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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好模式重启，一起去看杜鹃花吧
今起气温回升至20℃以上 杜鹃花花期将持续到5月,本报制赏花指南
江边和风熏柳，处处花香醉人，长沙又迎来一年中春
光最好的时节。刚刚过去的周末，冷空气重新被暖阳取代，
也为人们出游带来更多便利。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
天湖南天气将持续以晴好为主，有意赏花的市民不妨把握
好花期，趁着
“最美四月天”，出门踏青赏花。

新闻前奏
又能换上单衣了，我省重启温暖模式
本 报 4 月 15 日 讯 今 日 ，
冷空气对湖南的影响趋于结
束， 省内大部地区气温将逐渐
回升，本周最高气温超20℃区
域将迅速扩张， 重启温暖模
式。
省气象台预计，16日开始，
省内大部地区天气逐渐转为多
云或晴天， 气温回升至20℃以
上，温暖模式将重启。

其中，16日白天， 永州、郴
州及株洲南部阴天有小雨，其
他地区分散性小雨转多云；北
风转南风2-3级；今天最高气温
16-18℃， 明天最高气温湘南
17-19℃， 其他地区21-23℃，
最低气温11-13℃。 16日晚到
17日白天晴天间多云。17晚到
18日白天将迎来晴天。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蒋丹

4月15日，湖南烈士公园潇湘奇石馆，市民在观赏盛开的杜鹃花。当天，该馆杜鹃花展正式开展，展出的杜鹃花
生长周期均在100年以上，观赏价值高。
傅聪 王文 摄

赏花指南

长沙首个园林废木处理场投用

这些地方可赏杜鹃花

落叶枯枝都可发电 百吨发电4万度

每年仲春时节， 行走在公
园、江边、路上、山林间，处处都
能见到开得红艳艳的杜鹃花，
这些花期将持续到5月的“花中
西施”， 让无数人心醉留连。长
沙哪个景点的杜鹃花品种最
多？哪里的杜鹃花开得最红？又
有哪个杜鹃花景区离您最近？
春明景和，出游正当时，记者为
您整理一份赏花指南。

湖南省植物园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中
国杜鹃属种质资源异地保存
库”是国内唯一的国家杜鹃园，
引 种 保 存 120 种 230 个 品 种 ，
100多万株杜鹃，以红的、白的、
紫的、黄的色彩与高的、矮的多
姿树型搭配构成了“杜鹃大观
园”。置身花海，可以尽享春的
美妙。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植物
园路111号
交通指南： 省森林植物园
有两个入口， 西门位于长沙市
植物园路111号，北门在湘府东
路 上。 游 客 可 乘 坐 7、17、152、
102、103 路 、107、120、123、147、
152、502、702、703、801、802、806
路公交车到达省植物园站点，
并步行至植物园西门； 也可乘
坐16、602、938路公交车至植物
园北直接抵达景区。

岳麓山
杜鹃花是我国著名的十大
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西施”，
其种类众多，花繁叶茂，绮丽多
姿。每当春回大地，杜鹃花就透
着盎然的春意， 怒放在游人云
集的公园或园林中， 令人赏心
悦目，心旷神怡。绿叶衬红花，
在阳光的衬托下十分美丽、妩
媚动人。 远远看去就像一群彩
蝶在空中翩翩飞舞。
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登高
路58号
交通指南：南门：乘坐“旅3
路区间”车，到达终点站“东方
红广场”站下车，再步行约10分
钟可到。东门：乘坐63、132、202、
305路等公交车，在“市四医院”
站下车，再步行约5分钟可到。

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朱霞焰焰山枝动，绿野声
声杜宇来。”每年的4月底至5月
初， 几万亩映山红都会在大围
山迎风绽放。 大围山杜鹃花主
要分布于七星岭、玉泉寺、北面
石景 区海 拔 1400米以 上 的 溪
谷及坡顶，尤其以七星岭、五指
石一带最为密集。
自驾线路： 长沙浏高
—浏东公路——
—达浒——
—
速——
大围山镇——
—大围山国家森林
公园。

南郊公园
长沙园林生态园
对很多人而言， 总是会略
微遗忘这个身处城南的小公
园， 但长沙南郊公园的杜鹃花
却是市区里面绽放得最漂亮，
开得最红的。 当成片成片的红
色点缀在绿叶间， 连呼吸的节
奏都会跟着放缓。
地址： 长沙市南二环猴子
石大桥桥头新开铺路109号
交通指南： 乘坐17、23、63、
68、122、150、152、811 等 公 交
车，在“南郊公园”站下车即可。

长沙园林生态园内拥有锦
绣杜鹃、满山红、大字杜鹃、亮
毛杜鹃、钝叶杜鹃、麂角杜鹃、
羊踯躅、 紫花杜鹃等20余个杜
鹃品种，共有一万余株，占地面
积达6.7公顷。
地址：长沙园林生态园（开
福区捞刀河镇罗汉庄）
交通指南:乘坐149路区间
到园林生态园站下车。
■记者 李成辉

