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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彩化效果相得益彰绿化彩化效果相得益彰

花开陌上花开陌上 绿满申城绿满申城

组装扇骨、齐整扇面、设计吊坠，江苏苏州横泾实验小
学的孩子们在苏扇制作的过程中感受扇香古韵；刀枪棍棒
耍得虎虎生威，河北深州旧州中学的学生，在非遗传承人的
指导下练起了形意拳器械……穿越千百年的非遗走进校
园，因为青春的力量而生气蓬勃。

非遗进校园，为孩子们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感知古老文
化遗产的魅力打开了一扇窗。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批全国
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传承项目中，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多一些
这样的“自选动作”，让文化素养与智识水平“齐头并进”，这
也是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

非遗是一种“慢文化”，非遗进校园也不应搞“快餐式”
教学。唱做并举的戏曲，精雕细刻的工艺，刚柔相济的武
术，掌握非一日之功。从组建兴趣小组、工作坊、学生社团
等传习实践，到聘请民间艺人、各级非遗传承人充实师资力
量，再到通过传承展演、公益慰问发挥辐射作用，建立非遗
进校园的长效机制，让孩子们在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了解中
读懂非遗，非遗课才不会变成浮光掠影的“兴趣班”。

正是因为非遗技艺难以“速成”，校园传承的过程比结
果更重要。非遗不是中小学的主课，非遗进校园也不是以
培养从业者为主要目的。但流淌着古老魅力的琴声，重现
秀丽山河的画笔，将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颗种子。或作
为生活的爱好，或作为关注的对象，他们将带动非遗走进千
家万户。青少年是非遗活化的希望，展望未来，校园中将走
出优秀的研究者、热情的传播者，带动非遗文化开枝散叶。

不必“挑担吟诗走远方”，非遗进校园让文化走到孩子身边。
这无疑是一种双赢：当非遗走近年轻人，传统就有了延续的希望；
当年轻人走近非遗，成长将获文化的滋养。 来源：人民日报

当年轻人相遇非遗当年轻人相遇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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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申城格外热闹，“出门俱是看花
人”——除了各大公园绿地精心准备的数十
场主题春花展览轮流“坐庄”，在钢筋水泥的
城市空间里，绿化营造的“乡野气息”也日益
浓烈，花潮绿意层见叠出。

在满城春色让人们饱足眼福的背后，是
申城近几年在城市更新中持续植绿增绿，为
市民增添绿色福祉的坚守。“十三五”时期，
上海已新建 3888公顷绿地，其中包括 2175
公顷公园绿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9.3%，全市城市公园数量达到 300座，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8.3平方米，均创历史新高。

这些绿色资源散布在街角巷尾、河畔滨
江、社区内外、交通枢纽等市民生活的角角
落落，共同演绎满城缤纷。今年，上海还将
新建1200公顷绿地，全市城市公园数量将达
350座；计划新造 7.5万亩地林，其中重点生
态廊道5.5万亩以上。在绿化面积不断增加
的同时，上海还特意培育一系列特色绿植景
致，营造彩化效果，提高观赏性和可亲性，让
市民看得见、走得进。

花样繁多 花事不断
身边的绿化环境越来越好

近段日子，家住杨浦区国定路的张阿姨
有点忙，近的要去同济大学赏樱花，到共青
森林公园看“森林百花展”，在大学路网红一
条街上赏景休闲拍照；远的还要到黄浦滨江
赏景，去上海植物园看国际花展……虽足不
出沪，但张阿姨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玩
得不亦乐乎。“春天就是要踏青看花，呼吸新
鲜空气。”张阿姨说，“现在，上海可逛可看的
地方越来越多，到处都很美。”

的确，这几年的申城绿化环境不断完
善，各种绿化空间花样繁多，花事不断。去
年底建设完毕并对外开放的中心城区最大
开放绿地——桃浦中央绿地，在今年春天露
出漂亮的姿容——百花争艳，柳绿湖清，景
色养眼，到此“尝鲜”的市民越来越多。

这块公共绿地东至景泰路、南至真南
路、西至敦煌路、北至桃惠路及永登路，整体
为狭长形态，东西向平均宽度有300米、南北
向约长 1600米，共由六个地块组成，跨越古
浪路、常和路、武威路、永登路等市政道路，
总用地面积约49.76万平方米，其中还有4.1
万平方米的水体。

