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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还记得去年毕业季华东

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炮而红的那片

向日葵么？就在那片地上，今年开春

全部种上了油菜花，足足有1 0000

株。实际上，这个时节正是“ 闵大荒”

最美的春天。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校园里的油

菜花初开。据学校后勤保障部介绍，

今年开春，校园环境中心的园艺师傅

们，在生命科学学院大楼南面种植了

1 万株油菜花。他们期待，能和去年的

向日葵一样给师生们带来惊喜和快

乐。华师大传播学院大三生桂皓璇的

那幅在微信上流传甚广的油菜花摄

影作品还被调侃为“ 像是外星人的作

品，真是‘ 油菜花’！”

油菜花种价格不高，但花海迷

人。随气温升高，这批油菜花还将渐

次开放，花期会持续到5月份。据了

解，等7月油菜花谢后，收下的油菜籽

会送去加工做成菜籽油后将全部由

学校食堂做菜用。许多学生调侃说，

食堂师傅如此节约，真是一个“ 中国

好校园”。

不仅如此，最近，华东师范大学

闵行校区图书馆和教学楼四周，白

玉兰、红叶李、桃花、海棠、早樱都

已经竞相绽放，这个时节正是“ 闵

大荒”最美的春天。许多师生认为，

现在的“ 闵大荒”，跟华师大中北

校区比起来，有着另一种浪漫。早

些年，闵行校区还只能见到树苗，

可以说，这些美景、花草、树木都是

和 闵 行 校 区 一 同 成 长 起 来 的 。 其

间，许多毕业校友在看到美图后也

感慨万千，纷纷邀约择日赏花重访

母校。

都市百花展明开展
赏花游园地图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本周六，

都市森林百花展即将在上海共青森

林公园盛装亮相，百花展“ 赏花地

图”昨天向公众发布。

线路一：浪漫观“ 海”赏“ 雪”

游：从位于嫩江路228 号的南门入

园 ，沿 主 路 一 路 向 东 ，经 过 沿 路 盛

开着金钟花和玉兰大道，便可欣赏

到园内4000余平方米，花开烂漫的

油菜花田，配合高低起伏的自然地

形 和 漫“ 山 ”遍 野 的 二 月 兰 花 海 ，

这一抹亮黄和一片紫雾，联袂将春

天 的 灵 动 和 旺 盛 生 命 力 演 绎 得 淋

漓尽致。

线路二：姹紫嫣红寻“ 春”路：

从位于军工路2000号的西门入园，

沿主通道向南行，便到了春意盎然

的花艺馆。馆内引进了近百盆贴梗

海棠与日本海棠的盆栽，其中，贴梗

海棠花瓣光洁，枝干黝黑弯曲如铁

丝，日本海棠树形优美，花满枝头。

除了海棠以外，馆内还种植了30余

种凤梨花、映山红、杜鹃花、马蹄莲、

几内亚凤仙花、波士顿蕨、黄金宝

玉、巴西美人、鹤望兰、夏威夷椰子、

钢丝吊兰、彩虹朱蕉等多个品种的

各色花卉。

离开花艺馆，穿过蜿蜒灵动的水

上花境，沿着浩淼的盈湖一路向北，

在一片枝繁叶茂的幽谷中拾阶而上，

便到了此次花展的“ 百花园”。近百

种花卉，映衬在原始森林中。里面既

有五彩斑斓的花毛茛，又有充满异域

风情的羽扇豆，还有南非万寿菊、大

花海棠、花烟草、翠菊、天竺葵、美女

樱、舞春花、勿忘我等多种花卉。经过

巧妙组合，营造出一个令人目炫神迷

的七彩花田。

鲜花港园区开园
坐便捷公交赏花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暮春三月，

草长莺飞，位于上海南汇地区的鲜花

港园区正式开园，为方便市民至鲜花

港踏青赏花，浦东南汇公交公司积极

做好公交配套服务，确保市民坐享最

便捷的出行体验。

据悉，市民游客可于龙阳路枢纽

站乘坐龙东专线，东门汽车站乘坐浦

东7路至鲜花港，或乘坐轨交1 6号线

至临港大道站转乘1 078路，抵达鲜

花港。

同时，自3月28日起至5月3日，逢

双休日、清明小长假，南汇公交公司

将于1 6号线临港大道站临时增设短

驳线路，往返于鲜花港与临港大道

站，日均配车1 辆，票价1 元，方便广大

市民游客至鲜花港赏花游玩。

南汇公交公司表示，如临港大

道站遇突发大客流，公司将于第一

时间抽调机动运能，确保站点客流

疏散，充分保障营运秩序和服务供

应稳定。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驾驶员们的好消息来

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出通知，

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240元和23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

