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江晚报讯 位于南京
市六合区的竹镇镇，丘陵起
伏，水网密布，环境优美，空气
清新，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40%。
占地 12000 亩的巴布洛生态
谷就在这里。作为省五星级
乡村旅游区，巴布洛里有着我
们关于诗意田园生活的各种
想象。

在 5 月这个夏天的起点
上，浪漫的花海仍是它的一大
看点。在藏语中，“格桑”是

“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
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
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
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春
夏时节，格桑花很难一枝独
秀。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
阳光下摇曳着曼妙的身姿，这
是金鸡菊。湖边的雏菊就像
它的花语——“深藏在心底的
爱”，那些洁白或者鹅黄的花

朵清新淡雅，仿佛纯洁天真的
少女，虽不艳丽，但是越仔细
看就越能发现它的动人。薰
衣草是巴布洛花海中的另一
位主角。“期待爱情”的花语，
赋予了这种紫色小花无限浪
漫的气息。

农业体验是巴布洛的另
一个特色。位于园区东大门
附近的巴布洛农展馆，是一幢
玻璃结构的建筑，内部运用无
土栽培技术、控温控湿系统和
自动浇灌系统，实现了花卉植
物在墙面、立柱和吊顶上的种
植，营造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
生态世界。在农展馆内，还有
别具特色的生态花卉餐厅以

及农展超市。
传 统 农 业 体 验 区 占 地

3800 亩，有家庭农场、私家菜
地、百果园、茶园、生态藕园等
等。其中家庭农场占地面积
191亩，以种植新鲜时蔬为主，
兼有采摘功能，内设 5个主题
体验园，供游客采摘体验。

生态谷内的渔村则是以
渔家风格修建，蓑衣、斗笠、渔
网、渔船营造出传统打鱼活动
意象。渔村周围分布着许多
鱼塘，在这里可以垂钓，也可
以在遮阳伞下细细品味午后
的惬意时光。

此次活动出发时间为 5
月26日，价格：70周岁以上88
元/人，60-70 周岁 98 元/人，
60 周岁以下 118 元/人，以上
价格不含餐费。另有 B 套餐
可供选择，详情可咨询镇江新
闻国旅。

（朱秋霞）

到巴布洛生态谷看浪漫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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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我市
的最低气温为 20.7℃，最高气
温为 32.4℃，体感闷热。这还
不算什么，因为今明两天气温
会更高，并且在温度居高不下
的情况下，还会有降水突袭。
那闷热感，不是黄梅天，更胜
黄梅天。

昨天，全省的气温都挺亢
奋，高淳以 34.5℃夺魁，江阴
34.3℃ 、溧 水 34.1℃ 紧 跟 其
后。我市虽然只有 32.4℃，但
是带给小伙伴们的体感一点

儿也不差。路上的行人已是
夏装傍身，即使短袖短裤，大
家还在喊着“热”。

可是今明两天，气温仍旧
积极向上，最高气温将达到
35℃左右，真是热到没脾气
了。这样的天气里，小伙伴们
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饮食清
淡，外出注意防晒。除此之
外，据省气象部门预计，15 日
至16日全省有明显降水，并可
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
三天气温较高。所以，大家在
防晒补水的同时，最好备上雨
具，以防雷阵雨突袭，并警惕
强对流天气。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未来
十天，我市多降水天气，今天
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
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16日起

到22日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
18日雨量较大。气温方面，18
日前最高气温均在30℃以上，
19 日开始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26℃以下。最低气温方面，20
日前最低气温基本不低于
20℃，21 日到 23 日最低气温
降至18℃左右。

具体天气预报：昨天傍晚
到今天全市多云，其中今天午
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有时阴
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 3-4
级，最低气温 24℃到 25℃，最
高气温 34℃到 35℃；16 日多
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
温 25℃ 到 26℃ ，最 高 气 温
35℃左右；17日阴有阵雨或雷
雨并渐止，最低气温 23℃到
24℃，最高气温31℃到32℃。

（王小月）

京江晚报讯 春末夏初，又
到桑果成熟时，眼下正是桑葚采
摘季，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我市
街头的水果摊、超市等处都有桑
葚 在 售 ， 价 格 在 10 元 - 20 元/
盒。因桑葚是鲜货，不易保存，
所以销量并不太高。

桑葚含有芦丁、花青素等，
具有抗衰老、抗溃疡等作用，受
到吃货们的喜爱。上周日下午，
记者在新民洲桑果园里看到，正
逢双休日，来这里采桑葚的人真
不少。这里除了有新鲜的桑葚，
还有烘干的桑葚、桑葚酒等系列
产品。“这几天经常有人组团过
来采摘，很热闹。”新民洲桑果
园负责人吴滔告诉记者，目前桑
果园占地 80 亩，共有“大十”

“中葚 1号”“白果”“红果”“梦
4”“龙桑” 6 个品种，有桑葚
干、桑叶茶、桑葚酒等6个产品。

“这几天正是采摘节，一般
每年5月份开始，6月份结束，今
年采摘节将持续到 6月中上旬。”
吴滔介绍，新民洲桑葚采摘节每
年一届，每届为期 1 个月。去年
首届采摘节共吸引1100人次来园
区采摘，今年预计可突破2000人
次。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一家
水果店看到，一盒盒桑葚摆在了
店前。店主徐老板说，前几天桑

葚卖 15 元/盒，现在大量上市，
卖12元/盒。“这个是时鲜货，不
敢多进，摆不住。”徐老板介
绍，一天进个十几盒，当天就卖
完。

据《本草纲目》记载，桑葚
能“安魂镇神，令人聪明”。科
学研究表明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
白、维生素、氨基酸、胡萝卜
素、矿物质等成分。常吃桑葚能
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
衰老美容养颜的功效。不过，桑
葚虽然好吃，但也并非百无禁
忌，正确食用才不至于引起不
适。丹阳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医师薛祥龙告诉记者，多吃桑
葚对脾脏有增重作用，对溶血性
反应有增强作用。另外，未成熟
的黑桑葚不能吃，对肠胃刺激较
大，容易引起腹泻。薛祥龙强
调，桑葚含糖量较高，糖尿病人
不宜多吃。儿童也不要多吃，会
影响人体对钙、铁的吸收。

（朱美娜）

京江晚报讯 昨天最
高气温爬到了 30℃以上，上
午八九点钟，明晃晃的太阳
就开始肆虐，照得人眼睛都
睁不开。虽然还没有真正
气象意义上入夏，但是夏天
的气息已在我们身边氤氲
开来。此时，防晒又成为刻
不容缓的事情。

昨天，不少人已经戴起
了遮阳帽和太阳镜，还有不

少穿着短袖的开车人、骑车
人戴起了各式各样的袖套，
更多的人涂起了防晒化妆
品。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防晒化妆品
在我国属于特殊用途化妆
品。日常购买防晒品时，最
关心的是产品的防晒效果，
那么怎么来判断产品的防
晒效果呢？这就需要了解
防晒品包装标签上相关标

识的含义。防晒品标签上
与防晒效果有关的标识有
两个，一个是SPF值，另一个
是 PA 等级。SPF 是防晒指
数，数值的大小反映防晒产
品 对 中 波 紫 外 线 防 护 效
果。PA 表示防晒产品对长
波紫外线的防护效果，“+”
号越多表示防晒能力越强。

（孙霞 闫舒）

选购防晒化妆品注意看两个标识

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蹿至35℃
需警惕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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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采摘桑葚。 朱美娜 摄

桑葚大量上市
好吃莫要贪嘴
医生提醒：糖尿病人、儿童不宜多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