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开幕还
有不到 50 天，各大展园提前放出了剧
透照，满满的看点让人期待不已。作
为花博会南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内
改造了镜湖天地，新建了下沉式景观
步道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森林公
园的环湖主路上新建的千米紫藤长
廊 。 千 米 的 紫 藤 长 廊 究 竟 会 有 多
美？近日，记者前往进行了探秘。

这条紫藤长廊全长 1050 米，是目
前 长 三 角 地 区 单 体 最 长 的 紫 藤 长
廊。所谓的单体最长，是指它从头到
尾是连贯的整体。

作为落叶藤本植物，紫藤通常在
这个季节开始萌发。目前能看到的
主要还是长廊的廊架，廊架两边每隔
一段距离就种植着一棵紫藤，和廊顶
延伸柱捆绑在一起，一株株笔直往
上，藤蔓已经悄然爬上了廊顶，与顶
部网格状的钢结构纠缠交错。虽然
紫藤花目前还没开，但廊顶现在装饰
着挂花，是俗称“百万小铃”的舞春
花。放眼望去，色彩丰富，也十分美
丽。“这条长廊是著名紫藤园艺大师
汪麟参与设计的，长廊的紫藤苗木全
部是由他的公司培育的。”南园负责
人任元斌说。

紫藤是喜欢光照的植物，需要充
足的阳光照射。“大约在花博会倒计
时 600 天的时候，我们就到森林公园
来分析土壤、观测场地，经过前期仔
细调研分析，才精心选定了长廊的位
置。”设计者之一汪麟告诉记者。“其
实‘千米’的长度还可以延长。”汪麟
站在紫藤长廊的一端，指着另一侧解
释，“但这边都是高大的水杉树，挡住
了光照，不利于紫藤生长。只追求廊
道的长度却种不出好的紫藤，那就没
有必要了。”

据汪麟介绍，这条紫藤长廊在去
年 11月完成了 345棵紫藤的移植。“紫

藤是一种需要耐心去培育的植物，苗
木种下后一般三年见花五年成型。
而我们这次选用的苗木之前已培育
了几年时间，良好的基础使见花的时
间大大缩短。据我观察，有一小部分
紫藤已经冒出花苞了，今年就能开
花，盛花期大概在 4 月中旬。接下来
管理跟上的话，会一年比一年开得更
好。”汪麟说。

1958 年出生的汪麟从 2009 年才
开始学习培育紫藤，但他与紫藤的不
解之缘却在几十年前早已结下。

“我长在上海的郊区嘉定，对生
长在泥土里的东西比较有感情。”汪
麟说，27 岁时，他被派遣到日本学习
园艺技术。回国后的一次机缘巧合，
汪麟结识了世界三大紫藤园缔造者、
嘉定紫藤园之父藤本道生，两人一见
如故。随后，汪麟开始师从藤本道
生，研究长穗花紫藤的培育和修剪，
直到今天，师生间的交流学习仍未
间断。

2015年以来，汪麟在全国 20多个
省市进行调研考察，深耕紫藤培育技
艺，引进和发展了 30 多个紫藤品种，

培育了几万株紫藤，并注册了商标
“藤本藤”，苗木品质逐年提升。就连
藤本老师也夸，汪麟培养的紫藤有一
些比在日本本土生长的还要好。虽
然长穗花紫藤来自日本，但汪麟一直
希望最好的长穗花紫藤能开在中国。

崇明成功申办第十届中国花博
会，园方找到汪麟，提出想在园内设计
一处紫藤景观，包含紫藤长廊和树状
紫藤两种形式。汪麟一口答应。通过
花博会将长穗花紫藤展示给更多的
人，对他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互相交
流，以花会友，一直是汪麟的心愿。

汪麟在 2019 年 11 月先期移植了
80棵树状长穗花紫藤到东平国家森林
公园内，种出了一片紫藤林。“这种紫
藤目前国内并不多见。这些紫藤树都
是已经培育了五六年的，平时都不舍
得拿出去卖。”汪麟半开玩笑地说，“但
是一听是为了花博会，我毫不犹豫就
把这些最好的紫藤树都拿来了。”之
后，随着土壤改良和廊架逐步完工，千
米的长廊紫藤在去年也完成了移植。

