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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白玉兰当
选上海市市花之后的27年里，影响力
究竟几何？能否给申城增加一个姐妹
市花？近日，徐汇区天平街道“ 好美
丽” 花迷俱乐部的百余名花迷发出
倡议，提议增补桂花为市花白玉兰的
姐妹花，并于前天将该倡议递交市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市绿委办表示已收
到倡议，并将组织专家和业内人士讨
论。

花迷倡议桂花成为姐妹市花
近日，在天平街道文化活动中

心，百余名花迷济济一堂，讨论桂花
成为白玉兰姐妹市花的可行性。

据了解，白玉兰于1986年定为市
花后，几乎家喻户晓，其花大而洁白，
开花时朵朵向上，象征着一种开路先
锋、奋发向上的上海城市精神。然而
由于成功当选后宣传力度减弱，如今
不少年轻人对其寓意理解有些淡化。

“ 白玉兰花期仅15天，可种植欣
赏之处也不多，因此希望绿化部门大
力种植。”市风景园林学会科普信息
委员会副主任邬志星告诉记者，当初
在市花评选时注重了白玉兰“ 洁白、
典雅、向上、清廉”的外在形象与寓
意，加上白玉兰在上海春季首先开
花，因此最终将其定为市花，但同时
忽略了它花期短等习性，且不少市
民还常常将花期在5月份的广玉兰误
认为是白玉兰。

为弥补白玉兰花期短及种植难
度高的不足，花迷们倡议再推一种花
卉作为市花白玉兰的姐妹花，而桂花
的提议得到大部分花迷的认可。

“ 我们希望桂花与白玉兰交相
辉映，使上海更美丽！”“ 好美丽”花
迷俱乐部的会员代表说，理由是首
先桂花如今在本市种植非常普遍，
几乎每个居民小区和公园绿地都有
种植，市民知晓率很高。另外桂花花
期又在中秋国庆两大节日之时，是
节日的吉祥花，与春天开花的白玉
兰在季节上也有呼应。“ 而且桂花

开花时气味芬芳，香味浓郁，有独占
三秋压群芳的气魄。这种香味不仅能
让人心情愉悦、缓解压力抗压，桂花
树本身也能抗烟尘，净化大气。”

不过花迷坦言，“ 桂花” 也有软
肋，就是花的个头太小，但胜在种植
密度高，群众基础扎实。“ 这是评选市
花最关键的因素。”邬志星告诉记者。
署有六十多名花迷签名的倡议书已
递交至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绿化部门称将组织专家论证
对于天平街道花迷们提交的倡

议，市绿委办秘书处处长李莉表示已
有耳闻。不过桂花是否能成为市花白
玉兰的姐妹花，现在下结论为时尚
早。“ 我们将组织更多专家和业内人
士参与讨论，最后还得提交市人大审
议通过才行。”

李莉称，其实早在白玉兰当选市
花前，就已有专家提议上海评选“ 双
市花”，“ 双市花”由一种草本花卉和
一种木本花卉组成，呈现出植物的多
样性和完整性，不过最后未获实施。

据了解，以两种花卉为“ 市花”
在不少城市也有先例，如北京市花为
菊花和桂花，无锡市花为杜鹃和梅
花，衡阳市以月季和茶花为市花等。

市花成双？花迷提议桂花“ 陪”白玉兰
绿化部门：将组织专家和业内人士进行讨论

目前，在上海的公园绿地，遍种
各种花卉，还有哪些花能和桂花PK
成为双市花的“ 候选佳丽”？对此，邬
志星认为，月季花、荷花、茶花和杜鹃
都可以，但是同时各有优缺点。

荷花性格孤洁，濯清涟而不妖，
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在上海也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每天夏季，古猗
园、辰山植物园等公园都会推出荷
花展，不过荷花只能种植在水中，制
约了它的推广。而月季花是目前上
海最普及最亲民的花卉之一，“ 月

月开花” 的特性让它拥有众多拥
趸，不过目前已有很多城市推选月
季为市花，如果上海再以月季为双
市花，则太过雷同。

茶花和杜鹃都是早春亮相的中
国十大名花，象征了春天的到来，且
在公园种植面积多，群众基础过硬，
尤其是杜鹃，色彩绚丽加上品种众
多，成为街头巷尾最常见的花卉之
一，不过若它“ 当选”市花，可能和同
样早春开花的白玉兰花期过于接近，
不利于四季节气的平衡。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春节时，
家里放一些花卉摆设，既喜庆又好
看，这种在春节期间上市的花卉在
业内称为“ 年宵花”。昨天，由绿化
市容局和辰山植物园主办的“ 我最
喜爱的十大年宵花卉” 评选结果出
炉，水仙、蜡梅、梅花位居三甲，成为
上海市民最喜爱的年宵花卉。

据辰山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便于市民评选,，早在一月，工作

人员就事先初步框定了一百种时下
较常见的年宵花，分为观花、观果、
观叶三大类，包括蜡梅、郁金香、水
仙、富贵竹、金橘等。市民将自己喜
爱的年宵花名字和照片上传至市绿
化市容局官网和辰山植物园微博和
官网，最终进行票数统计，得票最多
的前十种花卉被定为“ 上海十大年
宵花卉”。昨天票选结果出炉，本次
评选共得到了五百多名市民的参