汽油和0号柴油（ 全国平均）每升分

别降低0.1 8元和0.2元，调价执行时间

为3月26日24时。

据悉，国内成品油价大半年来先

后经历了十三连跌和两连涨，再到上

个周期的搁浅，本轮计价周期，油价

又再次下跌。记者了解到，经过本次

调价，本市92号汽油将下调为6.09/

升；95号汽油下调为6.48元/升，0号柴

油下调为5.71 元/升。

记者以92号汽油为例，驾驶员在

本次调价后加满50升的油箱，大约能

省1 0元。

国家发改委表示，此次成品油价

格调整幅度，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根据3月26日前1 0个工作

日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变化情况

计算，并累加上个调价周期未涨金额

确定的。3月中旬以来，受全球石油供

过于求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油价震

荡下行，前1 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大

幅度下降。

油价下调 加一箱油能省10元

华师大种油菜花不仅为看还为吃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郁金香、洋水仙、蓝铃

花，89个品种的40万株球根花卉；立

陶宛、美国、韩国，来自境外的8家专

业机构带来的精彩园艺作品⋯⋯本

周五，201 5上海（ 国际）花展就将在

上海植物园开幕，展览持续2个月，至

5月底结束。这次花展首次吸引境外

园艺参展。

花海观赏持续两月
还有 40 多个品种蔬菜

据介绍，这届花展将延续“ 精致

园艺 美丽家园”的主题，以家庭园艺

为核心，以英国切尔西花展为目标，

与其他单个花展不同，是一次综合性

花展。

花展规划面积达40公顷，实现全

园覆盖。园艺主展区由中外庭院展示

区、室内园艺展示区、新优园林植物

展示区、未来园艺设计师作品展示

区、大师作品展示区、家庭园艺DIY互

动区、园艺产品展销区和企业文化推

广区等8大板块构成。

而从3月底到5月底，游客们将相

继欣赏到樱花、桃花、牡丹、杜鹃、芍

药、月季等各类春季传统花卉。以热

带植物馆及四季花卉温室为核心的

区域，则将重点推出热带兰花、凤梨

植物、多肉植物和食虫植物等特色品

类。来自波兰的270多个品种的铁线

莲，成功落户位于家庭园艺DIY区的

“ 藤本皇后园”，一展园艺科技的巨

大魅力。而由上海种业、上海园林科

研所和上海农科院合力建设的新优

品种推广区里，除有品种繁多的特色

花卉外，更展示了40多个品种的新奇

特保健蔬菜，为市民提供更为丰富、

健康的食材选择。

主办方建议市民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据悉，花展期间，上海植物园维

持大门票1 5元、联票40元的票价不

变。由于花展期间特别是周末、清明

小长假期间游客比较多，因此花展组

委会建议，市民游客尽量乘坐公共交

通来园。轨道交通皆可换乘至上海植

物园，最近站点为三号线“ 石龙路

站”。主要公交线路有56、720、770、

820、824、957、973路等。花展期间，自

驾车可停放在上海植物园二号门停

车场，以及百色路、平福路、东泉路、

喜泰路、喜泰支路这些周边路道，容

量约600辆（ 以小轿车为计量标准）。

根据往年上海花展的客流情况，停车

场将维持在饱和状态，因此，建议市

民避开周末、错峰出行。

据介绍，上海植物园核定的最大

客流承载量为1 0万人，瞬间最大承载

量为近3.5万人，植物园方面表示，将

做好一系列应急预案，如果超过瞬间

最大承载量，将限制客流，内部疏导；

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将采取停止售

票、只出不进等措施。做好游客疏导

和安全防范工作。

为给市民游客提供更为详实的

花展资讯，上海植物园官方微信上

特设“ 园区导览”、“ 最美景点”和

“ 近期活动”三大互动板块，官方网

站也首次同步上线“ 最美景点评

选”和“ 家庭园艺沙龙”两大活动专

题页，新浪官方微博也将同步更新

花展信息。

2015上海花展本周五开展

洋水仙等众多明星园艺植物齐亮相

华师大的油菜花成校园亮点。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