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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

讯员 成广聚 ）

记者昨日从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该局日前

对迎春花市的环境保障工作作出

部署，要求各区城管局认真做好花

市期间花市现场及周边区域道路

的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工作；做好

流动公厕设置、公厕保洁、粪便清

运以及洒水车冲洗等协调督办工

作； 做好花市的收尾保洁工作，确

保花市结束后良好的市容环境。

市城管局要求，各区要严格花

市外围摆卖点的审批，禁止开办盆

桔以外的其他花卉临时摆卖点，特

别是在花市半径 1000 米范围内，以

及区内其他主、次干道、内街均不

得批准设置任何形式的占道临时

摆卖点。 在花市半径 1000 米范围

内， 在不影响花市内经营的原则

下，可以利用闲置工地，适当批准

设置盆桔销售点，盆桔销售点不得

销售其它花卉、水果、食品、年货、

工艺品等商品，不准冠以“花市”等

字样拉横幅、树彩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李建基 ）

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

今年春节前后， 广州乃至我国南方各

地， 如果天气晴朗， 均可观赏到少见的

老人星。

老人星是船底座最亮的恒星， 视亮

度达到负 0.72 星等， 距离地球 310 光

年。 老人星也是夜空中第二亮的恒星，

它的视亮度仅次于天狼星。 由于老人星

位于南半球的上空， 在广州， 目睹到老

人星的最大地平高度只有 14 度。 在我

国北纬 37 度以上地区， 全年都看不到

老人星。 因此， 在老人星上中天时观看

最理想。 其一， 此时老人星高度最大、

最亮、 最易观测； 其二， 此时老人星不

东不西， 恰好位于正南方向， 是名副其

实的指南针。

据五羊天象馆预告， 广州老人星上

中天的时间：2 月 1 日是 22 时 07 分，2

月 5 日

（春节）

是 21 时 51 分，2 月 9 日是

21 时 36 分，2 月 19 日

（元宵节）

是 20 时

57 分。 今年 2 月份，连续 28 天都可看到

老人星。

如何寻找老人星？ 近日夜幕降临

后， 在东南方可找到夜空中最明亮的恒

星天狼星。 在天狼星的南面， 可找到老

人星。 老人星呈青白色， 光芒有闪烁，

而行星

（金星火星 ）

光芒是不会闪烁

的。

观测老人星，要选择视野开阔，灯光

暗淡， 南面没有房屋和大树等遮挡物的

环境。 在老人星上中天的前后 1 小时内，

都是观测的理想时间。

我国民间认为， 老人星是吉星、福

星、寿星。看到它，象征国泰民安、如意吉

祥、幸福美满、健康长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李建基）

今年春来早，广州部分路

段的木棉花已悄然开放。记者从广东

省生态学会获悉，2002 年以来， 广州

共有 4 年出现市花与市花一起开放

的现场。 市花与花市一起开放，这是

一种自然物候与天文历法的巧合。

今年 1 月下旬，广州市花木棉已

悄悄开放。 在东风西路、府前路、陵园

西路和烈士陵园等地点，都可观赏到

木棉蕾满枝头，露瓣吐红，红花盛放。

广州市花与广州花市一起开放，这种

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的重合是不多

见的。 据统计，从 2002 年至 2019 年

这 18 年中， 只有 2005 年、2015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这四年是广州市花

与广州花市一齐开放。

专家解释称， 木棉开花的迟早，

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 如果冬春季

节，气温偏高，日照偏多，木棉开花就

早。 由于木棉先开花后长叶，因此，花

期波动较大。有的年份，1 月中旬就吐

艳； 有的年份，3 月下旬才始花，如

1983 年。 其次是春节来临的迟早。 农

历的春节，在阳历上变化较大，最早

与最迟相差 30 天。 市花木棉开花提

早，春节出现日期偏迟，就会发生市

花与花市一起开放的巧合现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穗市监）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2019 年广州传统迎春花市将于 2

月 2 日全面开放。 今年全市共设 11 个迎

春花市，其中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

云、黄埔花市开放时间为 3 天，即从 2019

年 2 月 2 日 8:30 至 2 月 5 日凌晨 2:00

结束。

花市牌楼各具特色

据了解，今年的年宵花除了蝴蝶兰、

年桔、红掌、凤梨、多彩菊花、大花蕙兰、

国兰、杜鹃、海棠等传统花卉外，还有多

个进口品种，如高山杜鹃、蓝杜鹃、帝王

花，以及搭配小盆栽、多肉组合等众多品

种。 预计总体价格稳中有降。

花市牌楼， 历来是迎春花市的重头

戏。 今年， 各区都高度重视花市主牌楼

的设计， 结合本区实际， 最大限度地彰

显岭南文化底蕴和民俗特色。 越秀花市

主牌楼今年搭建选址调整至西湖路东段

西湖广场， 以广州历史上著名的四牌楼

为主体造型， 融入了拱北楼的元素， 巧

妙地迎合了迎春花市的主题， 使花市的

历史风情和文化得以重现和展示， 给游

客带来了文化体验的同时， 感受春节喜

庆热闹的气氛。 海珠花市主牌楼为一个

巨大的“聚宝盆” 主造型， 牌楼下方

“堆头” 设计上， 左侧为卡通动物， 右

侧巧妙利用海珠地图， 全面展示海珠创

新岛微缩景观。 荔湾花市主牌楼以“粤

韵悠扬 唱响荔湾” 为主题， 牌楼融合

画梁、 红柱、 锅耳墙、 满洲窗等传统建

筑元素， 同时展现了永庆坊及粤剧博物

馆的景观。 天河花市主牌楼整体形象以

“天” 字和“铜钱” 造型作为设计核心，

牌楼整体形象大气稳固， 打破了以往花

市牌楼设计风格， 既有新时代科技工

艺， 又保留了本地传统特色文化， 迎合

了新时代人的审美观， 非常适合慕名而

来的市民观赏、 拍照等互动体验。 白云

花市主楼牌以安全、 美丽、 祥和、 喜

庆、 繁荣为原则， 融入了鸡公榄、 醒

狮、 白云山等广府文化元素。 黄埔花市

主牌楼以充满活力的元素彰显了黄埔区

新时代的担当和使命。 其他花市的牌楼

也各具特色。

全天候监控花市安全动态

花市筹备和开放期间， 广州市花市

办积极会同各区和各有关部门， 切实加

强花市的宣传引导、安全保障、应急处置

等工作。据了解，各区针对花市期间可能

发生的突发事件， 在花市开放前组织开

展不少于 1 次的应急预案演练， 人流量

密集的花市要采取不同形式反复推演。

同时， 区花市指挥部都要设立现场

监控指挥中心， 在花市现场安装覆盖花

市范围的视频监控系统， 全天候监控花

市安全动态。 各花市的主要出入口都设

置闸口或隔离带， 由公安干警及相关执

勤人员实时掌握进入花市的人流量情

况，一旦出现人流量过高，迅速采取措施

组织分流，并限制进入花市人员数量。

传统迎春花市明日全开张

有传统花卉及多个进口品种，预计总体价格稳中有降

市花花市一起开放

陵园西路，木棉花盛开。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相关新闻

花市周边严格审批

临时摆卖点

春节前后广州可观“老人星”

为夜空中第二亮的恒星，寓意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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