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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古猗园本周六起首推“ 踏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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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惊蛰”将
至，脱下厚重的外套，告别寒冷的冬
日，春天正慢慢来到城市的每个角
落。记者昨天从南翔镇古猗园获悉，
随着妇女节和植树节双双临近，古
猗园将于本周六起至3月12日在本
市首次推出“ 踏青周”，复原古人踏
青游春的风雅文化，邀请市民走出
户外，观花赏绿，探寻春的气息。

赏花游春，聆听春的声音
草长莺飞，春暖花开，蛰伏了一

冬的植物开始复苏。幽静典雅的古猗
园内，寒梅如隐士、迎春似少女、山茶
若胭脂、雏菊恰佳人⋯⋯到处是一派
春意盎然的生动景象。作为早春花卉
的“ 主打明星”，园内百余株梅树已
有不少花满枝头，将从“ 欲吐还休”
的梅花一弄探梅阶段，逐渐走进“ 繁
花竞艳”的梅花二弄赏梅阶段，期待
着摄影爱好者和爱梅市民前来品味
古园梅花的独特意境。同时，本次踏
青周恰逢始于唐代、兴于南宋、盛于
明清的中国传统节日———花朝节。为
纪念百花生日，民间素有“ 赏红、祭
花神、秀女红”等传统习俗，为此园

方精心准备了一株2米高的花树，使
游客在沐阳观花的同时可将五彩纸
系于花枝上，为花神祝诞、祈全年平
安。此外，园方还将在鸳鸯厅展示女
工坊精美手工毛衣，并于3月8日下午
特设毛线编织现场交流活动，欢迎

“ 潮人”们放下键盘再拾女红，织爱
蓄福，编出细腻女人心。

同时，为庆祝“ 三八妇女节”，3
月8日当天所有来古猗园赏花踏青的
女性游客将享受“ 半价门票，全价体
验”的优惠，“ 三八红旗手”、市级以
上女劳模、市级优秀女教师、“ 五一巾
帼奖”获得者凭有效证件均可免费入
园参观。园方更精心安排了花卉养护
门诊、女性心理健康讲座、维权咨询
等法制宣传活动，为“ 半边天”们送
上实实在在的关怀和温暖。

欢乐踏春，找寻春的足迹
“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

古人踏青不单单是观花赏景，还有
一系列的体育活动相伴，最常见的
便是荡秋千、放风筝、蹴鞠等，人们
认为这样既可消灾驱邪，又能达到
强身健体的目的。因此古猗园也为

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
动，扯一只纸鸢放飞心情，持一轮风
车转运祈福，同家人比一比谁的秋
千荡得高，与朋友在蹴鞠大赛中一
较高下，泛舟鸳鸯湖感受“ 春江水
暖” 的惬意悠然⋯⋯春天就在这

“ 动一动”中变得鲜活灵动起来。此
外，园内不可无竹居将展示富有嘉
定地方特色的徐行风筝，踏青周期
间的周六周日游客可在民间手工艺
人的现场教授下，亲身体验“ 风筝
DIY，微博随手拍”的趣味所在。

据园方介绍，在植树节期间古
猗园将与南翔武警三中队开展“ 绿
化进军营”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种
绿、爱绿、护绿的良好氛围。同时园
方也期待着爱心市民担任护绿使
者，前来认养园内寓意健康长寿、节
节高升的竹子及部分古树，使这个
春天变得更有纪念意义。由于古猗
园交通便利，轨交11号线、822路、
562路、沪唐线、北嘉线等均可到达，
因此古猗园建议市民低碳出游，与
美丽春天、与传统文化、与欢乐节日
来一场“ 绿色约会”。（ 植物认养热
线：021-59174993，8:30-16:30）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通讯员
毛海萍 有车一族十之八九都切身
体验过夏日露天停车场的“ 热岛效
应”。而今年夏天去共青森林公园
游玩，将不再为车辆被暴晒而烦
恼。记者近日获悉，共青森林公园
正在开建近5000平方米的生态停
车场，计划将于今年5月1日前建
成，停车场有高大乔木遮荫，有低

矮乔灌木隔离，生态停车场停车位
的绿化覆盖率将达67%，总费用199
万元。

据共青森林公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位于公园南大门（ 嫩江路）
的大型停车场由于地面渗水性能
差，设备破损严重，公园从2月开始
施工建设生态停车场。根据《 上海
市绿荫停车场建设指导手册》中对

生态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要求，为
了达到良好的遮荫效果，停车场将
栽种100棵大树，有香樟、无患子等
树种，还将栽种2900棵灌木，绿化
面积有2900平方米；停车场采用透
水地面材料，防止雨天地面积水，
有良好的渗水效果。建成后的生态
停车场将设置82个小车位，12个大
车位。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阴雨绵绵
并未阻挡住花骨朵们尽吐芬芳的
婀娜。记者日前从辰山植物园获
悉，随着近日上海地区的气温攀
升、充沛的雨水催开了梅花害羞的
娇颜。近日，辰山植物园数株梅花
耐不住冬的寂寞，开始含苞吐艳展
露花姿，迫不及待地向广大游客传
达早春来临的讯息。梅香花韵涌

动，青山绿水细雨，这一份令人陶
醉不已的浪漫使许多远道而来的
游客流连忘返。

辰山植物园梅园位于月季园
西南方，面积约3500平方米，共收
集展示近60个梅花品种，其中繁
星宫粉 、香 雪 宫 粉 、久 观 绿 萼 、浅
桃宫粉 、飞 绿 萼 、美 人 梅 、粉 红 朱
砂、东 方 朱 砂 、汉 粉 垂 枝 、单 粉 垂

