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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瞿艳花

本报讯 春天来了，各大花展也

日益精彩纷呈。今年上半年，滨江森

林公园将举办三场大型花展，主题各

不相同。

踏青赏花季活动
时间：3月中旬-4月中旬

在茂密的森林里踏青时，市民可

在林下觅得二月兰、油菜花、婆婆纳、

宝盖草等各类野花的踪迹。水仙、美

人梅、红叶李、玉兰、桃花、海棠等花

卉是公园春季的“ 当家花旦”，它们

将和野花一起，给市民带来一场群芳

争春、雅俗共赏的美丽花事。长达百

米的樱花大道是今年“ 踏青赏花季”

的新增景观，可以让市民一路体验樱

花绚烂的美景。

2014上海杜鹃花展
时间：4月中旬-5月上旬

滨江森林公园内拥有全国公园

最大的杜鹃园，也是华东地区种植面

积最大、品种最多的杜鹃园。今年新

增杜鹃区域面积1 万平方米，目前总

面积已达1 4万平方米。花展期间，300

多个品种，数万株杜鹃花在园内的

溪、谷、坡、林间随着起伏的地势相互

交错，将成为一场美丽的视觉盛宴。

“ 蓝色森林”薰衣草展
时间：5月上旬-6月中下旬

今年，蓝色森林里种植了5万株

薰衣草，在数万平方米的花田里，经

过花艺师的调配，辅以香雪球、矢车

菊、角堇等花卉组合，将给市民带来

一份独特的浪漫体验。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前两天暖意十足的申城，

今天来了个天气大逆转，不但降温，还

下起了阵雨。在雨中，不少市民听到了

今年的春雷第一响。虽然气温直降了

1 2!，但申城昨天的平均气温仍然在

1 0!以上，这也意味着申城已经达到

了入春的标准，正式迎来了春姑娘的

到来。今天起，阳光将重新露脸，一直

到周末都能感受到太阳的笑颜。

春雷“ 炸响”
申城拉响今年首个雷电预警

昨天，申城一改前两日的晴暖天

气，不但气温下降，还出现了降雨和雷

电活动。昨天下午，随着降雨变得明显

起来，部分地区的市民听到了今年春

雷在阴沉天空中“ 炸开”的第一响。

“ 听到办公室外的打雷声了，春

雷滚滚啊。”、“ 我们家上午就打过雷

了，老妈把所有插头都拔了。”⋯⋯上

海中心气象台昨天1 3时09分发布雷

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小时内可能

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

事故。随着雷暴减弱，上海中心气象

台于1 5时54分解除了雷电预警信号。

据了解，这是进入201 4年以来，

上海发布的首个雷电预警。从24节气

来讲，目前仍是惊蛰时节，正是天气

回暖，春雷始鸣之时。同时，雨水渐

多，乍寒乍暖，昨天在雨水的打压之

下，申城的气温也回落到9!—1 4!。

雨量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4时，中心城区

徐家汇3.7毫米，区县中，崇明的雨量

最大，为7.4毫米，其次是松江6.2毫

米，宝山和嘉定的雨量最小，分别为

0.1 毫米和0.3毫米，其余区县雨量都

在2—6毫米之间。气温方面，昨天徐

家汇最高气温1 3!，区县中，崇明

1 0.6!，青浦1 4.0!，其余区县最高

气温都在1 1!—1 4!之间。

雨中入春
今起放晴到周末

不少市民最近都在关心申城的

春天到底何时到来？虽然昨日申城最

低气温下探至9!，但平均气温仍在

1 0!以上。由此，申城的平均气温已

经连续5日超过了1 0!，达到了入春

条件。气象部门表示，3月1 5日即为今

年的入春日。

当度过了昨天半夜的阴有阵雨

天气，今天将迎来多云到晴的放晴

日，并且阳光一露脸就将“ 笑”到本

周末。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本市多云

到晴，风力较大，偏北风4—5级，阵风

6级，预计最低气温在8!左右，最高

气温与昨日相仿，在1 3!上下。

未来几天，受冷高压控制，申城将

迎来3—4天的晴好天气，不过温差将

会拉大，预计最低气温在5!—8!，最

高气温在1 3!—1 7!。乍暖还寒的天

气，昼夜温差加大，上早班和晚下班的

市民还是要做足保暖措施。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本周日是世界气象日，今

年的主题是“ 天气和气候：青年人的

参与”。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市气

象局和各区县气象局将开展一系列的