长穗花紫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
花，花穗长。汪麟说，这些花穗最长

可达 1.5 米以上，而且花的密度大，长
势好的长穗花紫藤在 1 平方米内可有
100 个以上的花穗。花博南园的千米
紫藤长廊选用的正是汪麟培育的日
本长穗花紫藤，选取了其中（熊野、九
尺、八王寺等）16 个品种交错搭配种
植。不同的品种颜色和花长也各不
相同，熊野开出的花是紫色的，每串
花长度可达一米以上，粉色的阿知能
长到 60 公分长，还有白色的比如安了
寺，它的花长在 80 公分左右。等到几
年后的紫藤花期时，各色紫藤错落挂
满长廊，微风吹过，漫天的花穗迎风
舞动，一定令人心醉神迷。

不只是花博会，汪麟的紫藤在上
海、北京、江苏、湖南、广西、山东、福
建等全国多个省市都已落户成长。
引进较早的南通绿博园、北京玉渊潭
公园、江苏常熟江南红豆文化园内，
紫藤已然成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我想让我培育的长
穗花紫藤走向全国，让更多人看到
它，爱上它。”汪麟说。

“我今年 64 岁，我的老师 90 岁。
我们培育的紫藤跨越了两代人，两个
国家，两个世纪。紫藤是一种长寿的
植物，我希望我们培育的紫藤不只是
一时的观赏品，而是能一代代传承下
去。”汪麟认真说道，“紫藤的培育是
二分‘种’，八分‘管’，接下来我也会
考虑和园方提出组织专业的管理团
队，学习紫藤的培育知识，让它能开
出最美的花。藤本老师曾给我们写
下 8个字‘精益求精，成藤之美’，现在
就挂在我的办公室内，现在，我也以
这幅字与大家共勉。”

对于汪麟来说，花博会是这片紫
藤长廊的开始，而未来是无限的。紫
藤不用每年更换，会随着时间在这里
扎稳根，一年比一年开出更美的花。
那时，春日的午后，漫步在一片粉紫色
花瀑中，夏日的傍晚，在紫藤带来的翠
绿和清凉下小憩一番，岂不快哉。

本报讯 近日，“国际青少年成长
营·崇明云晓营”揭牌仪式在东平镇的
上海崇明云晓度假村举行。

“国际青少年成长营·崇明云晓
营”由上海青旅（集团）有限公司打造，
占地 200 余亩，毗邻花博会主会场。
营地内有射击、山地车、自然垂钓、生
态喂养等多个项目。成长营依托各方
资源，通过“营地+乡村”、“营地+景
区”、“营地+社区”等方式，为青少年
提供丰富活动。基地集合了一批农艺
师、艺术家在此研究和创作，邀请复旦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共同开发
自然教育课程，定期开展亲子活动。

国际青少年成长营将以“生态+”
为特色主题，开展自然、生态和花卉科
普活动，联动马拉松、自行车等运动赛
事，打造研学营地，让更多孩子亲近自
然、爱上自然。

本报讯 港西镇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联合镇统战条线于近日组织举办

“同心花之家 共育花博情”主题活动，
来自该镇各条战线上的 60 位统战人
士参加了活动。

港西镇有关领导为本次活动致
辞。要求与会统战人士要掌握一技之
长，助力花博，打造“代表人士小家+
同心客厅+同心之家+同心之路阵地”
的风景，为港西镇“美丽乡村”建设添
砖加瓦。

主题活动集观赏性、趣味性、知识
性于一体，有“花博知识”宣讲，“月季
扦插”培训，以及“迎花博、学侨法”知
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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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实施以来
这些地方变化喜人

加班加点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港西镇组织开展
统战条线主题活动

崇明浦东警方
接力护送伤员就医

追求更好

让青少年感受“自然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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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紫藤长廊目前实景图（资料图片）

开辟快速通道
11分钟驶出长江隧道

本报讯 清明节当日，崇明、浦东
两区公安在 G40沪陕高速崇明段联手
展开了一场生命护送接力，为受伤群
众快速开辟了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4 月 4 日 17 时 30 分许，崇明公安
交警支队民警夏晓旭在陈海公路锦陈
路路口参加清明节交通排堵疏导工作
时，突然听到一名司机在车内大声求
助：“警察同志！我车里有一位身受重
伤的工人，我需要尽快将他送往上海
六院抢救！麻烦您帮帮忙！”夏晓旭赶
前一看，车内伤者缠着纱布的手臂严
重受伤，鲜血止不住往外渗，他当机立
断决定用警车为其开道。随后，夏晓
旭一边开道一边将警情上报给区公安
分局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迅速联系对
接浦东交警支队，随后一场两地警方
接力护送伤员的“时间争夺战”就这样
开启了。