除了搭配种植各类观赏性树木、花草
等，桃浦中央绿地的设计还融入中国传统书
法、舞蹈和太极艺术的优美动势，打造延绵
起伏的地形和蜿蜒的园路水系，“行云流水”
的动态空间酷似一幅连续变化、层叠展开的
山水长卷。此外，公园还设置了滑梯、大木
桩、树桩圆凳，以及国内首座一次成形3D打
印景观桥等设施设备，硕大的毛毛虫隧道采
用中国传统竹编工艺，用自然材料展现创新
设计，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成为亲子游的
好去处。

近几年，上海通过改造、新建原有绿化空
间，选育更高性能绿化新品种，并通过在环境
综合整治中腾地等方式，造绿添绿，扩大绿化
面积。“十三五”期间，全市计划改造 40座公
园，优化公园总体布局、更新公园基础设施、
完善公园服务功能、改善植物景观面貌，并进
一步延长公园开放时间，放大公园的景观、生
态和社会效益，让市民更有获得感。

目前，本市部分公园经改造后已重新开
放，品质面貌和服务功能大幅提升；与此同

时，新建的步伐也在加快，目前，世博文化公
园等一批重点公园绿地进入建设阶段，今年
底全市城市公园数量将达350座。

最近，路过虹梅南路元江路口高架的市
民发现，桥下的立体绿化即使在低光照条件
下也长势不错，道路景观效果大幅提升。原
来，辰山植物园和上海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及园艺研究机构经过数年合作研发，筛选出
30种耐阴、耐寒、耐高温、耐干旱、抗污染的
植物，不仅能在高架底部等特殊环境生长，
还拥有漂亮的花色。目前，这些新品种绿植
已在全市高架下空间推广使用，点滴积累，
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绿视率。

而对于生活在郊区或周末想去郊游的
市民来说，也是好消息连连。嘉定安亭、松
江新浜、青浦练塘、奉贤南桥、松江泖港、金
山吕巷等处多块林地，已陆续转型为开放式
休闲林地。目前，上海已经在生态公益林和
经济果林中建设了23个开放试点，总面积达
到 730公顷，为市民增添了一批生态休闲和
游憩新场所。而全市数千公顷环城绿环、
682公里城市绿道等，都成为市民踏青赏景、
休闲锻炼的优选空间。

转角见绿 出门进园
街心花园成新兴城市公共空间

身边的绿色空间越来越多，出门走几
步，转角就能见绿。这几年，本市结合美丽
家园、美丽街区和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五违
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等行动，因地制宜、
见缝插针增建大量街心花园。

街心花园是街头绿地的一种，又被称为
口袋公园，是依傍城市道路、商业街区或居
住区建成的小型开放公共绿色空间，一般面

积都不大，普遍不足 5000平方米；形状不一
定规则，多是因地制宜镶嵌其中。

作为周边居民休闲、锻炼、交流互动的
新兴城市公共空间，街心花园让社区更温馨
美丽，让商业街区更富活力，已然成为社区
居民名副其实的“后花园”。目前，上海已建
成百余个街心公园。到“十三五”末，本市将
建成200个街心公园。

最近，静安区新闸路昌化路路口西北角
的昌新绿地刚刚完成升级改建，向周边居民
正式开放。这是静安区首个以茶花为主题
的街心花园，1723平方米的花园里错落分布
着 43种、150余株茶花。茶花花多且耐久，
叶浓绿有光泽，盛花期为1至3月，花期跨度
很长，非常适合作为街心花园的主题花卉，
装扮街景。这片绿地紧邻居民区和商务楼，
离居民最近的地方，绿植就在居民窗前不远
处。平时，居民一早一晚出门遛弯散步，白
领们午饭后活动筋骨，都可以来这座24小时
开放的花园。

除了新建、改建绿地，在“五违四必”环
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很多违法建筑拆除后原
地“覆绿”，改造成绿色空间，配上景观小品、
健身器材、艺术装置等，供周边居民休憩、锻
炼、休闲，城市空间品质大幅提升。杨柳青
绿地是杨柳青路、梅岭北路沿桃浦河的一块
狭长地块，总面积约3760平方米。这是普陀
区曹杨街道 2017年推进“五违四必”整治后
改建而成的一方绿色空间。园内一条250米
长的绿道贯穿南北，方便居民行走游玩；绿
地内种植的柳树、梅花、桃花等植物，今春已
呈现花红柳绿的美好景象；晚间，这里还有
景观灯光，别有风味。此外，园里还搭配了
娜塔栎、榉树等秋色叶树种，与杨柳青路的

