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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北方的寒夜看飘雪

我在南方的艳阳赏百花

你在北方的寒夜看飘雪

我在南方的艳阳赏繁花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近日，

由北海市人民政府、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北海市旅游文体

局、北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海

市投资促进局、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北海机场共同承办的“2019 年

北海市航空旅游营销招商推介会”在广

州举行。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广西日前推出

了一系列冬游优惠政策，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除广西以外的全国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

（包含港澳台地区）

游客可享

受广西所有 A 级景区门票价 5 折优惠，

以及部分文化旅游演艺、夜游和主题公

园项目门票挂牌价 4-8 折优惠。 在此基

础上， 北海涠洲岛推出升级版优惠，即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国内外游客均可享

受涠洲岛景区

（涠洲岛火山地质公园景

区 ）

门票 5 折优惠；凭有效身份证全票

购买涠洲岛船票的游客也可享受 8 折

优惠。

简讯

广西北海推出冬游优惠

涠洲岛半价可玩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叶佳茵）

12 月北方已

进入雪花漫天飞舞的冬季，而

在南方的广州则是花开满城。 因

为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

水热同期，雨量充沛，利于植物生

长，是名副其实四季常绿、花团

锦簇的“花城”，在广州仍可

享受到腊月被花海环绕

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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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万葵园：秋樱盛开

