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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市民插花花艺大赛
结果揭晓
“
薇尼绿化杯” 美在生活中
2018上海市民海派插花花艺大赛
总决赛， 于进口博览会倒计时30
天的10月6日在上海上房园艺有
限公司
“
梦花源”举行。 50名选手
参加了当天的总决赛。 张秀珍等
24位选手最终获得了本次大赛决
赛的金、银、铜奖，其中金奖4名、
银奖8名、铜奖12名。
本次总决赛形式为
“
神秘箱”
插花和自选作品插花两个作品。
要求以“
花开新时代， 芬芳溢申
城”为主题，在120分钟内独立完
成两件插花作品即神秘箱作品和
自选作品。“
神秘箱”中有百合、天
堂鸟、月季、龟背叶等12种花材，
评委按照
“
主题意境、构图造型、
色彩搭配、制作技巧”等四个方面
进行评分。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市绿化
市容局副局长、大赛组委会主任方
岩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讲
话，他指出，自2015年举办的市民
插花大赛，至今成功举办了四届，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市民
的广泛关注，既接地气又聚人气，社
会影响日益扩大，选手们经过了赛
前培训、初赛、复赛和决赛，展现了
风采，切磋了技艺、交流了经验，并
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民间花艺达人。
中国资深插花花艺大师蔡仲娟女
士为参赛选手作了精彩点评。 以她
为组长的专家评委们认为，选手们
的创意悟性和技法等方面的表现
非常出色，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往届。
题图为中国插花花艺资深大
师蔡仲娟（左三），中国插花花艺
大师王路昌（右二）、丁稳林（右
三）、梁胜芳（右四）、项一鸣（右
一）、王志东（左一）等评委在现场
打分。 左二为上海市插花花艺协
会会长徐文发。
文/ 倪超英

尼泊尔赠送给我国的
亚洲独角犀牛落户野生动物园
9月26日，中尼犀牛保护合作
研究启动仪式在上海野生动物园
举行。 启动仪式上宣布，尼泊尔首
次向我国赠送两对亚洲独角犀牛
用于繁育研究和展示教育。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尼
泊尔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
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由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会长陈凤学主持。
据介绍，亚洲独角犀牛于上世
纪初在我国灭绝，目前仅分布于尼
泊尔等少数亚洲国家， 十分珍贵。
自今年6月中尼双方签署关于《赠
送两对亚洲独角犀牛的谅解备忘

上海植物园演绎
“秋天的故事”

为期一个月的
“
2018上海植
物园秋季花展”，继续以打造秋季
综合类园艺展览为目标， 将传统
植物文化与现代植物装饰艺术融
入
“
家庭园艺”之中。展览围绕
“
创
新园艺 逐梦金秋”的主题，通过
形式多样的秋季庭院展示、 环保
创意布置和自然教育活动等，描
绘出一幅幅独特的秋日美景。 花
展通过园艺主展区、盆景展区、温
室展区等三大主题展区展开。 园
艺主展区面积15公顷， 以2号门
绿化示范区、植物大楼、4号门为
主要展示区域，以园艺为载体，以
“
梦想”为主线，以环保庭院布置、
盆栽菊品种展示、都市欢乐田园、
阴生植物展览为特色，设立
“
庭院
梦、奇趣梦、环保梦、田园梦”四大
板块。 盆景展区面积4.3公顷，以
盆景园、 盆景展览馆为主要展示
区域，举办“海style盆景展”，突
出海派特色，结合
“
进口博览会”
主题，发扬新时代的盆景文化，分
设
“
盆景展示区”和
“
盆景文化展
示区”，增加盆景活动的观赏性及
趣味性。
文/ 倪超英

录》后，两对亚洲独角犀牛已先后
落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和上海
野生动物园。 此前，中国和尼泊尔
签署联合声明，将两国犀牛项目合
作视为中尼永恒友谊的象征。
据了解，落户上海的亚洲独角
“
美蒂尼”和2岁
犀牛为3岁雌性的
雄性
“
索拉提”。 目前
“
美蒂尼”的体
“
索拉提” 的体重为
重为800公斤，
600公斤，现正处于检疫期。 抵达上
海后，它们很快地适应了环境和气
候。 每头犀牛每天要进食60公斤的
食物，以鲜嫩的青草为主，配以新
鲜的西瓜、苹果、胡萝卜、香蕉、卷心
菜等果蔬。
文/倪 丽

