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个个秋秋天天““佛佛山山赏赏菊菊””重重现现千千佛佛山山
可赏菊还可观造像，来千佛山感受生态氧吧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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趵突泉水位

本月下降22厘米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刘娇娇） 由于
汛期过去，备受关注的泉水水位
也持续下跌，19日，趵突泉水位从
15日的28 . 35米降到28 . 26米，猛
降9厘米，再次逼近28 . 15米的黄
色警戒线。

近日，不少在泉边游玩的市
民发现，趵突泉的三股水喷涌势
头较小。进入10月份以来，趵突泉
的水位从28 . 4 8米一直持续下
跌。今年以来，趵突泉水位持续在
黄色警戒线上下徘徊。

记者查询趵突泉水位数据发
现，水位在今年四次跌破黄色警
戒线（28 . 15米）。今年以来，趵突
泉水位为何在警戒线上下持续徘
徊？据了解，水位持续在低位徘徊
的原因在于干旱少雨，雨水不能
渗入地下，无法对泉群持续补给。

随着汛期过去，济南进入干
旱少雨的秋冬二季，降雨量更为
稀少，都会导致趵突泉的水位
持续下滑。为了保证泉群持续
喷涌，卧虎山水库和锦绣川水
库自今年3月开始回灌补泉，最
多时每天能达到3 0万方。目前
每天仍放出5万方水用来保泉。

目前，卧虎山水库只有不
到3000万方存水，如果发生秋
冬春连旱，趵突泉持续喷涌情
况并不乐观。为了保泉，济南市
已发布公告，压缩抽取地下水
的数量，还要求暂不审批需降
排水的工程项目，对已施工的工
程项目，基坑降排水要实施回灌、
利用等措施。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万
兵） 10月25日，济南市“超级马
拉松”比赛将在济南森林公园鸣
枪开赛。本次“超级马拉松”是全
国第二个超级马拉松赛事，比赛
目的是宣传马拉松运动，让广大
群众参与其中，弘扬“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精神，让
都市上班族积极投身体育锻炼，
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培养健康
的生活情趣。据济南森林公园工
作人员介绍，比赛采取社会各界
公开报名，自愿参加，限报500
人，目前报名已经结束。参赛者
以完成68公里起计奖，所有完成
者将获得纪念牌、成绩证书和纪
念品一份。

“超级马拉松”

森林公园鸣枪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万
兵） 最近，济南红叶谷景区第十
四届红叶节拉开帷幕。等了一年
的市民和游客又可以欣赏到万山
红遍的美景了。

由于今年秋季较长，红叶节
也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首先可
以观赏到的是“五彩斑斓”的景
色，这时候的红叶色彩极为丰富，
色彩在由绿到黄再到红的渐变中
凸显其特有的魅力；其次是“万山
红遍”的景色，登高望远，满谷
的红叶尽收眼底，让人惊叹大
自然“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
春”的美丽；最后呈现的是红叶
飞舞，万叶飘丹，如同花雨缤纷
坠落般的谢幕景色。市民不妨抓
住不同的时机，前往红叶林中一
饱眼福。

秋天到，

红叶节开幕啦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万兵） 不少人都知道“佛山
赏菊”是历史上济南老八景之
一。20日，济南市园林局工作人
员表示，通过一系列的生态恢
复措施，这个秋天市民和游客
又能在千佛山再次欣赏到这一
历史名景了。

四年时间，

重现秋日遍地黄花
千佛山古称历山，如今被

定位为济南的绿肺和城市阳
台。“佛山赏菊”更是成为济南
老八景之一。据济南市园林局
工作人员介绍，“佛山赏菊”中
的“佛山”，一种说法是指济南
南郊佛慧山一带，也就是济南
人常称的大佛头；另一种说法
则认为其中的“山”指的是千
佛山和佛慧山合称的“历山”。

但“佛山赏菊”赏的菊花
不是盆栽菊花，而是野菊，学
名叫甘菊。除了甘菊，千佛山
风景区还有黄瓜菜、山马兰、
阿尔泰狗娃花等十余个品种野
菊，花期从5月一直持续到1 1
月 。古 时 大 千 佛 山 植 被 不 丰
富，秋日里野菊那棕黄的颜色
尤为引人瞩目。而近些年，千
佛山景区的绿化率不断提升，
喜光的野菊长于林下，反而长
势不好，加上大量绿植遮蔽，

“佛山赏菊”景观不明显。
2011年以来，千佛山风景

区选择游人较为集中的桃园、
茱萸园、金银路等多处，广泛
栽植黑心菊、松果菊、天人菊、
千头菊、大金鸡菊等多种菊科
类花卉植物，在不适合地栽的
山林间播种了数万平方米野
菊，并修缮了建于1984年的赏
菊主建筑——— 赏菊阁。

