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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香满城，今年桂花为何迟到半月
专家释疑：桂花迟来跟天气有关 ＠长沙市民，本报送你一份“赏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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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隐患曝光

迟桂花，香满城

“往年中秋节前后就能闻到桂花香，
可今年桂花迟迟未开。” 家住恒鑫澜北湾
的李女士告诉记者，11日好不容易下了
一场秋雨后，小区里的桂花才零星开了一
些，这还没几天，桂花仿佛相约好了一般，
集体绽放，“特别香， 我在家里都能闻得
到。”

18日，烈士公园里，大爷大妈们正在
跳着广场舞，或是练着太极拳，远处传来
的歌声是一群歌唱爱好者正在练习合唱。
一阵清风吹来， 空气中飘来阵阵桂花香。
记者循着桂花特有的香味，在烈士公园的
纪念亭旁看到，六七棵桂花树已经放肆绽
放。鲜黄色的是银桂，橙黄色的是金桂。烈
士公园办公室副主任李炼介绍，桂花花期
一般可以持续半个月，但如果开花期间碰
上降雨，花期就会相应地缩短，雨水容易
把桂花打掉。

每年“掐点儿”跟大家见面的桂花虽
然“迟到”，但仍受到大家喜爱，他们纷纷
拿出手机合影留念，并发到朋友圈里邀二
三好友周末一起赏花。 记者在南郊公园、
梅溪湖等多个桂花树种植较多的地方看
见，一树一树的桂花开得茂盛，香气四溢。
就连走在街头的市民闻着桂花香，也忍不
住驻足。

18日中午，梅溪湖路上，到附近游玩
的黄女士意外发现了路边盛开的桂花，喜
不自禁。“迟桂花，香满城。”感慨之余黄女
士不忘自拍，然后配文发朋友圈。很快，就
收到了朋友们众多的点赞。

桂花迟来跟天气有关

迟来的“礼物”令人惊喜，当然也免不
了生出疑惑： 今年的桂花为何姗姗来迟？
18日， 记者就此咨询了长沙市林业局专
业人士。

专家介绍，桂花一般在农历八月十五
前后开花，一般情况下桂花树开花要具备
两个条件，除了自身健壮外，还受气象条
件影响，只有在气温适当、雨水充沛的情
况下，桂花树才会启动花芽，花芽膨大10
天至15天后才会顺利开花。

长沙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鲁建军解
释， 今年长沙的桂花开得较往年要晚，主
要跟天气有关，桂花开花一定要是秋高气
爽的天气，昼夜温差要大，这样才会开花。
而今年长沙国庆期间气温一直很高，气候
干燥，所以导致长沙桂花晚开。

“接下来这段时间也将是今年赏桂的
最佳时节。”鲁建军说，目前长沙能够观赏
桂花的地方比较多， 市内如省森林植物
园、南郊公园，乡村可以去雨花区跳马镇
和浏阳市柏加镇，“走到哪里都是桂花。”

鲁建军还提醒，桂花盛开，有些市民
在观赏的时候就顺手将树上的花摘下带
回家，这样并不好，希望市民观赏桂花时
手下留情，不要随意采摘。

近日，株洲芦淞大队消防监
督员在对株洲市金都实业有限
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场所存在以
下隐患：一是存在部分疏散楼梯
不能直通室外，且未按要求设置
封闭楼梯间。二是部分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喷头设置不符合要求，
部分应急照明灯不能正常使用。
三是部分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株洲芦淞大队消防监督员依法
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要求单位负责人在限期内

整改完毕，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 对该公司给予罚
款人民币壹万伍仟零叁拾元整
的处罚。

通过本次专项检查的有序
开展， 有效地清除了一批火灾
隐患， 提高了辖区消防安全责
任人的消防安全意识， 强化了
消防安全责任的落实， 确保消
防安全处处有人抓、 时时有人
管。 为辖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周舟

10月18日， 衡阳市珠晖消
防救援大队对辖区重大火灾隐
患单位天力批发市场进行曝
光，督促其积极整改火灾隐患。

该市场上世纪90年代投入
使用，存在先天性火灾隐患，且
产权复杂， 涉及不同部门和行
业， 大部分火灾隐患不能及时
消除。主要隐患为：与周边建筑
防火间距不足； 安全出口数量
及疏散宽度不足， 疏散距离过
长， 一座疏散楼梯与住宅部分
共用； 疏散楼梯未形成封闭楼
梯间，采用卷帘门作为疏散门，

