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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绿化节“园艺”生活8个月
苏州非遗文化之旅过大节
2018 穹窿山健康养生文化节4 月14 日揭幕

以
“
园艺进家庭 绿化美生
活”为主题的上海市民绿化节，将
在申城举办8个月，目前，上海市
民已经过了一个月的节日，正沐
浴在园艺的空间里享受城市生
态的福利。
今年的市民绿化节活动将
贯穿全年，在近8个月的时间，开
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形式丰
富多采、范围辐射面广的互动交
流活动，以期进一步激发市民爱
绿、养绿、护绿、赏绿的热情，进一
步推动园艺走进生活、走进千家
万户、走到市民群众身边。 今年
的市级活动主要分为家庭园艺、
绿色展示、体验互动、科普服务四
大系列40项活动，既有广受欢迎
的家庭园艺品牌活动，如
“
绿化大
篷车 校园公益行”、
“
绿色星梦
想”第四季
“
美丽乡村”评选活动、
园艺大讲堂、
“
美丽家园”评比活

动；也有广受欢迎的传统活动，如
公园各类花展、爱绿护绿志愿行
动、绿化认建认养、市民观鸟活
动、立体绿化体验、古树名木探
访、生物限时寻等，倾力为市民朋
友搭建一个共享绿色成果、共谋
绿色发展、共创绿色生活的平台。
“
绿化大篷车” 是上海市民
绿化节的品牌节目，自2016年起
先后开进了上海16个区的41个
社区，开进了创意园区，将家庭园
艺的美好生活理念带入百姓日
常生活，为寻常百姓送上鲜活的
绿化园艺美餐，特别是为创业者
及白领人群提供了精神生态食
粮。
今年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尊重自然与绿色友好环境
创建的讲话精神，绿化大篷车将
开进本市小学校园及爱心暑托
班，组织开展绿化宣传和园艺科

普、生物科普活动，培育学生绿化
环保的意识和习惯，并期望以此
在城市小学校园形成一批
“
绿化
小能手”
“
环保小行家”
“
爱绿小达
人”。第四届市民绿化节进一步引
入互联网+义务植树和自媒体理
念，进一步发动、招募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达
人，自主主办、自主组织、自主参
与各类群众性绿化活动，以期实
现植绿节日全年化、群众绿化亲
民化、品牌活动互动化。

上海市环境学校培养园林绿化复合型人才

2005年被教育部 批 准 为 国
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的上海
市 环 境 学 校 ，2016 年 又 被 上 海
市教委认定为“上海市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学
校”，作为全国唯一以环境为特
色的中等职业学校， 其专业水
平在国内中职学校中一直走在
前列。 目前，在原有的环境治理
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生态环境
保护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
业等四个专业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十九大精神及上海城市生
态发展要求， 学校对生态环境
保护专业适时进行了专业优化
和调整， 重点培养园林绿化方
向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据该校校长佘润申介绍，

自1974年成立以来， 学校为上
海乃至全国环保和市容绿化行
业企业培养了大量紧缺的技术
技能人才， 每年的毕业生供不
应求。 如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
示范性品牌建设专业的环境治
理技术专业，主要为环境保护、
市政公用、城市水务以及化工、
冶金、 石油等企事业单位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 面向城市环保
和绿化市容的“生态环境保护
专业”，因其接地气、接一线、实
用需求大而受到欢迎， 通过专
业结构调整和课程设置优化，
今年将园林绿化的各个环节全
面融入到专业中去， 定向培养
专业的花卉种植、绿化养护、施
工管理以及植物保护等技术技

能人才。
该校副校长王亚彬介绍，
学校与上海电机学院合作开设
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是中
高职贯通（3+2）五年制专业，主
要面向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 成套设备制造和环卫
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
学生在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
检测维修、运行管理、售后服务
及营销等方面，具有了知识型、
发展型、 应用型的属性而就业
通道畅通。 招生季期间，学校将
通过打开校门迎家长等多种渠
道， 为家长提供各类咨询和服
务， 并向贫困生低保生及时通
报免学费的专业的招生情况。
文/ 倪 超 英

在国内10余座城市储备近3000套服务公寓单元

途家网山水文园
强强联手再创佳绩

由全球知名的国际服务公寓业主及
运营商雅诗阁与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
途家网共同打造的专业化公寓管理品
—途家盛捷服务公寓 （以下简称为
牌——
“
途家盛捷”），运行两年来颇受好评。 今年
3月两大品牌达成战略合作， 双方将就重
庆、南京及海盐等项目，磋商合作细节，探
讨具体实施计划，共创品质生活。
据介绍，山水文园集团，业务涵盖旅
游、文化、健康、艺术、住宅等领域，以平台
思维专注产业整合运营的同时，更在人居
环境改造、传承文化艺术、保护自然遗产、

