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阮栩 熊栩帆 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

广州

2019.11.4��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A1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梁毅飚）

“我要画一条鲸鱼。”昨日，广州

动物园举办的“本土动物嘉年华”———

野生动物保护月系列活动迎来了高潮，

小朋友们来到动物园南门广场，在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的陪伴下不仅认识了本

土动物、听了动物故事，还在手上、脸上

画上了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据悉，11 月

的每个周末，动物园都有“脸上手上画

小动物”的环节，你来吗？

本土动物“跑”到南门广场

华南虎、梅花鹿、豹猫、黄麂、变色

树蜥、环颈雉、大绯胸鹦鹉、蛇雕、画眉、

白鹇……来到动物园南门广场，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动物园里的本土动物。 只

见这些动物一字排开，“站” 成一列，仿

佛正等着检阅。“动物园里的本土动物

都‘跑’到南门广场了。 ”一名游客一边

观看画板上的动物，一边笑着说道。

据了解， 广州动物园共有 80 多种

本土动物， 其中天上飞的有斑背潜鸭、

白喉噪鹛、牛背鹭、犬蝠等；树上爬的有

熊猴、藏酋猴、三索锦蛇等；地上跑的有

梅花鹿、黄麂、箭猪等；水里游的有渔游

蛇、中华花龟、翘鼻麻鸭等。 当中，有广

州市鸟画眉、广东省鸟白鹇，黄腹角雉

则是中国特有鸟类。

在广州动物园，游客还可到科普长

廊动物大学听讲动物故事。 据介绍，11

月的每周末 14:00~15:00，科普长廊动物

大学都会和大小朋友一同分享动物精

彩的故事，包括 11 月 9 日的《天空精灵

的故事》、11 月 10 日的《孔雀拉里》、11

月 16 日的《动物园国家宝藏守护人 2》、

11 月 17 日的《让我们“丰”起来》、11 月

23 日《走进水中大熊猫———中华白海

豚》等。

多种有趣游戏等你来参与

记者看到，动物园南门广场售票处

对面，还摆放着一辆大篷车。 这辆车一

侧的车厢打开往上升，便是一个液晶显

示器，正在播放各种动物；工作人员将

车厢挡住一半，大篷车马上变身为手偶

小剧场，工作人员可躲在挡板后为小朋

友表演各种保护动物的小剧； 撤掉挡

板，出现在小朋友面前的还有多种动物

的标本……好玩不？ 其实，最好玩的是

志愿者们帮小朋友在脸上手上画小动

物。

“我要画一条鲸鱼。 ”“我要画成大

熊猫。 ”“我要画成大老虎。 ”现场，小朋

友们坐在桌子前，挑好自己喜欢的小动

物后，志愿者们就开始认真画画。 这些

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要么是绘画爱

好者，要么是美院在读生，画技高超，不

一会儿就把小动物画好。 记者发现，在

所有的游戏环节中，脸上手上画动物是

小朋友的最爱。

此外，还有给小动物填色和拼图环

节等，最后大家还可参与抽奖，只要从

抽奖箱里抽取题目并正确回答问题就

可抽奖，奖品五花八门，最高的奖项是

动物园门票。

需要提醒的是，动物园南门广场是

主会场，园内各处还设有分会场。 除周

末有活动外， 周一至周五也有不少活

动， 包括动物园独家动物视频展播、中

国动物园本土动物大型图片展、本土动

物标本展示、“我爱本土动物”合影区和

科普小游戏。

广州动物园“本土动物嘉年华”火热进行中，与小朋友们相约周末

脸上手上画小动物，你来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

昨日， 广州各区最低气温17℃～

23℃，较2日略升1℃左右，最高气温

30℃～32℃，与2日大致相当。 其中，

五山站气温介于21.5℃～30.9℃之

间，相对湿度30%～80%，能见度10～

20公里。 预计，今明两日受弱冷空

气影响， 广州市以晴到多云为主，

气温略有下降；7~8日受新一股冷

空气影响，多云转晴，气温小幅下

降。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5天，广东

省热晴依旧，昼夜温差加大，请注

意适时添减衣物；天气干燥，森林