本报4月15日讯 城市
道路修剪的树枝、 公园里落
叶、 废弃的木质家具……怎
么处理？在长沙市岳麓区，这
些林木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日前， 岳麓区园林绿化垃圾
大件垃圾综合处理场投入使
用，随着挖机把废弃树枝、木
质家具投入破碎机内， 长条
状、 大块头的木质废料瞬间
成碎屑， 经传送带运输到指
定地点， 集中回收将送至发
电厂发电。据悉，这也是长沙
市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园林
废木处理场。

80吨林木垃圾难处理
岳麓区园林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 城市道路修剪的
树枝、 公园里的落叶……每
天， 岳麓区城市绿化垃圾目
前达20吨左右， 加上被丢弃
的木质垃圾， 该区林木垃圾
总量达80吨左右。以前，这些
垃圾都是当作生活垃圾，被
收集后进行填埋处理。 为了
解决绿化垃圾问题， 该局联
合多个职能部门建设了这个
园林绿化垃圾大件垃圾综合
处理场，既环保又“零污染”。

园林废木处理场位于望
岳街道谷峰村， 占地面积约
7.7亩，每天可处理绿化垃圾
以及大件固体垃圾能力达
100吨。

100吨原料能发电4万度
处理场负责人邹彪告诉
三湘都市报记者， 这些林木
垃圾经处理成碎屑状的生物
质燃料被集中收集， 送往益
阳一家生物发电厂。据介绍，
粉碎的100吨原料，可以发电
40000度， 一个家庭按平均
10度/天的用电量计算，处理
厂一天粉碎的木质废弃品可
以满足4000个家庭的用电需
求。但目前，在岳麓区范围内
每天收集的园林垃圾只有20
吨左右， 厂内机器效能还没
得到充分发挥。
家里废弃的大件木质家
具怎么处理？ 未来在岳麓区
居民家门口将有木质垃圾回
收站点。 据岳麓区园林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 岳麓区正
加快建立全民参与、 城乡统
筹、 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体
制， 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记者 陈月红

长沙破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本报4月15日讯 从未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所到之
处杉树、樟树、松树、杂树全
部砍掉运走，在7天之内砍伐
树木合计重量达40吨。近日，
长沙市破获一起非法采伐、
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2017年10月，长沙市望
城区森林公安局接匿名报警
称， 有人在望城区茶亭镇西
湖寺村砍伐大量树木。 接警
后，民警立即前往案发地，现
场抓获嫌疑人戴某、李某，另
有5名嫌疑人逃脱。

经湖南省野生动植物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 被砍伐的
树木中有9株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香樟。戴某、李某
因涉嫌构成非法采伐、收购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被长沙
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
今年3月12日，专案组民
警将潜回家中继续砍树的主
要嫌疑人张某武成功抓获，
随后1个月内， 另外4名犯罪
嫌疑人相继投案自首。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颜梦玲

室内点支烟，PM2.5爆表
全省首家抗霾试验室成立
本报4月15日讯 今天，华融湘
江银行和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
会成立全省首家抗霾试验室， 邀请
环保专家通过实验揭示有关雾霾的
构成，并提出治理建议。
在活动现场， 环保专家点燃一
支香烟，打开便携式PM2.5检测仪，
检测仪显示数值一路狂飙到280微
克/立方米， 远远超过75微克/立方
米的国家标准。据了解，在 30 平方
米的房间里点燃一支烟，PM2.5可
达到300微克每立方米以上。试验结
果还显示， 植物园的PM2.5指数与
马路上相差不大。
资深环保人士晚稻告诉记者：
“一 般 情 况 下 100 公 里 左 右 范 围
PM2.5的指数差距不大， 所以蓝天
保卫战是一场全民运动。”
据悉， 抗霾试验室是华融湘江
银行“大爱筑绿城，全民抗雾霾”公
益环保项目组成部分， 该公益项目
于2014年发起， 旨在呼吁个人、社
区、企业、媒体和政府通过各种环保
公益行动共同应对雾霾， 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
■记者 和婷婷

晓园公园施工仍正常开放
本报4月15日讯“听说晓园公
园内出现了塌方， 公园已经围挡施
工了。这对大家游园有影响吗，近期
能不能去公园玩？”今天有读者拨打
三湘都市报新闻热线咨询。
“施工期间，公园正常向市民开
放。”长沙晓园公园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1月下旬，该公园内的
地下城防涵洞一处出现塌方。“这条
城防涵洞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左
右，塌方的位置在亲子广场，我们当
即对相关区域进行了围挡。”该工作
人员表示，大约在20天前确定施工
方案，预计工期2个月左右，目前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他提醒，施工期
间，请市民不要擅自进入围挡区。
■记者 陈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