社会公益等多个领域贡献杰出，助力中国
文旅产业发展。 途家盛捷，沿袭雅诗阁先
进的人居生活设计理念，以实用、舒适、便
捷为目标，除了合理的功能安排及空间规
划，还提供优质的服务。 本次合作的文旅
主题小镇系列项目，大多定位于都会近郊
卫星城区，以地铁为枢纽，环水岸结合商
业、居住、生态休闲等诸多板块，引领生态
健康的生活方式。 相信两者强强合作，将
为宾客带来新活力。
途家盛捷总经理邵剑欣先生表示：
“
战略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途家盛捷和山
水文园集团将通过优势互补， 加强在重
庆、浙江等1.5线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为旅
游度假及当地长住市场提供国际标准的
高品质公寓住宿。 此举亦进一步加速途家
盛捷在华的规模扩张，目前途家盛捷已在
厦门、重庆、天津、南京、徐州、海口等10余
座城市，运营或储备近3000套服务公寓单
倪超英
元。 ”

2018穹窿山健康养生文化节
将于4月14日在穹窿山孙武文化
园拉开帷幕，上真观的太极表演、
苏州评弹等节目以及108种口味
的乌米饭等美食和苏州老工艺
展， 让你过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文
化节。
作为
“
苏州第一山”，自然生
态景观和人文景观齐驱，众多名人
遗迹中，尤以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结
庐穹窿山，修著兵书最为著名。 非
遗文化——
—甪 直水乡服饰连厢展
演将点亮现场氛围， 她们服饰各
异、舞姿优美，展示甪 直连厢的无
比曼妙。 养生大课堂，专家亲自授
课揭秘养生大秘诀，更有健康顾问
现场提供养生咨询。另外，苏绣、桃
花坞木刻年画、制扇技艺等苏州老
工艺也将纷纷登场，可以零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直径为4
米的超大锅乌米饭将惊艳亮相，配
上酸、甜、苦、辣、草莓味、可乐味、
芝士味等佐料，让你一次尝遍108
种乌米饭风味。还有宁邦寺古刹内
的素面，寺中的修行僧人和居士从
山中挑上泉水，用菜油煮一碗美味
的素面，这一碗面有
“
馋”意，但更
有
“
禅”意。 另外，苏州万鸟园内鸟

儿们此起彼伏欢快的声音，精彩的
鸟艺表演不容错过。

交通指南：
苏州市区方向： 中环西
线——
—子胥快速路 （金庭方向）
—寿
—— 山 路 出 口 下——
—南 穹 窿
路——
—松海路——
—兵圣路即到达
景区
上海方向：沪宁/沪常高速转
苏州绕城高速——
—光福出口下左
转三分钟即到达景区（上海到苏州
吴中区约120公里）
南京方向： 沪宁高速——
—转
—光福出口下
苏州绕城西（S9）——
左转三分钟即到达景区（南京到苏
州吴中区约200公里）
浙江方向： 苏嘉杭高速转苏
—光福出口下左转
州绕城高速——
三分钟即到达景区（杭州到苏州吴
中区约170公里）

长三角30家主流媒体
走进中华果都丰县
4月3日， 长三角区域30家主
流媒体记者应邀走进徐州丰县，
依次游览考察丰县的百年梨园、
大沙河古镇、大观园（宫保府）、盛
世梨园、状元碑园、程子书院、渊
子湖、五姓庄新农村、汉皇祖陵风
景区等旅游景区、景点，亲身感受
丰县人文景物、人情风土，共同体
验
“
汉高故里、中华果都”旅游的
独特魅力。
江苏丰县又名凤城，地处苏、
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在长期的

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中，丰县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和鲜明的
旅游特色。 2017年，国务院批复的
《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将丰县定
位为汉皇故里文化及生态旅游城
市，同时也明确了文化生态旅游名
县的发展方向。丰县林木覆盖率高
达32.12%，素有丰熟可养九州之美
誉。 还拥有粮棉、果蔬、木材、畜禽
四大地上资源和盐、钾、煤、地热四
大地下资源以及50万亩连片果园，
年产各类果品60万吨。

洛娜思在沪发布新品

2018年4月8日，洛娜思“
共享财富·
至美人生” 新品发布会于上海玫瑰里顺
利举办， 洛娜思品牌创始人贺仕曼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品牌核心领导人以及各行
业人士、新闻媒体、直播网红共同出席。
洛娜思现场与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江浙
赛区选拔区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与陕
西神驰网络公司组成战略联盟。
据介绍， 洛娜思产品在设计之始就
参照最近20余年亚洲女性肌肤数据，根
据肌肤素颜美的全新标准， 应用国家专
利尖端技术进行研发， 本次推出的护肤
新品原材料来自国外基地， 保证产品可
以释放最大功效， 致力于打造最适合消

费者肌肤的化妆品。 该品牌创始人贺仕
曼女士及品牌顾问皇甫晓涛、 战略顾问
张建权为到场的所有来宾带来了2018年
全新的洛娜思品牌
“
五个一”打造战略：
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一本书、一首歌、
一款游戏。 该品牌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
拥有了13万会员。
洛娜思品牌创始人贺仕曼女士分别
与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江浙赛区主席李
秀亮先生， 陕西神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正平先生现场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双方达成全方位的资源互助战
略合作，合作涉及物联网、大数据、VR等
张润宏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