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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经本市生态环境、
气象部门会商，春节假日期间，
本市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为主，
其中 2 月 15-16 日（初四和初
五）受冷空气输送影响，预计出
现短时轻度污染。

烟花爆竹燃放是春节期间
空气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大量集中燃
放的烟花爆竹会导致空气中污
染物浓度在短时间内急剧上
升。2016年以来，本市迎来了史

上最严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的实施，外环线以内
区域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空气质
量不再受到烟花爆竹燃放的直
接影响。2019年和2020年的大
年初一凌晨，本市PM2.5小时浓
度始终保持优良水平。特别是
除夕夜间至大年初一凌晨的
PM2.5 小时浓度，条例实施后
（2016—2020 年平均）较实施前
（2013—2015年平均）大幅降低，
“削峰”效果明显。2020年除夕
夜间受益于烟花爆竹禁限放和
降水清除作用，本市PM2.5小时

浓度保持在优良水平且逐渐下
降。夜间时段外环内外的PM2.5
小时浓度接近，均处于优良水
平，烟花爆竹禁限放效果显著。

2020年，本市环境质量进一
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六项指标
首次全面达标，PM2.5年均浓度
为32微克/立方米，为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低值。空气质量的改
善，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努
力。2021年春节将近，继续呼吁
广大市民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
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过
一个安全、文明、环保的春节。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春节将至，五角场
彩蛋将红灯笼、中国结、福字串
联成整体动画，再运用剪纸、丝
绸彩带、烟花爆竹等中国传统元
素和欢度春节等字样，形成富有
中国传统韵味的新春景观灯光
效果，用年味为市民游客送上牛
年祝福。

记者昨天从杨浦区绿化市
容局获悉，此次设计以中国古典
红色大门开场，花朵、春字、灯
笼、中国结等随后出现，烘托了
春节的喜庆气氛。扇面转场后，
中国味更加动态，阖家团圆的画
面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朴实愿望，
也更加反衬了原年人们原地过
年“舍”小家的家国情怀。后半
段，再次使用灯笼、福字、窗花剪
纸等春节元素，加上烟花美景收
尾，庆贺新春，传递美好。从2月
11 日至16 日晚18 时至22时，
市民游客都可以在杨浦区五角
场广场周边欣赏“彩蛋”上新后
的景观灯光效果，其中2月11日
（除夕）延长至次日00：30。

在人民广场，“凤来花舞”立
体花坛已经高高竖立。一轮红
日并一轮明月，两只凤凰翻飞，

这一“凤来花舞”立体花坛高约
10米，占地900余平方米，配有
夜景灯光与雾景，选取中国民族
传统瑞鸟凤凰为主要元素，以似
锦繁花为衬托，表达“紫气东来
凤飞舞，繁花似锦蕴富贵”的创
作构思，体现出人民对幸福生活
的向往，以及对伟大祖国的深深
祝福和眷恋之情。

据设计师魏中新介绍，“凤
来花舞”是历年人民广场立体花
坛中技术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
一个作品。要突出凤凰的腾空
飞舞，构图要美观，也得保证安
全，是经过了几套方案才解决了
难题。而为了迎接牛年新春佳
节，“凤来花舞”还增加了福牛、
福字等年味元素，使整个立体花
坛更加喜庆祥和、欣欣向荣。在
人民大道中央隔离带的花箱上，
还张贴了“金牛喜迎2021”等图
案，点缀着红灯笼。黄陂北路绿
地中，扇子、花朵、祥云、鞭炮等
元素描绘出烟花绽放的美景。

据市绿化市容局介绍，2021
年春节，上海围绕人民广场、陆
家嘴等重点区域，结合大型立体
花坛、主要节点花坛、重点道路
花箱以及城市公园大门、主园路
两侧大树或灯杆等载体，布置了

中国结、红灯笼、春联、剪纸等年
味元素。同时，绿化部门更新了
三色堇、角堇、羽衣甘蓝、报春花
等冬季时令草花，并加强了花坛
花境、花箱等养护工作，确保街
头花卉保持良好状态。目前，全
市春节年味布置及花卉更新工
作已全部完成，常换常新，静候
市民游客。与植物搭配的非植
物材料年味装饰预计将展示到2
月底。

面对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
大客流，上海城市公园也将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实施错
峰、限量入园。根据最新要求，
上海城市公园游客量不得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75%，并随时根据
疫情发展及相关部门要求及时
调整。各大公园将进一步加强
环境卫生保洁，做好室内空间、
公共设施消毒工作，并对主要出
入口人流进行疏导，减少人员聚
集和停留；同时暂停各类容易引
起人流聚集的活动，必要时或将
关闭室内场馆。

上海绿化市容部门提醒市
民游客，疫情期间仍应保持高度
警惕，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公园工作人员检测体温、查
验“健康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青年报 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将于2021年 5月 21日
—7 月 2 日在上海崇明举办。
志愿服务是第十届花博会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筹备
组获悉，为大力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
花博盛会的成功举办贡献青春
力量，现启动第十届花博会志
愿者“小白鹭”口号及文创周边
设计征集活动，全社会都可参
加，经审核认定符合征集要求
的作品的应征者，都将颁发前
期动员岗位志愿者服务证书，
优秀奖和入围奖还将获得更多
惊喜大奖。

