发展，所以他的绘画作品多是描绘农耕生产、农家生
活、田园风俗的情景。有一年春耕之季，韩滉深入乡村
田间巡视，见到遍地牛群，有的在低头吃草，有的在田
埂嬉戏，有的在小道上悠然慢行，有的在耕地犁田，纵
趾鸣叫……这种田园景色令他欣喜不已，连忙取出画
夹，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回去后，又经
过反复修改润色，绘出形态各异的五头牛，以倡导人们
关注耕牛，重视农业生产，《五牛图》由此得来。

《五牛图》蕴含的农耕情怀，从乾隆皇帝及一些大臣
的题跋中也可得到印证。乾隆在《五牛图》卷首御笔题
写“兴托春犁”四个字，意思为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寄托
在春天的辛勤耕犁上。他在图中题诗曰：“一牛络首四
牛闲，弘景高情想像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
民艰。”乾隆认为《五牛图》意在表现汉代贤臣丙吉关心
民间疾苦，路见牛喘而致问的典故，应该效法古代先贤多
关心民众耕种之辛苦。

兴 托 春 犁 识 民 艰 牛 声 一 呼 真 妙 解

关于“牛”的成语有很多，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对牛弹琴”。它出
自东汉末年佛学家牟融的《理惑论》，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
外行人说内行话，现在多用来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清代著名画家
石涛反其意而用之，创作出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对牛弹琴图》，可谓
意境深邃，寓意深远。

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既是绘画实践的探
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一篇《画语录》，几乎成为中国画学
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综观石涛一生绘画作品中，无论是
寻丈巨制，还是尺页小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观之
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晚年，石涛的绘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之高
峰。《对牛弹琴图》正是石涛晚年的重要作品，画面简约，仅一士、一
琴、一牛而已。一高士正面而坐，目视前方，神情静穆，手抚琴弦；一
玄牛面向高士而卧，全神贯注，侧耳倾听，如痴似醉。背景空旷，似
琴声萦绕其上，余音袅袅。水墨绘就，浓淡相间，不着一色，笔墨洗
练，构图奇险，大片的留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其上题跋和诗占据
了大量版面，其中石涛和曹寅诗云：“牛声一呼真妙解，牛角岂无书
卷在。世言不可污牛口，琴声如何动牛慨。此时一扫不复弹，玄牛
大笑有谁尔。牛也不屑学人语，默默无闻大涤子。”和杨耑木诗云：

“朝耕暮犊不知音，一弹弹入墨牛耳。牛便倾心寐破云，琴无声兮犹有
闻。世上琴声尽说假，不如此牛听得真。听真听假聚复散，琴声如暮
牛如旦。牛叫知音切莫弹，此调一曲琴先烂。”读石涛的和诗，让人感
觉到此画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中国画强调写意，表现的是气韵、境界。南朝宋画家王微在《叙
画》中说：“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文心雕龙》说：“是以陶钧文
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就是一代代中国文人孜孜追求
的完美人格。纵观中国艺术，包括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凡能流传于世
且能称其为经典者，背后体现的是博大精深的文人精神。《对牛弹琴
图》所传达的画外之音就是石涛的心境和精神，这与他曲折的人生经
历是分不开的。

作为“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涛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
谦的十一世孙、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本应过着富贵生活，遗憾的是
他生不逢时，出生在明王朝灭亡之际。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国亡家

破，不得已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注定了他崎岖的人生之路。他登山
临水，云游四方，足迹达半个中国。“搜尽奇峰打草稿”，此段经历也
为他的绘画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使其艺术积淀深厚。人
到中年，时来运转。1684 年，康熙帝玄烨南巡驻跸南京，曾至名刹
长干寺巡幸，召见石涛，他倍感荣幸。五年后的 1689 年，康熙帝再
次南巡，石涛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当众呼出石涛之
名，使他更是受宠若惊，作诗云：“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
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还署“臣僧元济”款绘制

《海晏河清图》并题诗进献皇帝。康熙的两次召见勾起了石涛的入
仕欲望，是年秋，他来到北京，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绘画
作诗赠与达官贵人，以求谋得官场一席之位，可是他的愿望落空
了。他写诗表明了自己此时凄楚哀婉的心情：“诸方乞食苦瓜僧，
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1692年的一
个秋风萧瑟时节，51 岁的石涛离开京城回到扬州，搭建一处大涤草
堂，潜心绘画艺术。