在对佛慧山黄石崖片区整
治提升的过程中，则栽植了大
金鸡菊、黑心菊、荷兰菊、千头
菊、大缤菊、悬崖菊、金光菊、蛇
鞭菊、藻小菊、国庆菊等10个品
种1 . 1万平方米菊花，并对景区
特有的野菊品种——— 黄瓜菜进
行了生态保护和恢复。经过4年
的努力，野菊这个在济南有着深
远影响的历史符号得以在千佛
山扎根、开花、蔓延。

“今年，恢复‘佛山赏菊’
景观被列为景区提升工程之
一，因此，景区栽培菊花的力度
是近年来最大的。”千佛山风景
区管理处主任焦玉忠介绍，以往
山林间土层薄，供水管道不完
善，野菊主要靠自然生长，也正
因为这个原因，景区林间的野菊
景观非常自然，别有趣味。在千
佛山大面积种植的千头菊也是
以黄色为主，预计10月底进入盛
花期。届时，整个游览线将形成

“遍地黄花”的效果。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万
兵 通讯员 隗茂振） 爬着千
佛山、品着菊花酒、吃着明湖脆
藕……济南市民和游客有口福
了。10月20日-10月26日，济南
市园林局将在千佛山举办主题
为“秋之韵——— 舌尖上的园林
金秋季”活动。游人可以一边欣
赏金秋美景，一边品尝泉城美
食。

此次活动联合天下第一泉
风景区、泉城公园、跑马岭野生
动物世界，活动期间每天11：00
至14：00在千佛山景区内的天
一阁广场西侧区域举办园林特
色美食品鉴会。推出“明湖脆
藕”、“泉水麻花”、“阳光大凉
皮”等几十种特色平价美食，让
市民尽享风味别致的美食、体
贴周到的服务，感受“舌尖上的
园林”的魅力。

同时在西侧广场上举办泉
城名优小吃展。推出杨氏泉水茶
汤、杨氏麻糖、陈氏糖球、宗记
锅饼、龙须糖、老济南甜沫、黄
家烤肉、济南名吃油旋、烤地
瓜、烤梨等特色小吃。

为了契合“佛山赏菊”主题，
千佛山风景名胜区还将在正门
内平台广场上举办菊花产品展
销。特别推出菊花大碗茶、菊花
糕、菊花酒等特色产品。举办金
秋果品展，在主上山路两侧现
场展销核桃、栗子、枣、苹果、梨
等秋季成熟果实，打造农产品直
销平台。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最具
人气商品评选活动，采取现场

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各参展酒店、商家及产品
进行评比，届时将在景区正门
咨询台设置投票箱，通过展板
宣传供游客自主投票。最终评
出最具人气特色小吃奖3名、最
具人气平价菜品3个、最具人气
商户3家。同时，还将在济南市
园林绿化政务网、千佛山风景名
胜 区 网 站（ < h t t p : / /
www.jnsylj.gov.cn>、<http://

www.jnqianfoshan.com>）等，进行
网络投票，并征集照片和博文。
投票截止时间为10月26日16：00。

另讯(记者 王红星 通讯
员 尚海波) 记者获悉，“佛山
赏菊”活动期间，济南市博物馆
将在千佛山景区正门处举办

“博物馆里的宝”图片展：游客
在赏菊的同时，可欣赏博物馆
精心准备的展览，该展览即日
起开展，截至11月9日。

这这边边赏赏菊菊、、那那边边品品味味““舌舌尖尖上上的的园园林林””

制作菊花茶汤。万兵 摄

不光有遍地黄花，

生态氧吧里还有黄石崖造像

事实上，“佛山赏菊”是千佛山风景区进行生态
保护和恢复的一个缩影。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由于
多年来防治病虫害、植树造林，千佛山风景区因此林
木葱茏，植被丰富，空气清新，已经成为泉城的生态
氧吧。

2012年，济南市南部山区营造林（荒山造林）工
程济南林场项目区共完成荒山绿化456亩，主要涉及
济南市林场蚰蜒山景区、黄石崖景区。栽植侧柏
15930株，黄栌9490株，合计25420株。2013年-2014年，
蚰蜒山景区、佛慧山景区共计植树767亩。

在这个生态氧吧里，文化元素自然也不可少。
“首次对黄石崖石刻造像实施保护。”工作人员介绍，
位于千佛山核心景区佛慧山景区中的黄石崖造像为
佛文化脉络游线的主要节点，黄石崖造像是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但黄石崖造像石刻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之中，
在1996年初，黄石崖造像的西部山崖崩坍，部分龛像
和造像铭记已随着崩坍的山岩坠下了山谷。

2014年，济南市园林局对黄石崖造像继续进行保
护管理并提升周边区域的景观。对黄石崖造像山崖进
行加固保护，为保证观赏安全，设计栈道连接现有平
台和游览路，使游客可以在安全距离内观赏造像。

市园林局局长韩永军表示，修建游览步道也是
为了将游人引导到合理区域，避免接触或破坏景区
资源。最终努力把千佛山风景名胜区建设成为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生态景观自然和谐的景区。

佛慧山秋季美景。 济南市园林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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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特产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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