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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无烟宫树绿 海棠私语
“
人民”缘

“
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
风。博山微透暖薰笼。小楼春色里，幽
梦雨声中。
别浦鲤鱼何日到， 锦书封恨重
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
泪觅残红。 ”
辛弃疾的词
《
临江仙·金谷无烟
宫树绿》，把海棠的那种
“
竹摇清影
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的诗意刻
画得淋漓尽致， 就像林黛玉看到海
棠生怕惊到了它那样， 都会加了几
分怜爱。
自2012年起，上海人民公园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民公
园”）着力于打造海棠主题公园，经过
近8年的精心布置和养护， 如今已成
为沪上屈指可数的海棠特色公园。

跨越四载建成海棠苑
垂丝海棠属蔷薇科苹果属植
物，是我国特有的花灌木之一，花期
3-4月。 据明代
《
群芳谱》记载：海棠
有四品，皆木本。“
海棠四品”即指：垂
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和贴梗
海棠。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垂丝海棠
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开时节，煞是
好看。 一片红云随风起舞，株株花蕾
满枝头；远观似花海一片，近观粉丝
连连瓣瓣桃红， 丝丝瓣瓣云帆点点；
每年3-4月间，许多市民游客慕名而

来走近海棠，赏花观景，成为人民公
园这一园艺空间里最有精彩花语的
瞬间。
2013年的年初，公园新种的一
批垂丝海棠，花满枝头，颤音般曼妙
的花蕊丝丝如醉， 由于集中成片栽
植，一行行树拉出的弧形树阵，让海
棠花开眩晕了时光。
2014年起，人民公园将位于东
海棠
南腹地的百花园地块改建为“
苑”， 第二期改造工程大面积种植了
海棠类观花植物，整个景观设计改造
工程历经三个种植季节年，前后分为
两期推进实施。“
海棠苑”的建设过程
整整跨越了四年时间，人民公园不断
深化调整， 优化植物种群配置结构，
逐步形成了现在以海棠类等花灌木
植物为观赏特色的园林景观。“
海棠
苑”以垂丝海棠为主要品源，配以贴
梗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苹果海
棠和湖北海棠共计6个品种1300余
株。从品种分布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
大种类，又可以细分为观花海棠和观
花观果海棠，西府海棠以及垂丝海棠
属于观花海棠，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
为观花观果海棠。

点线面诠释海棠语
2017年，人民公园在总结了前
三年海棠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围绕
第四季海棠景观进行改造，定位于以

海棠为主调，形成
“
海棠春舞”的主题
“
海棠文化节”为平台，
特色春景，以
开拓延伸产品与服务。通过点线面来
串起富有个性化的人民公园海棠花
语。
“
点”上形成聚焦。 利用7号门、5
号门、2号门对景花坛，以设置特大株
型海棠类植物
（
湖北海棠、八棱海棠、
白花海棠、苹果海棠）为主的植物景
点，结合山石、花灌木、四季草花及配
景小品，形成各具特色的海棠景点。
线”上呈现规模。 在5号门园形
“
大草坪边缘等有条件种植垂丝海棠
处列植垂丝海棠、 紫叶垂丝海棠、日
本海棠、贴梗海棠，形成线的氛围。
“
面”上景观补白。 在垂丝海棠
成规模的基础上，在体现垂丝海棠气
氛的前提下引进更多的海棠品种，当
年10月引进了102株。 北美海棠品
种，高原之火32株、亚当12株、绚丽
26株、冬红32株，并在海棠林间增加
杜英等植物，弥补垂丝海棠花后的景
观层次空白点。

风搅玉皇“海棠文化节”
自2017年起，人民公园每年举
办海棠文化节， 一年一个活动主题，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市民赏海棠、品海
棠，参与游园文化活动。 2017年上海
人民公园海棠文化节以
“
共享黄浦文
明——
—爱你，一起，聆听海棠音符”为

主题组织的围绕海棠园艺的游园活
动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这一年还
新增北美海棠，配以贴梗海棠、西府
海棠、木瓜海棠、苹果海棠和湖北海
棠共计7个品系，1500余株。
2018年人民公园海棠文化节
的主题为
“
海棠遇见你”，一场赏海
棠、品诗画的集主题演出、互动体验
为一体的游园活动惊艳了四方，这
一年又引进主干达30厘米的三棵霸
王级垂丝海棠， 布置在公园茶室的
中心广场。
2019年人民公园海棠文化节
—
“
知否知
的主题为海棠遇见你——
否 海棠依旧”，海棠主题插花艺术
DIY、海棠书画作品欣赏、汉服文化
配饰体验、海棠植物盆栽盆景、海棠
诗词歌赋现场填词、 海棠音乐盒子、
中华一绝、剪纸海棠映像等一系列名
家传统文化演绎艺术交流活动，让更
多的人们享受到海棠文化带来的愉
悦感。

疫中盛开云游园
2020年，这个非常时期，人民公
园的海棠照常盛开，在这个特殊的时
期内，公园闭门谢客，公园工匠们精
心呵护着海棠苑，对每一株海棠进行
施肥和修剪，精细化养护下的每一株