“对牛弹琴”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成语，石涛点石成金，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有人说《对牛弹琴图》反映出作者难遇知音和
孤独落寞的心境。而笔者认为却恰恰相反，虽然石涛进京求仕，因
没遇到“伯乐”而受挫，一任己心，清高孤傲，但从其交往经历和画
的意境题跋看，他在艺术创作上却是和者众多。石涛 37 岁那年来
到文人荟萃的南京，结识许多文艺界名流，如鱼得水，与屈大均、孔
尚任、龚贤、戴本孝、查士标、程邃、黄云等常有往来，对其艺术境界
的升华大有裨益。此时的石涛笔墨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达到了出
神入化的程度，形成了恣肆洒脱的艺术风格，在绘画理论上也自成
体系。即使在北京，他也结交了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
军博尔都等政界翘楚，创作了不少巨幛大幅作品。再从《对牛弹琴
图》上的题跋看，就录有曹子清、杨耑木、顾维桢和石涛所作的原韵
以及和诗。曹子清是康熙帝的心腹之人，却把性情高傲的石涛引
为一生之知己，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厚。曹子清诗云：“一笑云山杜
德机，闭门自觅钟期子。”在石涛生前身后三百年，追捧者层出不
穷，涌现众多“石粉”，如扬州八怪、张大千、傅抱石等名家皆是其崇
拜者。齐白石称石涛“下笔谁敢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

俯 首 甘 为 孺 子 牛

石涛石涛《《对牛弹琴图对牛弹琴图》》

韩滉《五牛图》

李可染《放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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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全天开放的图书室、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今年春节，在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胡
同文化驿站过一个“书香年”，成为更多城市副中心市民
的选择。

面对今年就地过年人数激增的情况，莲花寺社区
积极推出多项措施，如全天开放胡同文化驿站图书
室，充实春节期间各项文化活动，用阅读开启新一年
的美好生活。

大年初六，在胡同文化驿站内，图书室全天开放，读
书爱好者们佩戴口罩，经过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后，静静
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在浓浓的“书香”味中“充电”。

书架上书籍摆放整齐，文学、科普、少儿、民俗技能
等图书品种丰富。居民王先生说：“大年初二开始，我每
天都会来文化驿站看书。这里文化氛围很浓，可以静心
度过一个有文化气息的书香年。”居民李保存也是图书
室的常客，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养生方面的书籍，一

边阅读一边在小本子上做些笔记。“我每天都来这里，不
仅参加社区的年俗活动，还和居民们一起阅读，让‘就地
过年’多些书香陪伴。”李保存笑着说。

为让居民们深切感受民族文化和胡同年味，莲
花寺社区还在胡同文化驿站内举办了木质微型景
观展，文化驿站站长居振桐制作的四合院、燃灯塔、
小楼饭店等几十件木质微型景观摆放在院内供居
民欣赏。

在胡同文化驿站内，莲花寺社区举办的木质微型景观
展让在京过年的居民感受特色年味。记者 唐建/摄

大年初一，西集镇胡庄村村民身穿节日盛装舞起彩
绸龙，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再添年味。记者 唐建/摄

时光如梭，农历牛年第一个工作
日已经到来，各行各业正火热开启新
的奋斗单元。

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刚刚过去的
辛丑春节显得尤为特殊。巩固防控成
果不容丝毫松懈，统筹“就地过年”尤
须精益求精，都给长假里的城市运行
保障带来不小挑战。以“春节防疫是
一场大考，过好春节也是一场大考”的
严要求周密安排，特别是大批党员干
部在岗、履职尽责，广大市民群众高度
支持、主动配合，我们度过了一个平稳
有序、喜庆祥和的春节。“不一样的春
节，一样的年味儿”，再次证明了首善
之区的治理效能，也为节后第一时间
乘势顺畅展开工作创造了积极条件。

俗话说，牛马年，好耕田。回首过
往，只争朝夕的奋发耕耘，成就了今日
京华大地的生机盎然；展望未来，惟有
继续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
神，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才
能在新征程中续写新的历史辉煌。经
过上一年的风风雨雨，大家满心期盼
着辛丑牛年红红火火，也都憋着一股
子“牛劲”，想使出“牛力”大干一场。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全市上下都要
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
使命感，不怕苦、能吃苦，干起来、忙起
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更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保持“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
行动为民服务，以业绩践行初心。

耕耘更知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
蹄。2021年，一个注定熠熠生辉的重
要年份。让我们凝聚起“九牛爬坡，个
个出力”的奋斗合力，不负春光、辛勤
耕耘，在奋力奔跑中书写首都发展更

“牛”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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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驿站里过个书香年

过年期间，市民在梨园惠民市场选购节日商品。今年春节，市民响应号召在京过年，带火节间消费。记者 常鸣/摄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亲子活动区乐享假期生
活；冰雪嘉年华享受冰雪乐趣；体育场片区开启各类
家庭竞赛，星型环路上跑个“五角星”……刚刚过去的
春节长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
卡。数据显示，2月11日至17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共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平均每天近4000人次。

大年初一这天，绿心公园南门的运动片区，吸引
了众多热爱运动健身的市民。篮球场、足球场、儿童
室外游乐场，人们或健身或竞技游戏，以健康的生活
方式欢度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
在迷你足球场跑得正欢，欢声笑语回荡在草地上。旁
边的红砖广场上，市民杨晓琳正摇动着手里的大绳，
招呼着全家老小挨个跳。“家住得近，几乎每天都在绿
心遛弯，今年过了个非常健康的年。”（下转2版）

城市绿心春节期间
接待游客2.8万人次

绿洲亲子营地、冰雪嘉年华等
热门打卡地吸引市民打卡

红红火火幸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