接到警情的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
队安排警力赶到长兴隧道口严阵以
待，18 时 09 分许，浦东警方接过接力
棒，在隧道中指挥前方车辆避让。18
时 19分许，载有伤员的车辆仅用时 11
分钟驶出拥堵的长江隧道。18 时 50
分许伤员在警车护送下到达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

据初步了解，伤员系陈家镇柳兰
路翠鸟路路口附近一建筑工地工人，
下午作业时左手不慎被重物坠压，流
血不止。目前，受伤工人正在接受
治疗。

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
假中，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其中就包
括新冠疫苗接种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假期第一天，记者来到位于崇明
工业园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点，看到这
里与平日一样繁忙。

张锦燕是区传染病医院的护士，
为接种人员做好信息登记，配合注射
人员完成接种工作，一刻不得闲。据
介绍，这里每天从 7 点半开始接种，一
般持续到下午 5 点，但由于接种人数

众多，通常都要加班到更晚。
对于新华医院崇明分院的护士长

陆利娟来说，完成任务前，她和她的伙
伴们都没有想过休息：“我们到 4 月底
之前要完成全崇明百姓的疫苗接种，大
家的休息时间也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在许多医务人员不计劳累、持续
轮流的加班中，全区的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崇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书记陈伟说：“工业园区的接种点每天

接种人数在 5500 人到 6000 人左右。
每天有 100 个医务人员坚持上班。我
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为我们崇明构
筑起一个群体免疫屏障。”

据了解，清明假期内，本区 4 个接
种点持续对外开放，医务系统近 400
人在岗。此外还有不少乡镇和社区志
愿者、安保人员，也在为疫苗接种提供
秩序保障等服务。这个假期，他们都
在为全区尽快实现新冠病毒群体免疫
默默奉献。

本报讯 逛超市花几毛钱买个塑
料袋，喝奶茶随手取用一根塑料吸管，
餐厅打包塑料袋兜起就走……这些曾
经再日常不过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
场景，在进入 2021 年之后，却都在发
生改变。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上海
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
施方案》明确，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上
海在部分领域禁用或限用塑料制品。
日前，记者以顾客身份暗访了商超、餐
厅、饮品店等场所，发现新规出台半年
多的时间里，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喜人
的改变。

肯德基店内，如今打包的顾客提
着的不再是以前统一印有 KFC 标志
的白色塑料购物袋，变成了土黄色的
纸袋。记者通过 APP 点了一份 KFC
外卖，发现外卖包装袋也已变为手感
非常柔软的“可降解”塑料袋。

农工商、华联等超市也不再出售
几毛钱的塑料袋，变成了一块多的无
纺布购物袋。“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多
赚钱，或者是不负责任地把环保的成
本转嫁给消费者。”一位超市工作人员
表示，“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看到自备
购物袋成为每个消费者的日常习惯。”

很多奶茶店和咖啡店也已经不再
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有些商家用可
直接饮用的杯盖来代替吸管，有些商
家则提供纸质吸管。

据悉，2020年 11月区发展改革委
联合九部门制定印发《崇明区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明
确了重点领域各项目标任务和时间节
点。今年1月1日起新版“禁塑令”已正
式实施，商场、超市、餐饮、宾馆、酒店、
邮政快递等重点领域已禁止和限制部
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目前
本区正在推进建立塑料制品生产、流
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
度，确保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建设镇开展法律
顾问进村居活动

本报讯 近日，建设镇司法所携
手驻村法律顾问赴富安村开展“学党
史，护花博——我为群众办实事”法
律顾问进村居主题活动，通过讲座和
法律咨询的形式为村民提供法律服
务、提升法治意识。

会上，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龚杰
律师结合身边实际案例，对涉及广大
村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讲
解，切实增强村民自觉守法的意识，
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
靠法的能力。 □ 建设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