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彭佳 彭炜 实习生 何洁

最美好的秋日已经来临，但抓住秋色需及时，省气象台
预计，未来一周湖南雨日偏多，公众出行需注意天气变化。

10月12日，暖阳下的长沙园林生态园。 记者 顾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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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橘子洲
上的橘子熟得正好， 景区为游
客提供了两种打包服务， 自摘
10元一个， 他摘15元一袋。”近
日，有网友发出橘子洲上“摘橘
一个赔款10元”的提示牌照片
并做此调侃。 对此， 橘子洲景
区管理处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回
应称， 景区的橘子多为景观植
物， 贴出赔款10元的提示牌旨
在提示游客文明观赏，对于摘橘
游客仍以劝导为主。

常有游客采摘橘子
工作人员劝导忙不赢

国庆假期刚过， 橘子洲景
区的热度仍然不减， 不少游客
趁天气晴朗， 携家人朋友散步
于橘子洲头，一阵风吹来，空气
中还飘着些许柚子和橘子的清
香味。细细一看，橘子洲上不少
果树都挂满了黄的绿的橙子和
橘子， 每棵树上也都挂着一块
白色的提示牌， 写有“橙黄橘
绿，美景宜人。文明观赏，请勿
采摘。”16个大字， 下附一行小
字为“摘橘一个赔款10元。”

尽管每棵树上都有提示
牌， 却仍然挡不住游客采摘橘
子的心。在景区观光车落客区，
有一片开放的橘子林， 一位大
约两三岁的小孩费力地摘了一
个橘子后开心地跑向父母，还
有不少年轻游客与橘子树合影
之后顺手摘下一个橘子。 一位
年轻游客品尝了摘下的橘子后
向好友说道，“甜，很好吃，你们
也可以去摘一个。” 听到这句话，
一旁的阿姨摘了一个偏绿的橘
子尝了一口之后，闭眼说酸，随后
将手中的橘子扔进了垃圾桶。记
者观察发现， 有的橘子树上还挂
着掰下了一半的橘子， 橘子树下
方的草地上有许多吃剩的橘子

皮和没吃完的橘子肉。
在橘子林的周围， 偶尔可

见戴着红袖章的文明安全劝导
员，“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摘橘
子， 园区内共有十余名劝导
员。”一位文明安全劝导员告诉
记者，“我们主要以劝导为主，
很少罚款， 发现有人有采摘意
向时我们就吹口哨予以警告，
可依旧劝不住。”

橘树为景观植物
呼吁游客文明观赏

在橘子洲景区内可见到不
少贴有“景区桔子销售点”标识
的可移动商铺， 蜜桔价格为15
元一袋，砂糖桔售价25元一袋。
一名贩卖橘子的商贩见记者走
近， 热情地吆喝道，“这些都是
景区现采的橘子，非常好吃，一
天都买出好多筐了。” 然而，当
记者询问文明安全劝导员景区
内的商贩所贩卖的橘子是否为
景区采摘时，该劝导员给出了否
定的答复。

针对上述情况， 橘子洲景
区管理处有关工作人员向三
湘都市报记者回应称，橘子洲
景区内种有 40多个品种的
3000余株橘子树，景区内贴有
“景区桔子销售点” 标识的商
铺均在景区有备案登记，但目
前橘子洲景区内的橘子还未
成熟，因此商贩所卖橘子应为
市场上批发而来。“我们挂上
提示牌主要是想呼吁游客文
明游玩，请勿采摘，如果每个
游客都采摘橘子那就没有橘
子可供观赏了。” 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橘子洲景区内的橘树
和柚子树多为景观植物，品尝
起来口感偏涩。

■记者 周可
实习生 廖静旋 黄宇归

橘子洲摘橘10元一个？
景区回应：橘树为景观植物，游客请勿采摘

秋阳正暖，赏花赏枫正当时，大自然的画卷已展开

快来这些地方抓住秋天第一抹色彩

10月12日上午，走在长沙
园林生态园的3号路上，两旁泛
红的北美红枫在一片绿色之中
尤为显眼， 引得游客们纷纷拿
出手机拍照。据了解，长沙园林
生态园种植有北美红枫和北美
红栎2000余棵，主要分布在地
湖花溪、樱花谷、关公阁和3号
路沿线等区域。 其中北美红枫
有秋火焰、十月光辉、夕阳红、
红点红枫、红冠红枫、黄金枫等
十多个品种。 据园区工作人员
介绍，根据枫树品种的不同，其
枫叶变红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目前园内已有百余棵枫树换上
“红装”， 预计下周霜降节气过
后， 园区内绝大多数枫树将变
红， 届时园区也将迎来红枫最
佳观赏时间。

