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吹轻微的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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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轻微的偏南风

多云

紫外线指数：很强

防护措施： 尽可能不在室

外活动， 必须外出时要采

取各种有效的防护措施

27～36℃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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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还在感叹何时能实现“水果自由”的时候，在南沙东涌，众多水果园的

水果已经挂满枝头，等着你来“自由”采摘。 如果你不知道周末去哪玩，不如到

东涌做个“吃瓜群众”吧，即能帮衬果农，一家人还能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 据

了解，东涌镇的大稳番石榴等 17 个特色农产品获评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

现在正值火龙果、葡萄、番石榴、无花果等水果的采摘期。

何小敏

周末可去南沙东涌摘水果

昨日 14 时， 今年第 11 号

台风“白鹿”

（ 热带风暴级）

中心

位于北纬 16.5 度、 东经 129.0

度。 预计，其将以 20 公里左右

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

渐加强， 可能于明日趋向福建

沿海；也可能趋向粤闽交界。 预

计，受副高和“白鹿”外围下沉

气流影响，23~24 日广州多云为

主，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 36～

37℃；25~26 日受“白鹿”外围环

流影响，广州将转雷雨天气。

气象部门预测，23 日，粤西

市县和珠江三角洲市县多云有

（ 雷）

阵雨，局部暴雨，粤北市县

有分散

（ 雷）

阵雨，其余市县晴

到多云，局部有

（ 雷）

阵雨，最高

气温， 中北部和粤东部分市县

34℃～36℃， 局部 37℃；24 日，

粤东和粤北市县多云转雷阵

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

（ 雷）

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 局部有雷

阵雨，气温介于 27℃至 36℃之

间，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多

云， 气温介于 28℃至 36℃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

黄熙灯

“白鹿”影响

先热后雨

采摘指引（部分）

东涌农业休闲园

东涌农业休闲园位于大稳村稳发

支路，主要种植了葡萄、木瓜、番石榴、

火龙果、皇帝柑、柚子、砂糖桔、草莓、圣

女果等。 其中番石榴全年采摘、葡萄采

摘 6-8 月，砂糖桔采摘 11 月、三红蜜

柚采摘 9 月、皇帝柑采摘 11 月。

采摘电话：020-34918018。

东涌绿色蓝莓生态园

东涌绿色蓝莓生态园位于官坦村，

是一个集水果采摘、钓鱼、烧烤、野炊等

于一体的水果采摘园。 主要种植水果

有阳光玫瑰葡萄、番石榴、火龙果、鹰嘴

桃、蓝莓、黑树莓、沃柑等，葡萄采摘 6

月到 8 月，石榴常年采摘，火龙果采摘

6-11 月，鹰嘴桃采摘 7-8 月，蓝莓采摘

5-6 月，黑树莓采摘 5-6 月，沃柑采摘

1-4 月。

采摘电话：15919197185。

南涌水果休闲农场

南涌水果休闲农场位于南涌村民

委员会对面， 主要种植红肉番石榴、沃

柑、血橙、黄帝柚等，番石榴采摘 8-12

月，沃柑采摘 12~次年 2 月，血橙采摘

10~12 月，黄帝柚采摘 9~12 月。

采摘电话：13710984302。

勤家园生态农场

勤家园生态农场种植品种主要有

水果玉米、鲜食无花果、迷你冬瓜、紫玉

淮山、鳄鱼南瓜等多种特色果蔬。 佳丽

蕉、无花果、胭脂红番石榴全年可以采

摘，水果玉米 5~7 月、10~12 月采摘，全

年均有果蔬可供采摘。

采摘电话 13600020006。

石基村德宝果园

石基村德宝果园位于南沙区东涌

镇石基村安顺路， 主要种植红肉番石

榴，采摘期为 8~9 月、11~12 月。

采摘电话：13602279224。

葡萄无花果采摘园

葡萄无花果采摘园位于石基村墩

涌东街，主要种植夏黑葡萄、阳光玫瑰

葡萄、无花果，夏黑葡萄采摘 5-8 月，

阳光玫瑰葡萄 10~12 月， 无花果采摘

7~次年 1 月。

采摘电话 13694261666。

大稳村俊然果园

俊然果园位于大稳村绿色长廊旁，

主要种植番石榴和黄金柑等，番石榴采

摘 4~10 月、黄金柑采摘 10-12 月。

采摘电话：18902258418。

太石农悦果园

太石农悦水果园位于太石村，主要

种植台湾凤梨释迦、皇帝柑、红柑等，凤

梨释迦采摘 8 月，皇帝柑采摘 10 月，红

柑采摘 12 月。

采摘电话：13711307668。

小乌绿秧田水果园

小乌绿秧田水果园位于小乌小学

旁，主要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夏黑葡萄、

台湾长桑果、黄金百香果、三华李、无花

果、红肉番石榴等，阳光玫瑰葡萄采摘

6~7 月，夏黑葡萄采摘 5~6 月，台湾长

桑果采摘 4~5 月， 黄金百香果采摘 6-

10 月，三华李采摘 4~5 月，无花果采摘

7~10 月，红肉番石榴采摘 4~10 月。

采摘电话：13802841039。

即日起至10月31

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文明路总馆的一、

二、三楼中文图书及报

刊借阅服务区、自修区

的开放时间从9:00提

前至8:30，21:00闭馆时

间保持不变，其他服务

区域维持原开放时间

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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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羊城全民

阅读推广大使 马泽胜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徐敏

摄影报道

果农添叔家的柑橘快可采摘了。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摄

运营中心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3

楼（

510310

） 电话：

020-84212025

、

842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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