大部分疏散楼梯间在首层不能
直通室外； 市场内占道经营严
重； 地下一层仓库出口处违章
扩建门面， 仓库未设置防火分
区；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疏
散门不能直通室外； 市场内不
能自然排烟且未设置机械排烟
系统；疏散指示标志配置不足；
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要求。

下阶段， 大队将定期对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跟踪曝
光， 形成对火灾隐患整改的高
压态势， 把市场隐患彻底整改
好。 ■通讯员 陈文琼

株洲：消防深入辖区开展隐患曝光行动

近日， 桃源消防部门对辖
区内学校、 养老机构进行突击
检查，发现诸多火灾隐患。

检查中， 消防监督人员发
现桃源县陬市镇李家洲社区嵌
入式小型养老机构安全出口数
量设置不足； 桃源县陬市镇金
辰幼儿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停
用， 屋顶水箱内无水， 消火栓
泵、喷淋泵故障。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

患， 消防部门当即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 依法将两家单位确定
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进行公
开曝光。

消防部门将对两家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跟踪
通报， 增加隐患整改工作的透
明度， 保持火灾隐患整改的高
压态势， 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
改消除火灾隐患。

■通讯员 王颂扬

常德：桃源2家单位被立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衡阳：一批发市场存重大火灾隐患被曝光

仿佛一夜之间， 长沙城区的桂花悄悄开放，且
香味浓厚。本周末天气较好，三湘都市报准备了一
份“赏桂地图”送给读者。

俗话说“八月桂花香”，可眼下已农历九月下旬，
长沙桂花才姗姗来迟。不少眼尖的市民发现，相比前
几日的“星星点点”， 似乎在一夜间桂花就缀满了枝
头。迟来的“礼物”令人惊喜不已，也不免生出疑惑：今
年的桂花为何会“迟到”？10月18日，记者就此请教了
长沙市林业局专业人员。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可

一起去寻香，送你一份“赏桂地图”

岳麓山一带有不少桂花树，主要是丹桂和金
桂，分布在管理处、爱晚亭、长廊和蔡锷墓等处，
有近30株树龄不小的桂花树，其中树龄最大的一
棵桂花树位于爱晚亭旁边， 据介绍这是一株丹
桂，树龄有100多年了。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等到国庆才有开花
的，整体来说桂花开得不算多，
可能下个星期还会有。”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周可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有个桂花园， 坐落在樱
花湖畔的东边，占地约45亩，共有桂树上千株，
而且都是高大的桂树，树形大部分是球形，很有
立体感。

据介绍，景区内1992年就成片栽种了桂花，
现在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四个品种群、
15个品种，花有乳白、金黄、橙红等多种颜色。今
年桂花与往年相比， 因为湿度和气温的问题导
致晚开10天左右， 于国庆后逐渐开放。“明后两
天都是晴好天气，桂花也会越来越香，未来7至
10天是最佳赏花期。”工作人员彭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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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的公园景区中， 属烈士公园种植的
桂花树最多，有近4000株，主要是金桂、银桂、丹
桂、四季桂品种，有些株木至少40年了。这些桂
花主要分布在南门入口附近的桂花林中， 另外
在烈士纪念塔、纪念亭廊、湖心广场、红军渡等
地也有， 其中公园东门附近种植有香味浓烈的
金桂。

工作人员介绍，国庆之后，园内的桂花大面
积飘香，花期半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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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桂花公园位于古迹桂花水库原址，
曾种有数株古桂，所以取名桂花公园。现园区位
于雨花区桂花路97号，工作人员介绍，整个公园
目前约有桂花树200余株， 主要品种是金桂、银
桂， 如今每日参观的人流量大约有1000人次。
“10月初开始陆陆续续开花，一波一波的，花期
一般为半个月，现在正是赏花的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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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栽种桂花近600株，有丹桂、金桂、银桂
和月桂，丹桂和金桂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人湖区
域和地湖花溪区域。“今年上半年雨水较多， 七月
下旬以后全部是干旱、高温，因此今年桂花没有在
中秋开放，一直拖到了重阳之后，因为桂花开得比
较急，香味也特别浓厚。”工作人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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