火险等级较高，需注意森林防火和

家居用火安全。 其中4~5日，受弱冷

空气影响，大部分市县晴天，气温

小幅下降；6日，南部沿海市县多云

为主，其余市县晴到多云；7~8日受

弱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分市县晴

到多云， 中北部市县气温略有下

降。 具体预报如下：4日，广东省大

部分市县晴天， 昼夜温差加大；5

日， 全省大部分市县晴天；6日，粤

西、珠江三角洲沿海市县多云局部

有小雨， 其余市县晴到多云；7~8

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

广州今日晴间多云，气温介于

20℃至29℃之间，吹和缓的偏北风；

明日晴间多云， 气温介于19℃至

30℃之间， 吹和缓的偏北风；6日，

多云间晴，气温介于18℃至30℃之

间。

冷空气接踵来

气温持续小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丹婷 ）

昨

日， 广雅中学迎来了建校 131 周年校

庆。 一大早， 古朴安静的校园变得沸腾

起来， 昔日的校友们归宁， 畅叙情谊，

为母校庆贺生日。

“我对广雅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

每年校庆日， 只要有空都会回来看看，

难得和大家一聚， 心情很愉快！” 胡女

士是广雅中学 75 届校友， 昨天她专程

约上了昔日同窗与恩师， 一起回来母校

看看。

上午 9时许， 校园里化作一片“橙

色的海洋”， 以“广雅情怀 奔向未来”

为主题的 2019 年第四届雅马跑在如期

举行。 据统计， 本次雅马跑参赛人数多

达 3000 人， 众多跑手们身穿雅马跑元

素的橙色上衣， 迎着阳光迈开稳健的步

伐， 以跑步宣扬广雅人精神， 弘扬广雅

文化。 活动现场， 还有不少校友携带着

家属， 前来共同体验这场快乐的盛事。

“我女儿是高二级的广雅学子， 昨天是

我第一次参加雅马跑， 现场氛围很浓，

玩得很开心。” 许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此次雅马跑在环校跑

步路线上依次设立了 6 个“特色门楼”，

每个“门楼” 以广雅教育集团的各个分

校命名并装饰， 充分展示分校的办校办

学特色， 展示广雅教育集团的办学成

果和办学成就。 据悉， 雅马跑始创于

2016 年， 上午举办的雅马跑活动分为

两大部分， 分别为“环校欢乐跑” 和

“草地嘉年华”。 本次雅马跑嘉年华活

动的收入， 扣除活动成本后将全数捐

赠广雅教育发展基金用作“雅马奖”，

奖励优秀的广雅师生团队。

广雅迎来131周年校庆

2019年第四届雅马跑昨日如期开跑

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琴通讯

员刘思铭）

昨日， 共青团广州市越

秀区委员会、 广州市越秀区青年联

合会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

业越秀体验日活动，50多名粤港澳

三地优秀青年企业家、 创业者与大

学生代表齐聚越秀， 共享粤港澳创

新创业的丰硕成果， 探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 展望粤

港澳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越秀区自主创新高地———黄

花岗科技园， 粤港澳青年们参观了

集高端设备共享、虚拟现实、全息影

像、体感捕捉、人工智能等科技研究

开发、信息咨询、成果转化等综合服

务为一体的文创科技平台， 以“科

技+金融” 为主题的国家级孵化器

“科创咖啡”， 加深了对越秀产业园

区浓厚创新氛围和企业良好创业环

境的了解。随后，粤港澳青年代表们

还来到了北京路文化核心区、 新河

浦历史文化街区等参观。

昨晚， 粤港澳青年齐聚大型军

事主题游船“华夏保险号”，开展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融合发展

主题沙龙暨粤港澳青年越秀联欢

会。

参观黄花岗科技园等

粤港澳青年体验

越秀创新创业成果

动物园南门广场的本土动物展览。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跑手身穿雅马跑元素的橙色上衣，神采奕奕。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