枝等品种，花姿花色都极为美丽，
盛放时节暗香涌动、缤纷十色。为
了让前来游园的市民在辰山欣赏
到更多的梅花，园方特地在入园
处摆放了130盆梅桩，游客甫入园
中，便会踏进一片傲梅营造的花
海。园方表示，近日随着较强冷空
气的南下，上海降温，梅花的观赏
期有望延长。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一块1881年
的洋行地界碑前天被闸北区居民发
现，由于发现界碑的天潼路814号是解
放前赫赫有名的“ 徐家花园”的所在，
专家断定此碑的价值很不一般。这也
是在短短10天内，上海第二次发现界
碑。专家估计，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
还将有更多历史文物重见天日。

据悉，这块新发现的界碑是在天
潼路的一处动拆迁基地被发现的。经
上海历史博物馆专家测定，此碑长97
厘米，宽29厘米，厚11厘米，重达50多
公斤。论形制，这在以往所发现的界
碑中比较普遍。但这块界碑之所以引
起历博专家高度重视，还是因为界碑
上的刻字和发现地点。

这 块 界 碑 正 面 刻 有“ 1881，
LOT1358和RHA”字样，深埋地下的
部分还有“ 公平行”3个字。据历博副
研究员吴志伟判断，“ 1881” 应该是
界碑竖立的年份，“ LOT1358” 可能
代表地块的编号。而根据《 外国在华
工商企业词典》 一书所示，“ 公平洋
行” 是1850年成立的一家著名英商
洋行。所以专家推断，此块界碑应该
就是公平洋行所设的界碑，表明自己

对这块土地的唯一使用权。但耐人寻
味的是，按照界碑体例，一般不会标
准 年 份 ， 此 碑 是 个 例 外 。 另 外 ，

“ RHA”究竟代表着什么，现在还无
法破译，这也为此碑蒙上了一层神秘
色彩。

神秘之处还不仅止于此。发现界
碑的天潼路814号，正好在解放前赫
赫有名的“ 徐家花园”旧址区域内，

“ 徐园” 是中国电影的首次播放地，
建立于1883年，比界碑竖立晚2年。此
碑与徐园的诞生之间究竟存在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专家进一步考
证。目前，界碑已经被上海历史博物
馆征集和收藏。

巧的是2月20日，水电路191弄道
路下水道下水口边刚发现过一块刻
有“ BCLOT10191”字样的条石。经
专家辨认，是一块解放前上海租界界
碑。界碑被认为当时租界的土地制度
以及中国政府和租界关系的重要史
料。在一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中，有不
少界碑被居民当作石料建设房屋。现
在随着旧城改造推进，市民文物保护
观念加强，越来越多的界碑被发现，
重新焕发作为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记者日前从
徐汇区获悉，由上海云洲古玩城、中
福古玩城联手举办的“ 云洲、中福古
玩杂件精品联展” 将于即日起在云
洲古玩城八楼会展中心盛装登场，展

览将持续至3月11日。
据悉，此次展览双方将共同推出

古玩杂件精品160余件，均为历代佳
作，其中不乏中外著名拍卖场上藏家
频频出手的珍品。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 恨气夹
古”、“ 披脚拉手”，这些年轻人听起
来像外语的方言，到底是啥意思？“ 看
看我们的《 高东地区方言俚语小册
子》就明白了。”这几天，高东二居读
书小组编印的高东地区方言俚语小册
子新鲜出炉，当地居民纷纷传阅。

这本册子，从搜集、整理到编撰、
成册，完全靠读书小组20多位成员的
齐心努力。历时半年多，经过反复筛
选，剔除了一些相似的条目，读书小
组终于在2011年底初步整理出200余
条方言俚语。组长黄德芳还给每个组
员分派任务，让大家分头逐条解读，
举例造句。功夫不负有心人，200多条
方言俚语被一一注译示例。如第26条
方言“ 披脚拉手”，注译为“ 摇摇晃

晃”，举例为“ 哦唷！看侬呀，披脚拉
手，一点没劲道。”第78条方言“ 沿路
踏秋”，注译为“ 缓行”，举例为“ 秋
高气爽，在樱花园沿路踏秋真惬
意。”⋯⋯注译示例的所有方言俚语
最后由黄仁章汇总整理定稿，居委干
部黄秀文花了不少时间，将其输入电
脑，结集成册。

“ 这些数百年流传下来的具有
高东地域特点和浓郁乡土气息的方
言俚语，虽然没有书面记载，但或多
或少承载着高东文化。把它们发掘出
来，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对于丰富读
书小组学习内容、深化高东乡土文化
内涵、增强百姓文化生活趣味，是很
有意义的。”看到自己的劳动结出硕
果，黄德芳和组员们都乐坏了。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非洲象为
何长得和亚洲象不同？恐龙为何会灭
绝？昨天，由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
等主办的“ 环球自然日”———青少年
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在上海科技
馆启动，在未来大半年的时间内，将
鼓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中小学生，
用自己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研究分析生物多样化的各种课题，用
好玩的形式上传自己的研究成果。

据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的创
始人肯尼斯·贝林介绍，今年4月份，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的主
题网站将开通，5月份开始中小学生

们就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通过各
种有意思的形式来诠释自己眼中的
生物多样性。“ 比如为何非洲象和
亚洲象不一样，动物是如何迁移的。
他们可以独立发现问题，自己寻找
答案。”

据了解，“ 环球自然日” 活动今
年将在上海、天津、北京3个城市同步
开展，而在10月底的三地决赛中选拔
出的优秀师生团队，将于2013年春节
期间，参加“ 肯尼斯·贝林探索之
旅”，前往美国，参观华盛顿、纽约等
地的国家级博物馆参观，并在加州和
当地师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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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百余株梅树已有不少花满枝头。 古猗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