9月29日下午， 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与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
究会联合开展
“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学校
党委书记李江，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研究室原主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周锦尉，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秦莉
萍， 学校党委副书记鲁嘉华，学
校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毛泽东
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夏斯云，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原党委副书

记、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
会长朱坚强，《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常务副主编、上海市毛
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曹泳鑫，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单冠初、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鸣岐，上
海大学社科学部支部书记杨秀
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陈鹏，来自上海各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各位专家、学
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
习的博士生、 硕士生共计100余
人与会。 开幕式和主论坛由校党
委副书记鲁嘉华主持。

第二十届西博会将于2018
年10月20日至11月3日举办。 据
悉，本届西博会以“新时代 新
西 博 ” 为 主 题 ， 围 绕“助 推 城 市
国际化战略、 助推拥江发展战
略、助推产业提质增效和助推会
展业转型升级”四大思路，重点
举办28个项目。
首 届 西 博 会 举 办 于 1929
年 ， 自 2000 年 恢 复 举 办 以 来 ，
西博会的国际化、 市场化、品
牌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不
断提高，已成为国内具有较大
影响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品牌会
展之一。
据介绍，本届西博会将继续
围绕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引
进举办国际性会议、展览、赛事
活动，提升国际化水平。 云栖大
会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
展会之一，集结了全球200多家
企业的顶尖科技，其中海外企业
的参展比例超过20%， 向全世
界阐述了杭州、浙江与科技、云
计算的故事；杭州湾论坛汇聚全
球政、经、学、商的思想领袖，探

讨全球与中国经济增长大势；未
来论坛杭州峰会邀请全球顶尖
科学家、卓越企业家，分享全球
前沿科学成果，展开科技产业跨
界讨论；休闲发展国际论坛邀请
本年度休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引领休闲
发 展 风 向 ；Money20/20 全 球 金
融科技创新大会将吸引国内外
3000位来自金融科技领域的参
会嘉宾，100家中外媒体和接近
300位重量级演讲嘉宾；文博会
设立国家主题展区，领衔40+国
家馆，汇聚全球文创周边产品；
电商博览会集结阿里巴巴、
1688智慧市场、 亚马逊等近10
个品牌企业，打造一场全球电商
大咖共襄的盛会。
另悉， 除了3个核心项目
外， 本届西博会期间还将举行
2018亚洲设计管理论坛暨生活
创新展 （ADM）、2018国际 （杭
州）毅行大会、2018第五届中国
大运河庙会等会议、展览和节庆
三大板块共25个项目活动。
文/ 倪超英

舞台。 在活动现场，老年人乐呵
呵地听听经典戏曲，青年人尽情
享受啤酒和美食，孩子们笑嘻嘻
地看着儿童剧，无论年龄，无论
身份和性别，游客都能在这里找
到自己庆祝节日的方式。
而第五届
“
寻找沪上啤酒速
度达人竞饮”比赛现场，也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达人频
频举杯畅饮， 纪录不断被刷新，
大奖IPhoneXS最后被一名上海
啤酒达人收入囊中。 园方在园容
园貌和基础设施上也进行了优

化调整， 千株桂花节日飘香满
园、5000平方米的七彩花海营造
出秋日游园的浪漫气息、四处新
增的喷泉壮观而又不失灵动、一
片片绿油油的草坪仿佛大地天
然的华盖、新建成的厕所则大大
改善了节假日游客用厕难的情
况。 通过这些景观优化调整和新
设施投入使用，使长假期间来共
青游玩的市民游客在尽情狂欢
时，也能欣赏到公园迷人的秋日
美景，更没有了后顾之忧。
文/ 唐文斌

“
大美青海·雪域果洛”在上海大世界推介
9月29日，由果洛州旅游局精
心组织策划的主题为“
大美青海·
雪域果洛”的旅游推介会在上海大
世界隆重举行。
“格萨尔走进上海大世界”
——
—果洛州非遗文化和旅游展示
周活动已于9月27日在上海拉开
帷幕，本次推介会是活动周的一项
重要活动。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丁
振文，果洛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新文，州政府副州长周吉出席了