香樟行道树相互掩映，错落有致。
在新晋网红创智天地和大学路地段，杨

浦区在特色街区建设中，一口气改造了附近
的78广场蔷薇园、84地块绣球园、大学路政
民路三角地块禾本园、64地块红枫园和创智
城市农园等九处街心花园，突出交通节点、
特色街区的绿化特色，为周边居民和市民游
客送上生态“大礼包”。这个春天，这一区域
鲜花环绕，绿植葱茏，绿色生态与繁荣商业
相得益彰，人气越来越旺。

保有生态野趣 呈现原真自然
沿江绿带、郊野公园最受市民追捧

每逢天气晴好，家住半淞园路的林先生
和家人，都要到黄浦滨江边走一走，赏江
景。“前段时间，琴键花园里一大片郁金香开
了，紧接着就是樱花盛放；其中有段时间，这
两种花一起开着，一上一下间隔搭配，特别
好看。琴键花园是我们在这一带滨江沿岸
最喜欢的花园。”林先生说，“黄浦滨江一年
四季都有绿植和花，春天最好看。”

沿着滨江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三条
道，杨浦、虹口、黄浦、徐汇、浦东等区都设计
建造了大大小小的绿色空间，串成绿道，不
断丰富滨江空间内涵。以黄浦滨江为例，北
起外白渡桥、南至日晖港平桥的 8.3公里长
的岸线已建成10座主题小花园，绿化总面积
达12万平方米，到2021年公园将增至18座。

黄浦区绿化管理所规划建设科负责人
朱晓君介绍，黄浦滨江核心段绿带的七个主
题花园，每季都有主打花卉和植物，其中春
天以樱花和郁金香为主；大小花园布局特色
和重点不同，因地制宜种植了市民游客喜爱
的月季花、杜鹃、玉兰、山茶花、黄金菊等观
赏花卉，这些花卉都是多年生宿根植物，越
长越好看，是片“会呼吸的绿地”。

而到今年 9月底，杨浦滨江将在杨浦大
桥以西 2.8 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开放的基础
上，再开放大桥以东到定海桥的 2.7公里滨
江岸线。在这里，市民不仅可以领略到数栋
挂牌历史保护建筑的风采，还能欣赏崇明水
仙、早樱、红花石蒜、无尽夏等多种花卉绿
植。新开放的滨江段绿化，将延续已开通段
的“有限介入、低冲击改造、保野趣、保原真、
保自然”等设计原则，在大面积地被绿化基
础上，采用花卉种播的模式，营造一片草甸、
花海的田园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春天，申城首批开放
的七座郊野公园也将与城市公园优势互补，
呈现功能各异的生态游憩空间，成为市民游
客郊游踏青、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金山廊下
郊野公园以“农”为主题特色，让市民领域乡
村春光；长兴岛郊野公园在让人感受生态杉
林、有机桔园和农田等生态资源的同时，也能
参加园内丰富的游乐、体验活动；青西郊野公
园拥有完整的江南水网，湿地、农田、湖泊、林
地、水上森林等景色让人流连忘返；闵行浦江
郊野公园保留了黄浦江生态涵养林和农田基
底，43万平方米的奇迹花园春季艺术花展展
示了全球上百个品种约 200万株奇花异卉，
为游客带来春的享受；嘉北郊野公园的“南田
北林”休闲风光及以文化遗址特色和农耕生
态自然景观为主的广富林郊野公园，都丰富
了市民游客的春日时光。按照规划，申城还
将陆续新建14座郊野公园，21座郊野公园占
地面积共约 400平方公里，发挥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 来源：文汇报

行道树是建设生态城市的一项重要
指标，也代表着城市形象和文化底蕴。
因地下有煤气管线，或人行道过窄、地形
特殊等原因，本市中心城区至少有27个
路段出现行道树缺株现象。今年市人代
会上，市人大代表顾秀平提交了一份关
于改善上海市中心城区行道树缺株情况
的建议。

行道树缺株可分为两类情况

在顾秀平看来，行道树在城市道路
绿化与园林绿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
本市行道树数量已突破120万株，主要树
种达48种，形成以悬铃木和香樟为主，其
他树种为辅，多树种相衬的特色。行道树
不但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城市道路景观面貌，更彰显城市文化品
位。然而，行道树生长需特定空间条件，
随着城市设施不断更新，尤其是人行道和
地下管线抬高等原因，本市部分路段、部
分种植点位行道树出现枯死或空缺。