岳麓山是中国“四大赏枫
基地” 之一， 这里大部分是枫
香，另有北美红枫、挪威枫、鸡
爪枫等进口枫树， 赏红枫的路
线以爱晚亭、青枫泉、放鹤亭、
舍利塔为主。 与往年的十月上
旬一样， 当下岳麓山的枫树大
部分还是绿的， 但预计十余天

后也将逐渐变红， 预计下个月
才会迎来最佳观赏期。 在岳麓
山景区云麓宫外生长着一棵古
银杏树， 树龄高达700多岁，树
高有30多米， 是目前长沙城区
树龄最长的银杏树， 目前树叶
仍为绿色。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内有银
杏、北美红枫、鸡爪槭、红枫、花
叶锦带、金叶六道木、南天竹、
熊掌木、 金边大叶黄杨柱等植
物品种。 在每年11月至12月，
叶色经霜后由绿色变为其他颜
色， 使整个树冠显得鲜艳而优
美，观赏价值高。其中银杏以秋
叶金黄著称，枫香、北美红枫、
鸡爪槭、红枫、南天竹多以秋叶
火红为主，在整个枫香大道、北
门入口大道形成漫山红遍、层
林尽染的壮丽景观。

除了上述两地， 湖南烈士
公园、 长沙南郊公园等公园内
也种植有不少枫树。 由于枫叶
变红对气温的要求非常高，需
要白天日照强、早晚温差大，因
此目前各公园、 景区内的枫树
仍以绿色为主。

经历大半个月的雨水滋润后，近两日的长沙又重
新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有长沙市民发现，五一广场
附近已有几棵银杏树微微发黄。而在长沙园林生态园
里，百余棵枫树已悄悄换上“红装”，湖南省森林植物
园里的向日葵每天也吸引着上千名游客打卡。秋高气
爽，赏花赏枫正当时，不如趁天晴立即出发，拍下秋天
的第一抹色彩。

银杏泛黄、枫叶渐红，预计月底色彩更浓

“画面实在是太美了，每一
帧向日葵随风起舞的画面都不
想错过， 储存卡都快拍满了。”
10月12日上午，从宁乡特地赶
到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摄影师
罗女士一边拍照一边感慨向日
葵的美。 省植物园世界名花广
场内种植有15万余株向日葵，
近日已陆续开放。 省植物园内
的向日葵花海以橙黄色为主
色调，由文森特橘子色、文森
特绿心、好运多（重瓣）、金富
贵等品种组成；辅色调以黑色
的“黑天鹅”、 红色的“醉云
长”、红黄双色的“云之恋”等为
主。近几日随着天气转晴，前去
省植物园赏花的游客又多了许
多，仅10月11日当天就有1.3万
余名游客入园。

除了大面积的向日葵，省
植物园世界名花广场内还穿插
种植着色彩丰富的草本观赏植

物。 粉黛乱子草的花穗呈粉色
云雾状，一阵风吹过，粉黛乱子
草随风轻轻柔柔地飘动， 如一
团粉色的云朵。 糖蜜草叶片呈
青绿色， 而浓密的圆锥花穗呈
宝石红渐变色，其株型丰满，其
色似糖浆， 恰如名字般甜美可
爱。紫叶狼尾草的叶片、茎秆、
花序均为酒红色， 形态自然飘
逸， 是众多观赏草种类中颜色
最为鲜艳亮丽的品种之一。金
红羽狼尾草叶片绿色丛生，穗
状花序粉白色，植株高且细，更
加优雅精致。

长沙园林生态园内种植的
墨西哥鼠尾草、 格桑花、 百日
草、 向日葵等也正处于花期当
中，园内还有种植面积近2万平
方米， 目前长沙面积最大的醉
蝶花花海，黄色、紫色、粉色、红
色的花相间开放， 远观宛如一
盘调色盘。

向日葵的黄、粉黛的粉，专属秋天的调色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