在百万葵园有宛如彩虹坠落人间的七

色花海， 或许你已经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和

日本的北海道见识过那片惊艳的薰衣草，

而百万葵园的薰衣草伊甸园则是集合了法

国的浪漫和日本的时尚， 由日本大师级农场设计

专家熊谷留夫先生为百万葵园量身定制。

现今，正是百万葵园秋樱盛开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为了

一睹“樱之美”，不惜花大价钱跑到国外去，其实在广州百万

葵园，就有一棵只在秋天才开花的“秋樱”，如梦如幻，丝毫不输国

外。近日，百万葵园也开启了第五届秋樱文化节，花海剧场的杂技表

演也会每天上演，给观众带来欢乐。

年轻的情侣在百万葵园可以寻找到异国风情的浪漫，而亲子游

的家庭可以去“巧克力共和国”DIY 巧克力 、曲奇饼、蛋糕盆栽等，

或是在松鼠谷和上千只不同品种的松鼠一起嗑瓜子，或是到白鸽广

场看漫天和平鸽起飞，无论是情侣还是家庭游都十分适合周末到此

赏花，共度休闲假期。

在周星驰电影

里面那句： 赏菊赏

月赏秋香流传至今，虽

然美人不一定是秋香， 但广州黄花岗

公园可以赏菊赏月， 而且是由三万朵

秋菊组成的主题花海， 以“锦绣华章

70 载”为主题的第五届黄花文化节正

在进行中。

黄花文化节始于 2015 年，于每年

的 11~12 月期间举办，并被视为“花城

广州”秋季花事活动的重要品牌。黄花

文化节的 logo 图案主体为中国传统

的书法挥毫而成的“菊”字，文字行云

流水， 如畅怀挥洒而成， 直抒浩然之

气。“菊”字将“3·29”这个特殊数字以

巧妙的艺术化结合；内部“米”字如烟

花般爆发和非对称的结构形成一种特

殊的动感，暗喻黄花岗起义

（广州“三·

二九起义”）

， 表达向起义烈士们献上

的敬意。

今年黄花文化节再次打造全新亮

点，以《锦绣华章 70 载》为入口景观，

锦绣斑斓的万千菊花竞相开放， 如同

黄河造型的“几”字形的飘带，贯穿着

多层的立体主景， 体现出历史的长河

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绕过立体花

坛，顿时迎来万千菊花汇聚，沿正门中

轴线菊展中心区高低错落， 花团锦簇

每株千朵的大立菊，野趣嫣然、花枝倒

垂的悬崖菊， 博古架上争芳斗艳的名

贵品种菊，引蜂蝶追逐嬉闹。还有庆祝

七十周年， 海内外 70 名家共同手书

70 米书画长卷，是来自世界各地爱国

华裔书画家向祖国的献礼。

广州从化西塘村：童话小镇花海

广州从化有个地方依山傍水、

如诗似画，宛若世外桃源，花海锦簇

的童话小镇，让人留恋忘返。 这个童

话小镇就位于从化区鳌头镇的西塘

村。 西塘村具有优秀的历史、人文资

源丰富，从广州出发，高速一小时左

右， 从化棋杆墟直入， 沿路即见指

示，不远便走到开阔的田间平地，跃

然入目的就是这个鲜花和稻草编织

的童话小镇。 沿着西塘村的村道漫

步，潺潺的溪水，金黄的稻穗，滴翠

的竹林、翠绿的山色、袅袅的炊烟，

构成一幅秀美的山水田园风情画。

稻草节、黄金花海、动漫元素、

农耕文化……走进鳌头镇西塘村，

一个以山水田园农耕风光为背景，

围绕田园童话为主题建设的童话小

镇正在迎接着游客的到来。 近日，第

四届广州西塘稻草艺术季系列活动

稻草嘉年华在鳌头镇西塘童话小镇

稻草农业公园内开幕。 由从化中学、

流溪中学、从化二中、流溪小学等 30

所中小学学生创作的大型稻草作品

在公园里亮相，各式各样的稻草

造型吸引了众多游客。 其中，从

化中学结合金秋时节稻草丰收

的情景，创作出人们围绕谷堆欢

快起舞的作品，展现了劳动人民

迎丰收、庆丰收、乐丰收的良好

精神风貌。

增城大埔围：格桑花花海

大浦围村位于广州东部的增城区增江街，是增城的革命

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沿着进村主道，映入眼帘的是占地

80 亩的花海，红玫瑰、蓝玫瑰、波斯菊等花开得灿烂，众多蝴

蝶翩翩起舞。 置身花海，内心感到平静而美好。

大埔围花海最旺的季节在冬季，格桑花、月季、剑兰、桃

花争相开放，是花海最美的时节。 每年春节期间这里会举办

大型迎春灯会，节庆彩灯与花海融合在一起，极具民族传统

特色，吸引了全国的游客在这里赏灯、赏花，置身于田园的乐

趣之中。

黄花岗公园：黄花文化节

流溪河森林公园：流溪香雪

“中华梅花第一弄, 南国报春

第一枝”，说起十二月赏花，第一浮

现出来的自然是傲寒绽放的梅花，

而广州从化就有这么一个腊月赏

梅花的好去处———流溪河国家森

林公园。 公园位于广州市郊从化

东北部，“流溪香雪” 是流溪河国

家森林公园冬季别具特色的一道

风景， 每年吸引无数游客来赏梅、

咏梅、画梅、摄梅、赞梅。 冬日梅林

飘香， 雪白的梅花与碧绿的流溪

河湖水相映成趣，令人出神。

近期， 第十八届广东从化流

溪梅花节暨 2019 流溪红叶节开

幕， 活动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 每年 12

月开始， 这里 10 万多株梅树在枝

头绽放一簇簇的白花， 傲着寒冻

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与碧

绿的流溪湖水和青山辉映， 堪称

南国一大奇观。另外“梅花有三弄”

也有人把之比做梅花花开三度,每

度都含有不同的韵味。一度开花稀

少,欲露还藏；二度开花大片绽放,

满树飘白；三度开花稀落,有绿芽

相伴,象征着冬去春来。 而在梅花

的花期内,一天赏梅花又分早、午、

晚三个时间段，早上的梅花含苞欲

放,晶莹洁白,幽香阵阵；午时的梅

花繁华盛开,灿烂芬芳,笑脸迎人；

而傍晚的梅花伴着西斜的夕阳，落

英缤纷，景致非常迷人。

此外，流溪红叶，也是这个时

节的亮点。枫树红了，随风飘落，铺

洒大地。同时，爬墙虎红了，整堵墙

都被映衬得十分娇媚。 还有，当地

的山野里，还有一种叫黄栌木的灌

木，这个时节也通红通红的，格外

耀眼。 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此时喜

欢自驾车来观赏拍摄。

百万葵园熏衣草花开满地。

广州从化西塘村

流溪河森林公园。

增城大埔围花海。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