顾秀平选择中心城区道路行道树作
为研究对象，对近150条道路进行巡查，
并结合沿街走访、咨询市区绿化管理部
门等方式进行调研发现，调查范围内有
27个路段存在行道树缺株现象。

经观察分析，他将这27个路段行道
树缺株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点状缺
株。因局部地点有特殊情况造成行道树
无法生长，比如黄浦区建国西路（陕西南
路—瑞金二路）和普陀区岚皋路（华池路
往南段），因地下有煤气管线不适宜行道

树生长。还有一种是特殊地形所致缺株，如公交站台、医院
门口、小区门口等。还有就是死树、病树未及时补植。第二
类是段状缺株，原因也有多种，一种是部分道路人行道过窄，
没有预留种树空间，如静安区成都南路（近淮海中路）、虹口
区大名路、长宁区中山西路（吴中路—虹桥路）等。还有一种
是地下环境不符合种树条件，如黄浦区马当路（近淮海中
路）、徐汇区宛平南路（肇嘉浜路以南）、虹口区广中路（近中
山北路）等。此外就是道路施工导致缺株，如静安区武定路
（近常德路）、普陀区武宁路（普雄路—中山北路）等。

新建规划要预留行道树空间

如何改善行道树缺株？顾秀平认为，市绿化部门应立

足城市精细化管理，积极主动应对并加强技术研究，科学合
理种植行道树，并对死树、病树及时补植。他建议，加强城
市绿化创新技术研究，针对一些特殊环境选择适应性较强
的树种。如受地下管线影响的路段可选择花箱或树箱形式
的绿化。绿化部门要加强与市规划、路政等相关部门协调、
沟通，尤其希望规划部门能在新建道路规划时预留行道树
种植空间，避免与市政设施产生矛盾；对已有矛盾的，绿化
部门要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形成跨行业部门之间
的联动机制。

市住建委表示，将积极支持行道树改善工作，对于行
道树下燃气管道泄漏的情况，正牵头推进燃气地下隐患管
网的改造工作。去年已完成 125 公里，今年计划完成 110
公里管道改造，到 2020年将完成全部 365公里的隐患管网
改造。 来源：解放日报

“这里的法国梧桐绵延了好几个街区，悠远的历史使
树的枝叶异常繁茂，经过修剪的树枝密密地遮盖了路的上
空，烈日炎炎的夏季，这里却是一派世外桃源景象。走在
路两边，不时有凉爽的轻风拂面吹过，带来一阵沁人心脾
的凉爽。”这是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描写的上海衡
山路。对于不少上海人来说，上海的标志不是外滩，不是
东方明珠，而是夏日的梧桐树荫，以及秋日的沙沙落叶。

上海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要启动中心城区林
荫大道建设工程。从2011年至2018年，上海已创建命名
的林荫道222条。张爱玲笔下的衡山路正是2011年第一
批被命名的林荫道，有 400余株法国梧桐，大部分始种于
1922年，树龄近百年。

上海的行道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于 1865年开始
栽种。当时，英美租界当局购买树苗，在扬子路（今中山东
一路）沿江种植。至1908年，上海地方政府开始在直辖区
（俗称华界）道路种植行道树。

1932年7月法国领事署曾发布《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
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明确规定：“各树木相互间之距
离，得依树之种类及事之可能，定为七米至十米。”法租界
公董局专门还设有一个“种植培养处”，除了行道树之外，
在各个公共场所和各个机关内也不断栽种花木。

不过，林荫道不是一天建成的。以法国梧桐为例，树
木生长到枝叶可以隔街“牵手”大概需要 30年。如今的

上海，基本上每条道路都有行道树，但并不是每条道路都
可以称作林荫道。2011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
行道树及附属物状况、周边环境、道路板式、人文特色等
方面进行了调研分析，制定出《上海林荫道评定办法》，规
定了上海评定林荫道的基本条件，如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的绿化覆盖率达 90%以上；四车道以下的机动车道绿
化覆盖率达 50%以上；道路长度不小于 500米；行道树树
穴规格不小于 1.5米×1.25米；道路两旁树木树种、规格基
本一致，等等。

上海绿化部门的实验表明，与没有行道树的道路相
比，林荫道最高可降温3.6摄氏度，并可有效降尘，减少紫
外线。另外，上海中心城区人均绿地拥有率不高，增加绿
化面积有一定困难，创建林荫道也是为了缓解这一压力，
满足居民对于绿地的使用需求。