星期四

李江书记代表学校热烈欢
迎所有与会专家、学者，并向大
家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概况和学
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
“
新三步
走”奋斗目标。 上海师范大学党
委副书记、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
究会会长秦莉萍也在会上致辞。
主题报告环节邀请了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
员周锦尉教授和《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博导、上
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曹泳鑫研究员分别作专题报告。
文/ 陆维维

第二十届中国杭州
“辰山秋韵”
西湖国际博览会下月开幕
巨南瓜

共青森林公园10万游客国庆狂欢
历时十天的“
第十八届共青
都市森林狂欢节暨第五届共青森
林啤酒节” 在欢快的气氛中正式
落下了帷幕。 文艺演出、 时尚美
食、品牌啤酒和迷人园景的魅力，
吸引了10万名游客前来游玩。
园方为今年狂欢节安排了
12场精彩的文艺演出：《风从海
上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音
乐会、爵士乐、沪剧、越剧、滑稽
戏、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儿童剧
等精彩演出轮番上演，成为向市
民游客传播文化艺术的森林大

焱

推介会，旅游推介会还邀请了上海
市旅游局相关处室、 黄浦区旅游
局、虹口区旅游局、长宁区旅游局、
青浦区旅游局、 奉贤区旅游局、上
海旅游行业协会和50家知名旅游
企业及主流新闻媒体参加。推介会
播放了果洛旅游风光专题片，并通
过PPT讲解形式推介展示了果洛
特色旅游资源、 精品旅游产品、民
俗风情、旅游商品等。 果洛宫廷藏
餐吧、玛央国际酒店、阿尼玛卿旅

行社、果洛机场及青海省安朵文化
旅游公司等旅游企业在现场进行
了主题推介，推介内容丰富，效果
显现，达到了预期目的，两地部分
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会上就果洛
旅游发展及现状和今后发展方向
作了充分的讨论研究，上海旅游专
家和旅游局领导给出了指导意见，
上海市旅游局与果洛州旅游局签
订了下一阶段对口支援工作协议。
文/ 倪超英

一只270斤重的南瓜巨无霸
落户辰山植物园， 由北京花艺师
宋涛设计的 《辰山秋韵》 主题景
点，围绕南瓜展开：经过盛夏的繁
花似锦， 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来
了，在这个美妙的季节，田间蔓延
着收获的喜悦， 林间也被金色包
裹着。 在一年最有魅力的独有的
韵律里，秋韵之歌响起来了，第一
章为
“
繁花硕果”；第二章为
“
秋日
盛宴”；第三章为
“
美妙心田”；第
“
秋意蔓延”；第五章为
“
秋
四章为
田漫步”。
据宋涛介绍， 作品为浓郁的
托斯卡纳秋季色系、 经典的欧式
枝干架构技巧和组群式花园场景
设计， 将欧洲枫叶与饱满秋季果
实结合排列， 以此来呈现繁花硕
果的秋日盛宴。
文/ 倪超英

■生活文学苑

有一种甜叫
“先苦后甜”
甜有很多种，糖是甜的，蜜是
甜的……但，有一种甜，却需要你
去体会，那就是
“
先苦后甜”。
夏令营的老师给我们布置了
一个任务，找一种野生食材，谁先
找到就算赢；如能额外找到肉，就
送一瓶饮料给他。我们欢呼雀跃，
飞也似地跑开了……
我找来一根树枝， 在石头上
把一头磨尖做成了矛。 我战战兢
兢地走进树林， 寻找野菜和小动
物的踪迹……突然， 我发现了一
只小鸡， 轻手轻脚走上前猛扑过
去紧压在身下，好不容易抓住。发
现底下还压着一片荠菜。 我摘下
荠菜， 提着鸡， 哼着小曲回到营
地。发现大家都到了，但没人找到
肉， 他们惊讶地说：
“
你是怎么抓
到的？ ”
“
树林里就有呀！ ”
“
啊？！ ”
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老师开始检查， 有人不知道
哪个是野菜， 采来的东西居然还
有青草， 脏兮兮的我们不禁笑得
前俯后仰，似乎忘记了劳累。有的
人菜是向当地人买的， 老师送了
—20个
一份
“
健康大礼包”给他——
深蹲跳。老师检查我时眼前一亮，
我不仅有荠菜，还抓到了野山鸡!
大家羡慕地看着我的雪碧， 我心
情格外激动， 脸上洋溢着骄傲和
自豪。
文/ 张 铭 宸 为 万 里 城 实 验
学校 五（4 ）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