纪念活动，开展世界气象日的宣传和

气象知识的普及工作，帮助市民理解

气象和应用气象。据了解，3月23日当

天，全市部分区县气象台（ 站）、气象

科普馆和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向社会免

费开放，接待市民和学生参观。

青年报记者 瞿艳花

本报讯 阳春三月暖，风拂玉兰枝。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建设，以打造“ 玉兰

春景”为特色的闵行区文化公园二期本

周日起正式与广大市民见面。

据了解，闵行文化公园位于闵

行区七宝镇，北起航南路，南到漕宝

路，西临新镇路，东达A20外环线，规

划面积约1 260公顷，是上海中心城区

唯一在建的大型城市公园。闵行文化

公园将分四期建设，一期工程300亩，

于201 3年3月建成并开放；二期工程

位于漕宝路2001 号，于201 3年8月开

工建设，面积约390亩。公园二期植物

配置以上海市花—白玉兰、红运玉

兰、杉类为主，园内设置了市民广场、

文化长廊、儿童游戏乐园、青少年活

动区、老年人才艺展示区、运动健身

步道、水森林、水花园、台地园、百花

草地等景点，在营造优美自然景观的

同时，满足市民休闲娱乐、运动健身

等多种需求。

开园当天，闵行区绿化市容局和

闵行区文广局将联合推出名师雕塑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绿化林业

咨询、市民插花盆景展示、家庭养花

咨询等活动。今后闵行文化公园将定

期开展市民文化展示、群众才艺表演

等活动。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本周六，上海市邮政公

司虹口区分公司精心开发的《 金陵

十二钗（ 正册）》邮资机戳主题套

封产品将在爱情邮局发行。产品图

案选自戴敦邦先生作品《 红楼梦群

芳图谱》的彩绘稿，色彩典雅，赏心

悦目。

邮政部门透露，该套产品售价45

元，内含《 金陵十二钗（ 正册）》彩绘

纪念封1 2枚，每枚纪念封上都盖有1

枚0.8元邮资的相同题材（ 无齿）邮

资机戳；配以红楼梦题材彩绘封套

（ 采用不干胶邮资图邮资信封的形

式），《 红楼梦》主题手提纸袋；对提

前预订的用户，还额外赠送两枚精美

的人物邮戳卡。

为满足市民收藏需求，当天上午

1 0点至1 1 点30分将在爱情邮局（ 上

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 991 号，近甜爱

路口）举行产品发布会，届时图稿作

者———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戴敦

邦先生也将亲临现场。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本报讯 寻春赏兰、问山挖笋、踏

青风车游、环球飞车表演⋯⋯据青年

报记者了解，3月28日-4月30日，松江

区将启动第三届春游节。“ 春游节”

期间，上海辰山植物园的第二届上海

国际兰展、上海欢乐谷的第四届踏青

节、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第十三届兰

笋文化节、上海影视乐园的环球飞车

空降“ 老上海” 以及泰晤士小镇的

“ 听、品、游”等精彩活动将成为本次

活动的五大亮点。

与此同时，佘山脚下的大片桃花、

黄浦江上游江堤畔的千亩梨花、辰花

路上的樱花林、昆秀湖边的梅园和田

间地头的油菜花，届时“ 五朵金花”将

竞相绽放，营造一派田园风光。粉嫩的

桃花、艳丽的樱花、洁白的梨花、嫣红

的梅花、黄灿灿的油菜花，就在松江，

春天的繁花似锦将尽收眼底。

除了五大亮点和五朵金花活动

以外，“ 春游节” 的配套活动也很丰

富。醉白池公园推出了“ 传承经典、古

韵醉白”主题文化艺术节，新浜的雪

浪湖温泉和归原田居有机农庄与万

车游合作，推出了“ 四季新浜温泉套

票”。上海世茂佘山艾美酒店、兰笋山

庄、森林宾馆和大众国际会议中心等

也将分别推出一系列主题优惠活动。

申城雷声中入春 今天阳光重现

“ 世界气象日”气象台站免费开放

你可能感兴趣的

闵行文化公园二期本周日起开放

滨江森林公园上半年花展连台

《 金陵十二钗》套封周六发行

第三届松江春游节即将启动

上海昨天有阵雨，还响起了春雷。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今天
多云到晴
8!" 13!

明天
晴到多云
5!"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