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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活
上海市第三届法治楹联展
走进方塔园

本报讯 （通讯员 于 洁）
12月4日至12月10日是上海市第29
届宪法宣传周，也是
“
十九大”胜利
召开后第一个宪法宣传周，由松江
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松江
区司法局、上海方塔园联合举办的
“
德润人心·法安天下”上海市第三
届法治楹联展在松江区法治文化
建设示范点方塔园养德轩、兰瑞堂
开展。此举把法治文化融入书法艺
术， 使传统楹联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一方面发挥传统深厚的文化底
蕴，另一方面也以点带面通过文化
辐射影响群众的法治意识，推进依
法治区的进程，发挥法治文化的大
众性、娱乐性与广泛性，激发人们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热情，提
高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
自2013年开始， 两年一届的
上海法治楹联征集评选活动均在
松江举办。 今年已是第三届，征集
活动得到了本市、各区县、其他省

市及海峡对岸楹联爱好者的支
持，征稿3800余幅。 内容反映了法
治中国建设成果、 新出台的民法
总则以及民生领域等方面内容。
此次由上海市楹联协会组织专家
评审组共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和入围奖作品100幅。 松江
区文联、 区书法家协会组织该区
著名书法家对获奖楹联进行书法
创作，并予以展示。 上海市第三届
法治楹联征评活动一等奖作品是
贵州省龙政模的
“
人为树 法为风
树倾因树不因风 官若舟 民若水
舟覆在舟非在水”。
法治楹联书法展在方塔园展
出，既有了更雅致的欣赏环境，又有
了更高的平台、更多的受众，可以更
好地服务于松江人民的文化爱好。
松江区把
“
法治、书法、楹联”有机融
合，经过多年培育，将法治楹联转化
为法宣产品，已经在松江区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法治宣传品牌。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举办第五届果蔬插花艺术展

本 报 讯 （记者 倪 超 英）
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开园十周
年之际，迎来了第五届滨江果蔬
插花艺术展。 由中国插花花艺协
会插花花艺大师候选人朱迎迎、
项一鸣、王志东等领衔二十位上
海优秀花艺师,创作了20余件果
蔬插花作品。 展览时间为2017年
12月2日-12月17日，其间还将招
募10组家庭参加免费插花活动。
果蔬插花源于唐代，盛于清
代以果蔬及花材所作的
“
果盘插
花”。 果蔬插花顾名思义就是以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蔬菜瓜果为
主要创作元素，再配以各种多彩
的鲜切花，通过花艺师独到的构

思和灵巧的双手，表达对生活的
挚爱和浓郁的艺术气息，目前已
经成为了专业插花比赛中的一
项重要的项目之一。
这次展出以
“
果蔬花艺飘香、
滨江野趣盎然”为主题，所有花艺
作品都是上海插花花艺师们的精
心创意之作， 尤其是三件大型作
品， 为本次中国插花花艺协会插
花花艺大师候选人的精心之作，
是为滨江建园十周年献上佳礼之
作。 这些作品为滨江森林公园增
辉添色，为公园
“
野”
“
趣”留下了
蔬果的温馨而难忘的记忆。 果蔬
插花也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
喜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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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 倪 超 英）
12月2日，山西黄河、长城、太行三
大旅游板块（上海）项目招商、产
品线路推介会首次走进长三角，
举办招商洽谈、旅游推介会，山西
省副省长张复明出席并致辞。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
致欢迎词，山西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任盛佃清做主旨推介。 中青
旅、银泰旅游产业集团、浙江旅游
集团、复星集团、东方园林集团、
海航旅业、中文在线、携程网等国
内大型文旅企业、投资企业、旅行
商，山西省三大旅游板块有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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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黄河长城太行沪上推介生态旅游
重点景区、 企业负责人等400余
人参加。
山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
样，据介绍，目前山西拥有世界文
化遗产3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6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6处，国家级森
林公园1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
处，A级景区155家，其中5A级7家、
4A级88家、3A级41家、2A级17家、
1A级2家。 近年来，山西文化旅游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文化旅游业

