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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台风“白鹿”影响了

广东等华南、 江南南部地区，本

周末台风“杨柳”又将影响华南，

“杨柳”之后，即下周或将有第13

号台风“玲玲”生成并趋向广东，

广东或遭台风三连击。 预计，受

“杨柳”外围环流影响，30-31日，

广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截至

昨日下午4时，广州港1号区台风

2号风球、 广州港2号区强风1号

风球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一周

广州雷雨趋明显， 局部伴有雷

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部门预测，30日~31日，

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有中到

大雨局暴雨， 其余市县多云有

（ 雷）

阵雨；9月1日~2日，广东省

大部分市县多云，有

（ 雷）

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有雷阵雨局

部大雨，气温介于26℃至33℃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明日阴天

间多云，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气温介于26℃至31℃之间，吹轻

微的偏南风；9月1日， 阴天到多

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于

25℃至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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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可赏两大花艺展

2019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与广州园林博览会将贯穿国庆黄金周

有嘢到

明日可去广东科学中心看“蚕宝宝”展览

来广东科学中心科技影院和“蚕宝宝”约会！ 明日，广东

科学中心、广东省农科院将联合举办“我家后院的农产品”

系列科教活动第二期活动， 现场将有不同生长期的“蚕宝

宝”亮相，并为小朋友们送上新奇、有趣的科学体验。

第二期“我家后院的农产品”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内

容一 ：“蚕宝宝的一生”展览。实物展示区将展示不同生长期

的“蚕宝宝”。 届时有趣味问答，为小朋友解答各种疑问。 另

外还有“蚕宝宝的一生”科普讲座，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的邢东旭博士到场，讲述蚕宝宝从蚕卵到幼虫，成虫的美

丽蜕变，探讨蚕宝宝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缫丝体验环节更为有趣，观众在现场可亲子动手，通过

机器操作抽丝。 蚕茧亲子手工， 将免费提供多种颜色蚕茧

壳、辅助工具等，观众可亲手触摸蚕茧壳，发挥创造力和想象

力进行 DIY 活动。

成小珍 吴晶平

为纪念岭南画派一代宗师高剑父诞辰 140 周年，广

州艺术博物院策划了年度特展“春睡梦先觉———纪念高

剑父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展”。 展览由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

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广西

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岭南

画派纪念馆共同主办， 精选各自收藏的高剑父绘画作品

一百多件(

套

)，全面反映高剑父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

展览将于今晚正式开展， 同时将先后举办面向普通

观众的专家导赏和面向亲子家庭的艺术体验。 开展当晚，

广州艺术博物院还为观众策划了主题为“看剑父如何创

造‘新国画’”教育活动，教育员将带领观众一起根据《看

我如何创造“新国画”》小册子的提示，寻访剑父艺术足

迹，看看他如何吸取居派绘画、近代新日本画和南宋画的

艺术元素， 感受剑父在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创造性转化

的过程。

此次展览充分运用了数字智慧美术馆技术。 广州艺

术博物院运用 3D/VR 线上展示，1:1 还原广州艺术博物

院外景、高剑父展厅现场。 观众只需扫描二维码或者链接

图标便可一键轻松进入，与大师之作近距离接触，作品可

放大或缩小，有语音解说，让展览作品完美呈现。

冯钰

一年一度的花城盛会———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又要来了。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2 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将携手中国

插花花艺协会在海心沙组织举办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暨中国插花花艺展和第 26 届广州园林博览会

（ 国庆专场）

。

黄熙灯 穗林园宣

今晚到广州艺博院，看“春睡梦先觉”

方式一：扫描右方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按页

面要求发送全家福照片即可投稿成功！

方式二： 将照片 + 简介发送到指定邮箱：

zpzj@xxsb.com，邮件以“投稿人 + 电话 + 拍摄地

点 + 拍摄日期” 命名， 正文中需包含作品标题、

200 字以内的全家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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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单车等品牌送出。

注：抽奖后请如实填写手机号码和姓名 ，将由专

人电话联系领奖，需本人凭身份证领

奖 ， 身份证姓名与中奖填报资料一

致。 如中奖用户自通知后

10

日内不

领取奖品， 则视为自动放弃领奖，奖

品将顺延到下期抽奖。

奖品个人所得税由中奖者自理，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信息时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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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26～33℃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6～31℃

吹轻微的偏南风

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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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暨

中国插花花艺展将于 9 月 28

日———10 月 7 日举办。 届时，来自

中国本土的知名花艺大师苏丽思、

刚荣获 2019 年北京世园会世界花

艺大赛亚军的“广州仔”黄仔，将和

来自中国、德国、荷兰、新加坡、印

尼、俄罗斯、捷克等国家和地区的

10 余位世界级大咖一起， 携手呈

现高水准的花艺设计作品。

此次花艺展的展示内容和形

式更加丰富， 展示时间长达 9 天，

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主会场海心

沙设有国际花艺大师作品展示区、

世界花艺大赛设计师作品展示区、

各省市作品展示区、港澳台作品展

示区、青少年特殊青少年作品展示

区、艺术装置展示区。

到海心沙看世界级大咖花艺设计作品

第 26 届广州园林博览会

（ 国

庆专场）

将于 9 月 28 日正式开幕，

活动一直持续至 10 月 12 日，设海

心沙和海珠广场两个会场。

届时，在海心沙主会场，广州

各区园林部门及优秀绿化企业将

以“花开金秋———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通过精美的花卉

植物搭配，结合园林手法搭建主题

园圃， 与会场内的大型立体花坛，

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欢庆氛围；在海

珠广场分会场，将举办广州首届花

境技艺大赛，以花为媒，传颂红色

文化，体现“老城市新活力”。

到海心沙和海珠广场看园博会

据介绍，配套活动方面，越秀公园、市儿童

公园、云台花园、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均精

心打造主题活动。

市儿童公园从 7 月起推出“花花 LOOK

LOOK 放暑假”“环保花艺学堂”等夏日亲子花

艺嘉年华活动，9 月将举办“花城花开大派

对”，邀请亲子家庭用不同花材插出心水花型，

并特意设计了“花城花儿开迎接新时代”打

CALL 区，增强活动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越秀公园大型花艺展将于 9 月至 10 月推

出，设有花卉馆、北秀歌舞台、韩国园三个展

区，通过花艺作品展、以“花”为主题的时尚活

动、“花语”雅集等多元风格，展示与“花”有关

的创意文化。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花艺

设计比赛将于中秋节期间在流花湖公园举办。

2019 年云台公园的“幸福花城， 与国同

梦”主题灯会、珠江公园“璀璨珠江·闪耀南方”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草地音乐会也将于 9

月推出， 让公众更便捷地走近高雅花卉艺术，

感受花卉文化的独特魅力。

5个公园均有主题活动

活动时间：

8 月 31 日

（ 展览：上午；讲座：上午

10

：

30�

；

亲子手工及知识问答：全天）

活动地点：

广东科学中心科技影院二楼大厅、巨幕影院

参与方式：

活动免费，无需报名，直接去现场签到、领取

票券，凭票券参加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