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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冷空气离去逐渐升温
双休多云为主 比较适宜出游
本报讯 （记者符樱 通讯员李梦蓉）
昨天，连续上岗多日的阳光，终于下班休
息了。 武汉的天色变得阴沉，一些地方还
零零星星地飘了点雨。
少了阳光的加持， 多了冷空气的影
响，武汉的气温也随之走低，昨天白天基
本徘徊在11℃-13℃， 虽然仍在10℃以
上， 但由于空气湿度大， 全天在60%以
上，又有3-4级北风劲吹，导致体感温度
比气温偏低1℃-2℃，人体的湿冷感很明
显。
实际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昨天
应是本轮冷空气影响最大、降温范围最广
的一天， 东北到华南北部一带均出现降
温，而冷空气对武汉的影响，会延续到今
天。 今天白天，武汉南部一些地方可能还
会飘点小雨，预计气温继续走低，最低气
温预计5℃左右；等到明天，冷空气渐行渐
远，我市雨过天晴，气温也会缓慢回升，双
休日以多云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出游。
气象科普专家提醒，如无意外，今天
应是本轮降温过程中武汉最冷的一天，
虽然初步预计这次我市气温应不会比上
轮冷空气到来时降得更低， 但考虑到前
两天回暖的力度， 这次气温跳水幅度还
是很大的，请大家及时添衣加被，外出佩
戴围巾、口罩，以免受寒感冒。 另外，阴雨
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大家
出行时请注意交通安全。
预计武汉今天白天， 北部阴天到多
云，南部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10℃, 最
低气温5℃， 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
晚到明天白天多云， 最高气温12℃, 最
低气温5℃，偏北风2到3级；明晚到后天
白天 多 云， 最 高 气温 13℃, 最 低 气 温
5℃，偏东风2到3级。

深秋时节，武汉大学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游
玩和拍摄
记者李子云 摄

今起空气质量将转良
本报讯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于海
涛） 武汉晚报记者从武汉市环境监测中
心获悉， 昨晚武汉空气质量从轻度污染
转为良；今天有弱降水，预计空气质量也
为良。
监测数据显示， 受区域污染传输和
本地污染叠加影响，昨日凌晨2点起我市
PM2.5浓度快速上升，11点PM2.5达到
峰值水平， 随着冷空气逐渐南移， 我市
PM2.5小时浓度逐渐下降。 下午5点时我
市PM2.5小时浓度为102μg/m3， 城区

“我们的品种大概有一百种，卖的
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厂家直销，比
市场价格优惠，比如红枣，新疆和田枣
100块钱5斤， 市场上至少要30块钱一
斤。 ”展会负责人对记者介绍说。
记者看到，展会上最贵的当属来自
新疆的黑枸杞， 摊位张老板介绍说，我
国最晚落夕阳的新疆斯姆哈纳，被称为
“中国黑枸杞之乡”。 黑枸杞具有防辐
射、明目、补血等功效，1颗黑枸杞的功
效，相当于56颗红枸杞。 黑枸杞价格不
菲，六百元一斤，但仍受市民欢迎。

小时AQI指数为134，空气质量为轻度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昨天夜间受弱冷空气影响， 我市以
阴天为主，部分时段有弱降水，地面偏北
风力较强， 晚上7点前后污染主体过境，
我市空气质量转为良， 首要污染物为
PM2.5。
今天我市受持续弱冷空气影响，偏
北风3到4级，白天有弱降水，空气扩散
条件整体较好。预计空气质量为良，首要
污染物为PM10。

本报讯（记者赵歆）周末一家老小如
何度过？ 本周起，市民又有了一种新的选
择。 昨天，记者从武汉荟聚中心获悉，即
日至明年1月1日的每个周六， 将上演真
人诺贝尔童话剧，市民可免费观看，并有
小朋友参演互动内容。
据悉，正在上演的是来自瑞典童话
作 品 《尼尔 斯骑 鹅 旅行 记》 系 列 童 话
剧， 它改编自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
洛 夫 的同 名 作品 ， 也 是诺 贝尔 文 学 奖
有史以来唯一一部童话作品，讲述了一
个小 男孩 经 历奇 幻 冒险 最终 蜕 变 成 长
的故事。 主办方介绍，该系列童话剧将
由东 方歌 舞 团与 武 汉剧 院等 国 家 院 团
制作班底专业打造，每周六演出。 除现
场观看外， 市民还可以通过微信互动，
收 听迪 士尼 专 业配 音 团队 录制 的 有 声
版。 另外，小朋友们还可以亲自参与到
演出活动中来， 通过征集报名、 海选、
专业培训环节后，可参演元旦期间的终
极大汇演。

健康口腔·
“拼”出幸福生活
德韩口腔年终欢享季
年终除了收获满满的购物车，更要收
获健康。 口腔健康更是直接关系到吃货们
的幸福。 德韩口腔以源自全球领先水平的口
腔技术，以
“
养护胜于治疗”为理念，致力于以
国际化医疗视野和现代化服务标准，提供专业
口腔医疗保健服务和尊贵就医体验。
为答谢市民朋友支持与厚爱，德韩口
腔于12月推出欢享季系列活动， 自12月1
日起至31日，可享“拼”出健康口腔福利的
各种优惠，参与活动可免费享受口腔全景
片检查+CT+国内外专家挂号费、 优享12
元洁牙（需提前预约），除享双拼靓齿套餐
2人同行1人免单活动：种植、正畸、修复、
美白，还可享全家拼健齿套餐：成人参与
活动项目消费，儿童窝沟封闭免费，洁牙
和检查免费，成人种植、正畸、修复和美白