武康路、瑞金二路、愚园路、淮海中路……每条道路上
的法国梧桐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可以说，上海的林荫道建
设基础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道路没有提升的空间。
林荫道的目标要做到能够让人真正“慢”下来，使其成为人
们的休闲空间。它的建设是一项综合工作，不仅包括对树
木的要求，还应包括对周边环境、文化特色的要求。在已
创建的一些林荫道中，不少道路的历史文化特色明显，比
如，溧阳路两侧有郭沫若故居、鲁迅存书室等，俨然虹口区
文脉的代表。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上海的“林荫大计划”

坐落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纪念馆这两天接
待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来自巴西圣保罗交
响乐团的中提琴首席奥拉西奥·谢菲尔。80
年前，一对犹太情侣从德国柏林辗转来到上
海避难，此后在这里生活了整整 10年，他们
正是奥拉西奥的父母。这一次，借着乐团来
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机会，64岁的奥拉西奥第
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开启了一次寻根之旅。

外眼看上海

在摩西会堂，奥拉西奥看到了当年和父
母一起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留下的史料，他
迫不及待地联系上巴西的妻子，让她将家中
父母留下的照片和文件拍照展示给纪念馆的
工作人员看。奥拉西奥的父亲路德维希
（ludwig）出生在波兰，母亲席尔瓦出生在德
国，他们都拥有犹太血统，并在德国柏林一见
倾心。为了躲避迫害，他们不得不申请了去
往中国的签证。1939年，奥拉西奥的父母和
他的叔叔成功抵达了上海。

安定下来后，路德维希和席尔瓦在上海
结了婚。路德维希供职于上海的一家犹太报
社，席尔瓦则在上海攻读医学院并做了一名
护士。夫妻二人在上海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平
凡生活，中国朋友甚至教会了席尔瓦烹饪中
餐。奥拉西奥回忆，童年时妈妈经常在厨房
一待就是一整天，清蒸大虾配上番茄酱成了
全家人最爱的美味。

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太久，因为从德国
逃亡被剥夺了国籍，奥拉西奥的家人们成了
无国籍难民，他们不得不从拥挤却温馨的小
家搬进了隔离区，并在那里度过了几乎是一
生中最为艰辛的岁月。路德维希在隔离区染
上了重疾，身体每况愈下，家人朋友尝试将他
送去医院，可却被日本侵略军拒绝，得到的回
复竟然是就地埋葬。好在席尔瓦没有灰心，
在她的精心照料之下，路德维希恢复了健康，
一家人齐心协力，度过了这段最难熬的时光。

路德维希一家在中国生活了10年，直到
1949 年一位在巴西的堂兄弟主动联系上了
他们，他们随之移民到了巴西，展开了一段新
的生活。路德维希进入到一家贸易公司，从
基层做起，依靠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公司的主
管。夫妻二人先生下一个女儿，来到巴西的
第5年，又生下了奥拉西奥。高中毕业后，颇
有天赋的奥拉西奥来到德国，在音乐方面继续深造，1998
年，奥拉西奥进入圣保罗交响乐团并一直工作至今。如今，
奥拉西奥的父母均已去世，只有童年时听父母讲述过的上
海故事仍刻在他的脑海里。多少次，他都想来看一看，他把

“去一次上海和以色列”列入了遗愿清单上的第一位，这一
次，终于如愿以偿。

当真正踏上这个幻想过无数遍的城市，奥拉西奥的内
心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本他对中国的想象还是
农村化的，当他看到上海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纵横的高架
铁路公路网，顿时目瞪口呆，直言“这座城市是属于未来
的”。这一次能以文化使者的身份来到上海，为观众演奏南
美风情的乐章，奥拉西奥感到十分荣幸。

翻阅着手机里妻子翻拍的资料照片，奥拉西奥惊讶地
发现，很多文件以前自己都没见过。等回到巴西，他将着手
整理这些文件，然后捐献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演出现
场，纪念馆也派出了摄像团队拍摄下奥拉西奥在大剧院的
舞台光影，待到明年纪念馆扩建完成，奥拉西奥捐赠的史料
将和照片以及视频共同陈列在展馆内。奥拉西奥兴奋地
说：“等到那时，我要将我的3个孩子也一起带过来，让这段
历史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延续。”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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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西奥在参观犹太难民纪念馆奥拉西奥在参观犹太难民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