第十届花博会志愿者形象
名称为“小白鹭”，白鹭是崇明
东滩候鸟保护区一种常见的鸟
类，它通体洁白，振翅飞翔时形

态优美，象征着文明礼仪、奋力
进取的当代青年。自2020年3
月启动花博会志愿者形象设计
征集以来，共收到132份投稿
文件，经专家评审、线上投票和
筹备组审定，最终选定了本届
花博会志愿者形象“小白鹭”并
在第十届花博会倒计时100天
活动上发布。

此次征集的是第十届花博
会志愿者“小白鹭”口号及文创
周边设计，个人、集体均可参
加。征集时间是即日起至2021
年3月12日17：00。其中口号
要求每条不超过20字，配备中
英文版本更佳。文创周边设计
可包含但不仅限徽章、帆布包、
公仔等。

才华横溢的你，想为中国
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影响最广
的国家级花事盛会贡献智慧和
创意吗？赶紧行动吧！

福牛迎春 申城街头年味浓

守“沪”蓝天白云，将禁放坚持到底

本市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和
时段如下：

一、禁止在外环线以内区域
燃放烟花爆竹。

二、禁止在外环线以外区域
的下列场所燃放烟花爆竹：

（一）国家机关驻地；
（二）文物保护单位；
（三）车站、码头、机场等交

通枢纽，轨道交通设施以及铁路
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四）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
产、经营、储存单位；

（五）输变电、燃气、燃油等
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六）医疗机构、幼儿园、学
校、养老机构；

（七）商场、集贸市场、公共

文化设施、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
密集场所；

（八）使用易燃可燃外保温
材料的高层建筑、耐火等级较低
的建筑物；

（九）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公
布的其他区域、场所。

三、重污染天气期间，本市
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本市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和时段

花博会向全社会征集
志愿者口号及文创周边设计

冲刺100天

一、主办方
区花博会筹备组社会动员

部

二、征集对象
面向全社会征集，个人、集

体均可参加。

三、征集要求
（一）花博会志愿者“小白

鹭”口号征集

1.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3月12日

17：00。

2.征集要求

每条口号不超过20字，简

洁明了，突出重点，配备中英文

版本更佳。契合花博会办会理

念，展现志愿者精神，体现志愿

者青春活力、互助友爱的精神

风貌。

3.征集方式

扫描二维码，填写花博会

志愿者“小白鹭”口号征集信

息。

（二）花博会志愿者文创周

边设计

1.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3月12日

17：00。

2.征集要求

（1）文创周边设计可包含

但不仅限徽章、帆布包、公仔等。

（2）提交原创设计多角度

照片或设计图，并标注作品名

称、创作时间、作品材质、作品

尺寸（长×宽×高cm）。

（3）说明作品的设计理念，

包括设计意图、创作理念、应用

前景。

（4）提交作品照片电子文

件（不超过5M）。

3.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活动仅接受邮箱

报名。应征者需提交完整的作

品图片、源文件、《报名表》、《承

诺书》的电子扫描版至邮箱

hbhzyztg@163.com，邮 件 标 题

要注明：“第十届花博会志愿者

文创周边设计方案+姓名+单

位+联系方式”。应征者可以扫

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报名表》、

《承诺书》。

提取码：mbmf

作品一经送达，即视为应

征者已全部知晓并完全接受本

征集规则。应征文件不符合本

规则要求的，参赛者可于截止

日期之前补正。

四、选拔方式
主办方组成评审委员会对

应征作品进行评选，综合网络

投票以及评委意见确定入围及

佳作。

五、奖励措施
根据主办方审核结果，将

面向社会分别公布花博会志愿

者“小白鹭”口号、文创周边设

计征集入围作品及优秀作品。

1.优秀奖，设 1 名，向应征

者赠送第十届花博会文创周边

及花博会志愿者文创周边，并

颁发前期动员岗位志愿者服务

证书。

2.入围奖，设 5 名，向应征

者赠送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志愿者文创周边，并颁发前期

动员岗位志愿者服务证书。

3.参与奖，经主办方审核认

定符合征集要求的作品，向应

征者颁发前期动员岗位志愿者

服务证书。

六、相关声明
1.第十届花博会志愿者形

象“小白鹭”口号征集、文创周

边设计入选作品（含优秀奖、入

围奖、参与奖）的一切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对作品

的一切平面、立体或电子载体

的全部权利）自始即归主办方

所有。主办方有权对入选作品

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

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

2.主办方对包括本规则在

内的本次征集活动的所有文件

保留最终解释权。任何与本次

征集活动有关的未尽事宜，均

由主办方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

或进行解释。

七、报名咨询
咨询方式：hbhzyztg@163.

com

人民广场“凤来花舞”立体花坛妆扮一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