均可享受半价 （拼团可不限同一项目，优
惠活动内的项目均可拼团）。
拥有健康美丽笑容的人， 才会被爱！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致电各院咨询预约。
沿江大道六合宴院区
电话：027-82326999
地址：江岸区沿江大道228号江景大
厦（地铁三阳路站B出口）
王家湾摩尔城院区
电话：027-84800650
地址： 汉阳区龙阳大道特6号武汉摩
尔城3楼（地铁王家湾站E出口）
古田二路凯德院区
电话：027-83562002
地址：硚口区解放大道18号凯德广场西
城购物中心2楼（地铁古田二路站C出口）
责编 袁毅 美编 童胤文 校对 洪洵

知名的别墅区

楼市与爱情
刘璐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报讯（通讯员卓利华）左岭地区今
天开通微循环公交345路，将左岭新城与
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企业连接，串起
白浒社区、还建小区，与左岭城铁站、地
铁11号线对接。
345路从左庙路城铁左岭站开往左岭
大道葛化街，单边全程10.9公里。走向为左
岭大道、科技二路、流港路、甲铺岭路、杨
家咀路、九龙湖街、高新大道、左岭大道至
葛化街，沿途设16个站点。 首站开收班时
间为6:00至20:00，末站开收班时间为6:
30至20:30。 票价2元/人，刷卡1.6元/人。

市民可免费观看

600元1斤的黑枸杞受欢迎

连载

左岭地区新开
微循环公交345路

周六去看
诺贝尔奖童话剧吧

“
食惠节”上可买齐南北干货

本报讯（记者杨帆 马梦娅）
“老板，
给我来5斤牛肉干！ ”“这个大枣也给我
来3斤。 ”昨天，在大武汉“食惠节”暨全
国农副食品交易博览会、全国冬季服装
服饰购物节上，一位老大爷对商贩说。
据了解， 这次展会将持续至12月
13日，有近百种南北干货，新疆的和田
枣、福建的龙眼干、四川的腊肉、内蒙
古的奶酪等各种特产应有尽有。 前来
逛展的市民以老年人为主， 他们都是
三五成群组团来打货，一边试吃，一边
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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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我可最擅长活跃气氛了！ ”
依依好像还挺高兴的。 闻道心想，别搞砸
了就行。
不到两点半他们就到了。 陆教授住的
地方是西京南郊知名的别墅区，公司的商
务车到了小区的大门口以后门卫不让进，
待门卫和陆教授通话以后才放行。 进大门
以后还要拐几个弯。
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闻道每到一个
小区都会仔细观察这个小区的布局和绿
化。 这个小区的绿化水平至少和自己楼盘
的水平相当，不过由于建成的时间要更早
一些，所以显得更为郁郁葱葱。 小区内布
局的全是联排和独栋别墅，连叠拼别墅都
没有，这样的社区品质肯定是比那些还要
夹杂着电梯公寓的混合社区更高端的。 闻
道看了一眼依依，依依说：“在这里跑步一

定很舒服。 ”
又拐了一个弯以后，终于来到了陆教
授所在的那一栋楼。 这是一栋带有西班牙
和法式风情的小独栋。 浅棕色的石材和黄
色涂料夹杂一些木头装饰混合而成的外
墙，很有艺术感。 这种房子的户型一般都
是地面三层楼地下一层楼。 从外观看，闻
道估计总面积有400平方米左右大。 这种
户型在西京的郊区一度很流行。 但由于土
地价格越来越贵，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
越少了。 永生之城的下一个组团将在项目
内部最好的位置推出一批低密度产品，就
有这种小独栋别墅面市，闻道估计肯定会
引起市场的抢购。
陆珞竹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 一如既
往的英气逼人，但又不失亲和力。 他今天
穿着一件格子衬衣，很有英伦范儿。 下了
车， 闻道忙走上前去说道：“不好意思，陆
教授久等了吧？ ”陆珞竹和闻道握了握手，

说：“没有没有，我也刚出来。 这里面有点
不好找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被转晕了。”
“
还
好，都有指示牌。 这是我的助理，李依依。 ”
陆珞竹也和依依握了握手， 说：“你
好！ ”一般人初次看到依依都会说“美女”
这类的话， 但陆教授只是礼貌地说了句
“你好”。 闻道留意到依依嘟了一下嘴。 陆
珞竹把闻道和依依带进屋内。
闻道一看，这客厅的挑高起码有7米，
显得很是气派。 闻道带着专业的眼光来
看，这里的装修非常考究，用料都很好，该
有的设备像地暖、 中央空调这些都有，虽
然没有自己项目的样板房的豪华感这么
强，但却更温馨更有居家氛围。
闻道留意到陆教授还布置了摄像头和
红外线报警器这些安防设备， 看来很注重
科技感。 室内的家具和装修风格一样，总体
来说偏欧式，应该说是简约欧式。 沙发和座
椅都是实木和布艺的， 很多实木的地方如
餐桌、茶几和楼梯扶手等都是白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