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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8天的国庆黄金周明天开始了，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吧！今年黄金周期间，宁波的天气怎么样？不想出远门，又不想去那些热门景区人挤人，我们能去哪
里感受秋天的味道？节日期间想要宅在家里吃吃吃，那菜篮子价格如何？且看金报记者为你慢慢道来。

长达8天的国庆黄金周明天开始 天气不错，别宅在家浪费好时光

●宁波城区天气
21℃—26℃
今日 阴有阵雨
1日 多云
22℃—32℃
2日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25℃—32℃
3日 阵雨转阴到多云
23℃—25℃
4日 多云到阴
21℃—24℃
5日 多云到阴局部阵雨
21℃—24℃
6日 多云到阴
19℃—27℃
7日 多云到阴
20℃—29℃
8日 多云
21℃—30℃
宁波空气质量等级
优至良，Ⅰ级至Ⅱ级，首要污染物NO2

又是一年秋来到 赏花赏叶赏秋香
黄金周 ·三江口给你好看

主题灯光秀即将“上映”
假期去三江口欣赏夜景吧

黄金周 ·天气不错别宅了

气温两头高中间低
部分时段有降水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晴雨相间， 气温两
头高中间低， 但无台风和强冷空气影响。宁
波天气总体平稳云系较多， 部分时段有降
水。目前，正值全省秋意渐浓之际，但宁波尚
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从目前的天气预
报来看，假日期间，气温正常略偏高，但起伏
较大。
□通讯员 虞南 记者 薛曹盛

黄金周开场有点热
3日起气温应声下降
10月1日到2日白天，宁波处在副高边缘，
气温较高，最高可达31℃—33℃。10月2日后
期到3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全市自北而南
逐渐转阴雨天气， 其中2日后期可能有雷阵
雨，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
10月3日开始，气温应声下降，最高气温
降至24℃—25℃。另外，沿海海面有8级偏北
大风， 海岛游的市民尤其要注意避开这一时
间段。4日—8日以多云到阴为主，5日局部有
阵雨。
宁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程明说，长
假期间没有台风、 强冷空气等剧烈天气影响
宁波，总体适宜出行。但10月2日前后处在副
高边缘，且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可能有对流性
天气出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雷电、短时强降
水、大风等可能造成的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庆期间，全国大部分
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但1至2日在四
川盆地东部、黄淮南部、江汉江淮等地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 江南部分地区有35℃以上
的高温天气。

今年中秋将现
“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中秋将至，月色如何？今年中秋，将现“十
五的月亮十七圆”，月亮最圆时出现在10月6
日2时40分，中国各地不仅可观赏到最圆的中
秋月，而且目睹到月亮的视直径更大，原因是
月亮距离地球更近了。
10月4日（中秋节）多云到阴天气，受云
层遮挡， 不利于赏月；10月5日宁波局部地区
有阵雨，10月6至8日以多云或多云到阴天气
为主，气温逐渐回升。
其实，说起来，“彩云追月”也不失为另
一番美景。
据统计，当天空云量在五成至八成时，月
亮往往躲躲藏藏，就会出现彩云追月景色。据
统计，四川峨眉山、河南嵩山、湖南张家界、贵
州黄果树风景区、上海迪士尼、浙江西湖、四
川庐山、安徽黄山、广东长隆、浙江乌镇西栅、
陕西华山此时天空云量多在五成至八成，更
容易出现彩云追月的现象， 又为赏月提供了
另一番意境。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宁波上空，中国红铺满三江六岸