与，最后水仙、蜡梅、梅花位居三甲，
随后依次为蝴蝶兰、郁金香、风信
子、牡丹、百合、大花蕙兰、蟹爪兰。

“ 近两年，对于年宵花卉的口味
有些分化。”园林专家告诉记者，虽
然水仙以清香淡雅的风格一举夺得

“ 花魁”，但多少有些“ 吃老底”，仗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实它在年轻
人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银柳已基
本没有多少人采购。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鲁迅笔
下的百草园内有桑葚、皂荚、蟋蟀、
斑蝥、蜈蚣等各种有趣的生物，那是
他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在上海的一
些幼儿园和小学，也将有各种有趣
的“ 探索园”了。在园林老专家的呼
吁下，今天将在全市9所学校启动9
个不同主题的“ 生物探索园”，未来
孩子们可以在里面赏花观叶、种草
药或收蔬菜。

专家指出校园绿化短板
“ 现在的校园不缺少绿化，但却

布置单一，以常绿乔灌木居多。”市
风景园林学会高级工程师邬志星发
现，现在的学校绿化通常是按照市政
建设布局，常常绿多红少，根本就没
有考虑学生活跃的心理性格。一些学
校过分强调绿化覆盖率，而忽视了对
绿化的规划。如此单调的色彩和枯燥
的布局，让平时两点一线的孩子们根
本就提不起兴趣来，这无疑加大了孩
子与自然之间的“ 鸿沟”。

他认为，理想的校园绿化应该
是一个诗情画意的花园，不仅一年
四季可以观花，更应该是孩子们认
识自然和动手进行研究的实验场，
孩子们可以亲近自然，种植一些葫

芦、萝卜、果树等。

9所学校认领“ 百草园”
在邬志星的奔走呼吁下，由市

绿化部门和9所学校的支持，今天将
在康宁路科技实验学校启动“ 生物
探索园”项目，这些学校来自普陀、
徐汇两区的幼儿园和小学。

按照他的设想，将在这9所学校
布置9个不同主题的生物探索园，

“ 这些探索园类似植物角，不一定很
大，只需要利用校园一角两三百平
方米的区域，但一定要有自己的主
题。”邬志星举例，比如在“ 森林小
景” 里，可以种上一些高大的乔灌
木，营造森林的天际线，下面可以种
植一些灌木，而地上则铺设草皮，一
条羊肠小径蜿蜒其中，孩子们身临
其境，仿佛进入了真正的森林；而经
济植物园内可以种植一些青菜、辣
椒等蔬菜，或者车钱子、蒲公英等具
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让他们回到鲁
迅笔下的“ 百草园”中；在珍惜濒危
园中，则可以引入鹅掌楸、红豆杉、
夏蜡梅等濒危植物，教会他们懂得
保护自然⋯⋯

“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探索园中，
孩子们是主角，老师和家长都可以

参与进来。”邬志星告诉记者。
他建议，这9所学校可以因地制

宜认领这些“ 百草园”，这个创意得
到了不少学校的热烈响应，昨天已
有不少学校“ 主动请缨”，前来认领
项目。“ 我们先在这几个学校试点，
如果效果好，将以此为样本，在更多
学校推广。”

想要建园 先得培训老师
有了小小探索园，却没有业务

娴熟的老师经营怎么办？为了防止
这一问题发生，邬志星广发“ 英雄
帖”，向各个幼儿园和小学校长“ 要
人”，挑选生物骨干教师。而培训的
课程也颇为特别，整个培训班历时
一年，每月一次，除了在课堂传授理
论知识，还将进行现场插花、去公园
制标本、修剪整枝等实践操作。对于
课程设置的初衷，他解释说，一年四
季自然界都有不同的景致，春天里
他准备带着他的“ 学生们”去辰山
植物园看花展，认识不同的花卉品
种，秋天去植物园赏桂制作标本。

“ 希望一年下来，这些老师能认
识50到100种植物，知道如何布置和
维护探索园，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据了解，目前已经进行了两次培训。

9所学校“ 生物探索园”今启动9大主题
校园内建“ 百草园”
学生赏花种菜尝草药

之前已有学校尝试用“ 校园温室”为学生提供生物多样化认知教育了。 本报资料图 记者 贺佳颖 摄

十大年宵花评选结果：市民最爱水仙

白玉兰未来或不再“ 孤单”。
实习生 余博文 记者 马骏 摄

在植树节到来之际,南京军区上
海实验幼儿园开展了“ 赶走雾霾 给
孩子的心灵植下一片绿” 植树节活
动。刚过4岁的小一班全体老师和家
长来到东方绿舟,在老师的带领下认
识树木，教师向幼儿介绍有关树的知
识，倡议大家做绿色环保的小卫士。
这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从小建立环
保的意识，从小养成爱护绿化的好习
惯。

本报记者 杨磊 摄影报道

幼儿园开展活动
孩子们执铲植绿

》专家 月季、荷花等都有候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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