冠、连续九年荣列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50强、全国用

上
海
园
林
绿
化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奚霄松
总经理：曹世伟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绿化规划、
设计、施工、养护、苗木产销、绿化装饰和土方施工为一
体的绿化建设专业公司。 业务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涉足
公园绿地、公建配套、市政配套、商业房产、生态修复、水
环境治理、海绵城市、文旅产品等领域。
绿建硬实力：具有国家城市园林工程设计
（风景园
林）甲级资质、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养护能力认定证， 通过
ISO9001：2015 质 量 、ISO14001：2015 环 境 、
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
“
三合一”管理体系。
绿建软实力：屡获国家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
“
优秀园林工程”大金奖、金奖、中国市政工程
金杯奖、上海市建设工程
“
白玉兰”奖、上海市
“
园林杯”

户满意施工企业等荣誉称号。
绿建历史和属性：成立于1997年，属行业内大型
国营企业。
重大工程建设业绩： 高架垂直绿化填补了国内高

架绿化的空白； 延安中路大型公共绿地以宏伟的景观
效果为上海增加了一个
“
绿肺”；古城公园绿化建设以先
进、科学的工艺流程，全面反映了上海的一份古韵；上海
铁路南站绿化创造了国内最动感的绿化； 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等工程也展现了绿建公司的精品成果。 在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公司成功建设了世博园区百公顷
绿化项目，如占地29公顷的世博公园、占地14公顷的世
博后滩公园以及园区内26公里18条马路5000棵行道
树建设等。 公司还承担了60公顷世博绿化的养护保障
任务，受到了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并成功完成了世博配
套项目、占地207公顷的辰山植物园建设。 2014年完成

随着上海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全
面铺开，沿线河道如今也成为城管执法工作
的一个重要领域。 3月17日，梅陇城管执法中
队执法队员协同梅陇水务站开展了淀浦河
沿线河道专项整治。
淀浦河是横跨梅陇镇的一条市级河道，
一直以来就有附近的钓鱼爱好者在河道两
旁沿河垂钓，并擅自沿河搭建支架、设置地
笼和铺设渔网，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河道内
各种鱼类的生存繁殖，影响生态平衡，还会
导致上游漂浮下来的水草等杂物堆积堵塞
河道，大大降低水流速度，阻碍河道行洪排
涝。 此次整治，清理人员将河道边固定的木

棍切割、河流内的地笼渔网清理。 在清理这
些河流阻碍物的同时，城管队员同时也对河
道沿线的工地、工业区排污排废情况进行了
检查，助推河道整治成效的全面提升。
为巩固整治成果，下一步，梅陇城管将
加强和梅陇水务站的沟通，进一步完善长效
管理，加大巡查管理力度，维护河道周边良
好的市容环境。
文/ 小 亚

开拓全国市场：进军新疆、北京、青岛、徐州等30余

施工总承包、总集成方面的综合实力，拥有多个现代化
的苗圃，储备了大量优质的苗木，同时，公司在业内率先
探索科技兴绿之路，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获得
了多项国家专利和市级工法，走在了高端技术的前沿，
全面体现了绿化规划设计、施工、苗木、施工、养护等各
方面的优势。

绿建企业作风

行业顶尖奖项， 以及全国
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先进单

绿建企业精神

团结 诚信 务实 效率

位、 上海市文明单位十连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66 号 L1-L2 层
电话：021-52702100 （总机）

传真：021-52700111

网址：www.green-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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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醉白池公园有棵董其昌亲手栽植的牡丹

个城市的绿化市场，建立西南事业部（重点开拓云、贵、
川、渝
“
三省一市”市场），成功参与建设了武汉园博会、
青岛世园会等大型项目。
公司具备了以设计为龙头、 绿化景观工程的设计

负责任 敢担当 有作为

绿化是
绿金含

广告

海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

优质工程金奖、 上海市市政工程金奖等国家和地区的

邮编：200335

梅陇城管执法中队开展河道专项整治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园，荣获鲁班奖
（参建）。2016
年， 完成上海迪士尼核心区梦幻世界景观项目及各类
苗木供应储备。 2017年完成了迄今为止国内外生态保
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即上

海棠树不负春光，开得前所未有的妩
媚与艳丽，微风吹过，大地上腾起一
片红云，云帆点点里，丝丝连连婉约
迷离……除了垂丝海棠，贴梗海棠的
矮贴梗海棠、大红花、红贴梗海棠、重
瓣贴挺海棠、日本贴梗海棠、重瓣内
红开米欧、日本粉、无刺矮白、白贴梗
海棠等品种，呈现出各自的芳华。
空蒙月转廊、高烛照红
今天，那
“
妆”的海棠花，将由人民公园通过报
刊、 网站和自媒体向大众开放云赏
花，海棠依旧、赏花依旧……
文/倪超英

明万历年间，大书画家董其昌曾亲
手栽种牡丹赠奉贤邬桥名士金学文，以
庆其新屋落成之喜。园内四面厅前这丛古牡丹，相
传是清嘉庆年间从奉贤邬桥金家的牡丹上分株于
此，相当于董公手植一样，备受重视。暮春时节，牡
丹盛开，前来赏花者络绎不绝，与董公挥毫觞咏处
“
柱颊山房”及池东的
“
花露涵香”亭交相辉映，今
年因气温相宜，牡丹提前展颜。 倪超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