通讯员供图

昨天，记者从宁波城管市政部门打听到，国庆黄金周
期间，宁波三江口将特别播出全新主题场景灯光秀。
“去年，我们就制作了国庆主题的动画，市民的爱国情
怀一下子就激发起来，反响不错。”工作人员说，为了让灯
光效果更棒，早在两个月前，他们就开始着手灯光场景的
设计制作，并进行了多次上墙调试与优化，力求为市民带
来更加震撼璀璨的视觉享受。
为迎难得的双节，本次共制作了国庆、中秋两个主题
场景。五星红旗在江面上冉冉升起、迎风飘展，大楼之上，
长城蜿蜒雄伟，黄河奔腾浩荡。不同民族的人们载歌载舞、
相互依偎，洋溢着热情和朝气。背后，洁白的和平鸽纵情飞
翔，共庆新中国68周年华诞……这是国庆“中国梦”的壮
美画面；“海上生明月”，一轮圆月从江面升起，繁花簇锦
怒放，玉兔、嫦娥相映成趣……这是中秋“花好月圆”的美
满祝福。
想要观看感受灯光秀的市民朋友，赶紧记好下面的播
放时间表哦！
播放日期：
9月30日—10月1日，专题播放国庆场景动画
10月2日—10月8日，播放国庆+平日模式的场景动画
10月4日—10月5日，插播中秋主题动画
播放时间：每天18：00—22：15
通讯员 周骏 记者 陈嫣然

黄金周 ·菜篮子价格平稳
黄金周 ·赏花赏叶赏秋香

宁波秋天真的很美，不信去这些地方看看……

桂花飘香，秋风袭人。有人说，这是一年里最
美妙的光景。走在宁波街头，黄花满树，红果摇曳，
斑斓五彩，窃以为，再厉害的莫奈也画不出这番流

[ 最佳观赏点 ]
年被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 “中国桂花之
乡”。全乡10个村，村村有桂花，公路两旁、田间坡地、房前
屋后皆是桂花，种植面积达6500余亩。其中李岙村桂花旅
游区植有桂花1200多亩，树近30万株。
公交出行可以在轻纺城坐637路到鄞江镇政府， 再转
641路，全程大概一个半小时。

光溢彩的美。眼看国庆黄金周将至，不想出远门人
挤人，不如在宁波市里寻找秋天的味道吧！
□通讯员 朱琼 记者 陈嫣然

假期去这些地方转转
让桂花荡漾心头
老话说，八月十五桂花香。中秋尚未到，宁波的
桂花却已按捺不住满苞的香， 仿佛约好了一般，纷
纷冒出了枝头，一夜之间，满城尽是桂花香。
桂树、 桂花常常还和宁波人的舌尖连在一起。
桂皮能入药，也能入菜；桂花更是不少食物的“神
来之笔”，用桂花做桂花饼、桂花糕、桂花酒，一口
下去，满腹余香。
在这软软甜甜的温柔浓香中， 让人不由得没
了脾气，只想来个惬意不过的“葛优瘫”。甚至，有
的市民喜欢在家里也插上几枝桂花， 让心情变得
美美哒。
宁波市园林局科研中心副主任周朝阳建议，自
家种植桂树的市民，可以在这两天对桂树进行一次
疏剪，“经过一个夏季的旺盛生长， 很多树枝长得
太密了，通过疏剪，让树形更好看，也可以让树冠更
透气、透光，有利树木生长。这些疏剪下来的枝条正
好可以放到花瓶中欣赏。”
不过，在市区可不能随意“折桂”哦，这不仅会对
桂树造成伤害，也无法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芬芳的桂
花香了。

东钱湖福泉山陶公庵

甬城桂花已开始飘香 记者 张培坚 摄

月湖公园

在宁波说起赏桂， 不少赏桂达人都会说起位于福泉
山下的“千年古桂花树”，是鄞州最古老的桂花树，为一
级保护古树名木，号称“桂花王”。“桂花王”枝叶繁盛，
树干粗壮，树径3米多，需 要两人合抱，据记载树龄 已 达
800年。
公交可乘109、901、906、907路等到东钱湖旅游客运中
心再转乘960、966路可直达福泉山景区。

月湖公园建成初期， 栽有桂花树300多株。2006年在月
江北保国寺
湖十景之一的月岛建成了一个桂花园， 种植大小桂花共
群山环抱、 绿树翠围的保国寺景区近3000株树龄较大
600多株，小苗400多株，包括金桂、银桂、四季桂等53个品
的金桂、银桂、丹桂，流金溢银，迤逦数公里。漫天的
“香林
种，成为特色。
桂雨”与清风、鸟语组合成了一幅绝佳的山野秋高气爽图。
公交14、812、819、820、238路到月湖公园站可到。
公交332、338路保国寺站下车，往前步行10分钟即到。

