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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树热卖，
而且今年都是玩真的

离节日还有近一个月时间，圣诞树圣诞花已然大卖。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离圣诞
节不到一月，然而各大商场门口已
经摆放出了造型各异的圣诞树。记
者看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用真
树装扮成圣诞树的市民 开 始 多 起
来。卖家都自称自己所卖的都为正
宗圣诞树。专家称，只要塔形的松柏
类常绿树都可以作为圣诞树。

圣诞花圣诞树已开始热卖
昨天上午，记者在浦东巴黎春
天、延安路华山路一家酒吧门口看
到，彩灯装饰过的圣诞树被摆放在
了门口显眼位置，五颜六色煞是好
看，在商场内的一些柜台上，也摆放
出了各种样式的小型圣诞树。
而在花鸟市场中，圣诞花和圣
诞树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记者在浦

》专家说法

塔形松柏类
都可以做圣诞树

本报实习生 余博文 记者 马骏 摄 声控圣诞树。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建路杨高南路上双季花 艺 市 场 上
看到，红颜色的圣诞花售价在１０元
至１５元不等，卖家称，前来采购的
以公司为多，每天都能卖出一百多
盆圣诞花。而近两米高的仿真圣诞
树扎上彩灯彩球后总价约七百元，
同样颇受市民青睐。除了圣诞树，
用松柏编制而成的圣诞环、圣诞桌
以松果、雏菊、蜡烛装饰后也颇有
节日气氛，价格在几十元至上百元
不等。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花市上
开始流行销售真的圣诞树，一家销
售南洋杉的店主称，昨天一天就卖
掉了４棵南洋杉。
“ 往年没那么多店
卖，今年不仅卖圣诞树的店多了，来
买的顾客也不少。放在楼道阳台室
外，很好养活。”店主称，圣诞节前几

天，将是圣诞花圣诞树的销售高峰，
预计价格也会有一个小的涨幅。
据了解，除了一些公司举办派
对年会需要购买圣诞树外，越来越
多家庭也开始流行购买圣诞树，
“ 宝
宝今年４岁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准备
年底在家聚一聚办一个小型派对，
到时会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用完了
还能放在家里让宝宝观察树木的成
长。”家住浦东新区康桥老街的王小
姐称。

“ 圣诞树并不是一个树种，只要
是松柏类的塔形的树，都可做正宗
的圣诞树。”上海风景园林学会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邬志星告诉记者，流
行圣诞树的西方人并不讲究哪种树
是最正宗的圣诞树，南阳杉、冷杉、
柳杉、池杉 、雪松等都可做圣诞树，

圣诞树又开始风靡……
“ 市民的消费
现在甚至红豆杉、小型的香榧树也
可做圣诞树，
“ 届时上面挂上彩灯、 习惯，从圣诞花到圣诞树，从假树到
枸骨果、彩球、松果、铃铛、雪花等， 真树，节日越来越大，是中外文化交
流频繁的体现。”邬志星分析，
虽然不
很有节日氛围。”
但因为圣诞节
上海人以前过圣诞节，
最多买两 排除商家的炒作因素，
盆圣诞花也就够了。但后来逐渐变 后的春节要到２月份才到来，间隔太
因此今年圣诞节显得特别隆重。
化，
“ 假” 圣诞树尚炙手可 热，
“ 真” 久，

卖家都说自己的圣诞树正宗
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店
家所销售的圣诞树品种不同，价格
也差别悬殊，为了提高销售量，店主
都称自己所售的品种是最正宗的圣
诞树。
“ 南洋杉当然是最正宗的圣诞

树，你看长长的枝干多漂亮。”一店
主指着自家的南洋杉告诉记者，１８０
元一棵的南洋杉相当实惠。而在另
一家店中，店主在一棵两米多高的
冷衫上缠绕了色彩鲜艳的彩灯和圣
诞老人头像，颇有喜庆气氛，店家为
证明自己所售的是正宗圣诞树，拿
出来国外过圣诞节的图片道：
“ ５８０
元一棵的冷杉虽然不便宜，但是外
国人一看就知正宗不正宗。”
而在销售池杉、柳杉的花店中，
店主也自称这才是最正 宗 的 圣 诞
树。
“ 来买的都是外国人，前天一天
就卖掉了６棵。”一些小型松柏树也
被缠绕了五颜六色的彩灯，
“ 虽然中
国人不太会在家中摆放松柏，但是
外国人都用松柏做圣诞树。”店主告
诉记者。

》链接

这棵圣诞树
最
“ 感性”
惊艳于德国馆的声控魔力球，震
撼于白金汉宫钻禧音乐会的流光溢
彩？前晚，一棵６米高的声控圣诞树在
上海金桥国际炫彩亮相。据悉，该圣
诞树由独特的ＬＥＤ灯组合而成，树身
上无数的感应点，可随人群声音变化
而流光飞舞。
用你的热情点亮圣诞之夜，这不
是一句口号！金桥国际花园广场上，
一棵高达６米的圣诞
“ 树”由独特的
ＬＥＤ灯组合而成，将根据游人的一举
一动而绽放绚丽的
“ 极光”。走近圣
诞树，
璀璨光芒瞬间绽放。轻轻一触，
五光十色随心而动。对着圣诞树，说
出你的新年愿望，树身将随人群声音
的变化展现无数种流光飞舞。欣赏的
人越多、声浪越高，圣诞树的热情也
越高涨，流光溢彩节节攀升，变化万
千，以火树银花的酷炫视觉效果释放
涌动的激情。
记者 顾卓敏