获得了高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
1-10月份， 山西省商业住宿单位
累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87189人
次，同比增长6.38%；实现海外旅
游创汇31709.68万美元，同比增长
10.35%。 1-10月份，山西省累计接
待国内游客51482.43万人次，同比
增长27.05%；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864.69亿元，同比增长26.95%；实
现旅游总收入4884.24亿元， 同比
增长26.89%。

黄山风景区全面开启冬季旅游模式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赵晖
11月28日下午，由黄山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景域集团驴妈
妈旅游网携手打造的
“
冬韵黄山别
—黄山冬季旅游启动仪
样景致”——
式在黄山风景区举行。活动现场还
专门设置了实时大屏互动传播，在
黄山景区活动现场的游客可以与
上海人民广场的市民远程互动，让
上海市民直接了解到，冬季的黄山
是一年四季中最唯美浪漫的时刻。
“
处处路通琉璃界， 时时身在水晶
宫。 ”赏冬雪、观雾凇、览云海、看日
出、沐温泉、品徽菜成为不少人冬
日奔赴黄山的理由。
在此前举行的2017第二届中
国旅游IP高峰论坛上，黄山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章德辉表示：
黄山无疑是巨大的美景IP。 黄山旅
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赵

驴妈妈旅游网整合营销中心总经理陈敬炜

晖介绍了冬游黄山的四大亮点：一
是冬游黄山景独特，冬季的黄山是
一年中
“
黄山五绝”能够完全呈现
的时刻，冬雪与松、石、云、泉巧妙
结合，配以壮丽日出、绚丽晚霞、晶
莹冰挂、琉璃雾凇、罕见佛光，将黄
山装扮成绝美的人间仙境；二是冬
游黄山更悠闲。 冬季的黄山，游客
相对较少，可以根据需求编制游览
行程， 不紧不慢地领略黄山的美
景，融摄影、观光、健身于一体，极
大地提高游览效率；三是冬游黄山
有保障，景区交通和客运索道十分
顺畅， 环卫工人会及时清扫游步
道，破除游览湿滑的顾虑；气象处
会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 预报雪
期；酒店服务会将暖气开足，准备
丰盛和养生的餐食， 提供温馨服
务，消除尽兴观景的疲惫；黄山小

黄子志愿者会提供义务咨询和帮
扶服务。 四是冬游黄山更实惠。 12
月1日至明年的2月28日，黄山景区
门票、索道票、酒店等价格会有大
幅下调，还推出了以赏冬雪、观雾
凇、 览冰挂为主题的观光游产品；
以游黄山、沐温泉为主题的养生游
产品；以品徽菜、过大年为主题的
体验游产品等，为大家游览黄山及
周边景区，体验徽州文化提供更多
的服务。
另外驴妈妈集团整合营销中
心总经理陈敬炜向在场嘉宾分享
了此次来黄山的感受，他表示这个
季节黄山景致与其他季节相比可
谓更加韵味十足，景域驴妈妈即将
为冬游黄山打造
“
千人自驾”和
“
百
城千店万人自驾”活动，为黄山冬
游助力。

申城一夜秋风来 千树万树放光彩
记者
连日来，申城的大街小巷、绿
地公园里， 红黄褐等色彩吸引了
游客的目光和脚步， 色叶植物成
为秋冬之交最优美的风光， 成为
摄影师聚焦的目标。银杏、日本红
枫、枫香、三角枫、水杉等色叶树
种风情万种，唱响了一曲
“
秋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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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为什么会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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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气温下降， 光照时间缩
短，影响了根系的吸收能力和叶片
的光合作用，因而不能满足树木的
生长发育。阔叶树的叶子表面上有
许多孔， 多的每片叶子可达1万多
个，这些气孔是水蒸气及其他气体
出入的门户。 当气温下降、空气干
燥时， 树叶中的水分蒸发很快，但
树根吸收水分的能力已大大下降，
水分、养料供应不足。 为了树的生

存，叶柄和叶茎的连接处生成隔离
层， 叶子被中断了水分的供应，加
上气温低，叶绿素遭到破坏，而叶
黄素等开始活跃起来，于是，树叶
便由绿变黄而脱落，随着秋风回归
大地的环抱。 其实，使树叶变为黄
色的叶黄素和使树叶变为橙色和
红色的叶红素，从树叶长出的那一
天就在叶子里存在着，只是被绿色
的叶绿素掩盖起来罢了。

滨江森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