中山广场

鄞州天宫庄园

位于中山广场西南角的张苍水故居， 从正屋前廊向左，
天宫庄园从2001年开始有规划地种植桂花， 目前已有
穿过西厢房，看到一个清净雅致的小花园，其间遍植桂花树，
尽管品种和数量不及月湖公园，但也有多年树龄，香味浓郁。 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4大品种类型1万多棵，分布在庄
公 交 6、30、305、363、360、380、501、516、517、521、527、 园入口道路、游步道、西江河两侧，以及净土寺、盆景园、牡
丹园、西江古村等景点周边。尤其是环绕天宫庄园植物世
806、819、812路中山广场站可到。
界栽植的千棵四季桂已成林，芳香弥漫，是赏桂的最佳地
龙观乡
点之一。
公交111、117、128、177路到天宫庄园（湾底村）站。
宁波桂花树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地方要属龙观乡，2006

栾树花开美到极致
更浪漫得不像话
镇明路， 被誉为宁波最美马路之一。如
果这些天，您从这儿经过，是否留意到马路
两侧花果正盛的黄山栾树呢？
枝头色艳嫩于霞， 树不知名愧亦加。攀
折谛观疑断释，始知非叶亦非花。清朝诗人
黄肇敏在《黄山纪游》中，已把栾树的美写
到了极致。
眼下，正是一年当中栾树最美的季节。当
第一缕秋风吹拂而来，栾树静悄悄地开出了
一树耀眼的金黄，风一吹，栾花纷纷洒洒如
金雨，浪漫得不像话。
现在呢，盏盏灯笼、串串风铃般的蒴果已
挂满枝头，与鲜黄色秋叶交相辉映，在微风
吹动下会发出海浪般的哗哗声， 因此也被
人们唤作“摇钱树”。周朝阳介绍，黄山栾
树扎根宁波已有20多年了， 由于它的适应
性强，病虫害少，对粉尘污染、二氧化硫、臭
氧均有较强的抗性，是理想的行道树、园景
树。有兴趣的市民不妨走出家门，在美丽的
栾树下， 与秋天的宁波来一场不期而遇的
浪漫之行吧。

品种丰富货源充足
有的菜品出现降价现象
黄金周期间菜篮子价格如何？ 金报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由于供应充足，甬城菜篮子价格平稳，有的菜品还出
现了降价现象，预计长假期间，价格不会有大的波动。
茭白8元/斤，雷笋12元/斤，茄子5元/斤，鸡蛋5.5元/斤，
芹菜6元/斤，中号青菜6元/斤，白萝卜3.5至4元/斤，五花肉
15元/斤……昨天中午，金报记者在华严菜市场发现，除了
雷笋等刚上市的时令蔬菜价格小贵，绝大部分百姓餐桌的
蔬菜价格平稳。“这几天蔬菜批发市场的日销量达3200吨，
比平时提升20%左右。 目前， 市场内的蔬菜品种达120多
种，由于货源充足，品种丰富，预计节日期间蔬菜批发价不
会有大波动。”宁波蔬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金报记者。
水产方面，白蟹35元/斤，虾孱7元/斤，小梅鱼35元/
斤，鲳鱼22元/斤，带鱼22元/斤………由于海鲜供应充足，
价格基本平稳，一些鱼的价格比较实惠。
“休渔期全面结束、渔船逐渐归港后，东海海鲜数量
激增，海鲜的价格比较平稳。不过，与往常一样，高档水产
的价格略有上涨，主要是婚宴和家宴影响。”宁波路林市
场大水产批发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郑晓 摄影 记者 张培坚

[ 最佳观赏点 ]
海曙区：镇明路、呼童街、西河街
江北区：双东路、育才路、悠云路
鄞州区：凌波路、锦寓路、四明路
镇海区：中官路

9月29日，宁波一菜场内售卖的各类新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