女强人 男人婆 Gentlelady走红职场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女人当男 余年的Ｈｅｉｄｉ如今已是某知名企业的
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曾几何时， 区域经理，成熟又温婉的她一直是
“ 像男人一样” 成为职场女强人的 公司里诸多男同事们眼里的“ 女
必备特质之一，然而，今时今日，职 神”，Ｈｅｉｄｉ时常庆幸自己没有听从
场却呼唤保有鲜明女性特质的新型 前任上司的指导，将自己变成职场
女强人，一个新名词不胫而走——
— “ 母夜叉”。
Ｈｅｉｄｉ告诉记者，虽然她事业心
“ Ｇｅｎｔｌｅｌａｄｙ族”。她们外表温和，内
心坚强，在企业里不仅扮演着核心 强，极其渴望跻身管理层，但她并不
愿意摆出一副
“ 很Ｍａｎ”的样子，而
角色，
还时常充当年轻人的导师。
“ 很多在职场上拼搏的女性都 是坚持用温柔细腻赢得同事们的信
会陷入一个误区，她们常常以扮演 任，一边学习行业知识，一边更为注
男性的角色为荣，磨灭了自己的性 重提升职场礼仪和时尚触觉，在这
“ 男人堆”里，她的聪明、虚
格特点。”在职场专家毛文眼中，这 样一个
样的女性管理层不但严重影响身心 心和善于沟通很快得到了公司的赏
健康，更会对家庭和谐和下一代教 识，不断获得晋升，去年还被评为中
育造成负面影响，继而会影响她们 国区年度最佳员工。
“ 我身边也有不少女性朋友是
的职场表现。在毛文最新出版的职
场著作《 在职场要向向日葵一样成 管理层，有些人就像男人一样刚强
长》中，
“ Ｇｅｎｔｌｅｌａｄｙ族”是她极为推 果断，平日对下属十分严厉。”Ｈｅｉｄｉ
崇的人群，
她将之称为
“ 新的职场女 坦言，相比将自己男性化，她认为发
性管理者形 象 ”“
， 工 作 的 时 候 要 挥女性的优势才是职场生存之道。
此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公布
快，生活的时候要慢，Ｇｅｎｔｌｅｌａｄｙ有专
业知识，不畏困难，同时外表温和， 的一组数据显示，在公司的经理层
中女性比例为４２．１％，与男性相差无
内心坚强。”
“ 刚入行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 几，全国妇联近日公布的一项数据
告诉我，因为这个行业是男性为主 调查显示，中国女性企业家人数约
体的，我们必须用提高嗓音来提高 占中国企业家总数的２５％，且有不断
自己的地位。”在汽车制造业工作１０ 增长的趋势。

》办公室那些事

40小时
“ 净化”办公室 可以循环使用的不只是纸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看着办公
室成堆浪费的打印纸，一些白领Ｈｏｌｄ
不住了。一场浩浩荡荡的４０小时办公
室
“ 净化论”运动从昨天起将在沪上
５幢写字楼兴起，呼吁白领们能将用
过一面的打印纸，重复使用，杜绝浪
费，
并能尽量使用环保纸。
昨天，
在嘉华中心底楼搭起了一
个回收区，
在楼里上班的白领黄小姐
代表公司抱来了废弃的旧纸，换取了
“ 零纸尘”的环保纸。黄小姐表示，
今
后将鼓励同事们尽量节约用纸，复印
也好、
打印也好，
尽量两面使用。
“ 以
前看到有的同事将崭新的纸扔掉，实

在太浪费了。其实这些纸的用途很
多，如果打印内容不多，还可以当草
稿纸用。用过的纸用来垫盒饭也可
以。如果每个人都能节约用纸，
那么
就可以少砍很多树木。”
为了鼓励大家能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来，填写问卷的白领还可以现
场领取仙人掌等绿色植物，用来净
化办公室空气，减少电脑辐射。白领
Ｊａｓｏｎ表示，其实不光是纸，其实办公
室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二次利用。应
该多多发掘这些办公用品的二次使
用渠道。
据悉，４０小时办公室
“ 净化论”

运动将覆盖上海市中心各大主要商
业中心区域，在嘉华中心、浦发大
厦、仙乐斯广场、梅龙镇广场、中环
广场５大写字楼掀起环保风潮。此运
动将持续一周，通过４０小时（ ８小
时! ５天工作日）鼓励大家在日常办
公中能做个低碳达人。
“ 如今白领阶层对于环境的保
护意识、自身办公环境的保护重视
度越发加强。通过４０小时强化宣传，
希望白领能实现低碳办公，这对企
业可持续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４０小时办公室
“ 净化论”项目
负责人何诗敏表示。

浦东新建 15 个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培训、见
习、上岗，通过这样的成长路径，不少
长期失业青年、社区青少年、大学毕
业生、
有志创业青年走上了就业创业

的道路。日前，浦东共青团举行
“ 青
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签约仪式，益
海嘉里、
沪江网等一批知名企业新建
了１５个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

地，
年底前可向青年提供见习岗位近
１００个。２０１２年１至１０月，
共有７９２名青
年到岗见习，
并有大批青年在见习后
得到单位留用，
走上了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