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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南路是黄浦区重要的交

通干道，车流量较大。 它所在的南

外滩地区，也是黄浦区重要的旅游

名片之一。 之前，由于建设中山南

路地下通道，这条路上被“借”走

了 6000 平方米的绿化。 什么时候

归还，如何归还，一直在黄浦区有

关部门的计划之中。

记者了解到，中山南路道路景

观工程由黄浦区绿化管理部门和

黄浦区市政管理部门合作，全长约

2.2 公里，北起东门路，南至南浦大

桥陆家浜路。 工程于去年年底启

动，今年夏天完成，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中分带以及道路两侧绿化，不

仅成功还绿于民，还在原先的基础

上增加了绿化面积。

黄浦区绿化管理部门介绍，五

列绿化景观树种依次呈现渐变色

带，是此次工程的特色之一：

路的中分带绿化乔木为娜塔

栎， 这种乔木每年 11 月初开始变

红，冬季落叶；

中分带两旁，沿路全线行道树

为悬铃木，树形雄伟，枝叶茂密，入

秋后会呈现橙黄两色；

再往两边去，人行道两侧种植

了无患子，也是一种落叶大乔木，叶

子在秋天是金黄色的。

等到秋天到来，这五列树会把

中山南路装扮成美丽的彩叶大道。

好的景观光有大树不够，还得

有花。 沿路地被花卉采用多年生宿

根类花卉，并配以观赏草，形成长效

性花境，让中山南路“三季有花，四

季有景”。 宿根花卉属于多年生植

物，与过去的时令草花不同，会随着

季节更替自然生长，无需人为更换，

形成“会呼吸的绿地”。

记者现场探访时发现，此次改

造丰富了南外滩地区的景观类型。

在老码头区域， 自然式线形花境结

合草坪空间，精致干净。金融商圈门

前的街头绿地区域以节点绿化为

主，形成简洁大气风格。

考虑到附近居民的散步健身需

求， 中山南路毛家园路口还设计了

一处口袋花园。 园内以花境植物为

主，配有姆明形象的卡通流萤灯，与

植物景观融为一体。

黄浦滨江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

迁， 南外滩植物景观的更替传递着

季节变化的信息。 据悉， 未来这条

“翡翠绿链” 将与中山南路上的董

家渡景观花桥互相呼应， 串起黄浦

滨江的时空花园。

目前，这座桥尚在建设中，是从

董家渡金融城架设一个人行天桥，

跨过中山南路， 通达黄浦滨江亲水

平台。桥上将建造大型绿地，成为空

中的一座漂浮花园，多角度、多层次

地将南外滩地区的面貌展示在世人

面前，迎接南外滩美好的明天。

    晨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

正昨天会见了古巴驻华大使

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埃尔

南德斯一行。

龚正说，今年适逢中古建

交 60 周年， 两国关系历久弥

新，双边贸易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上海正统筹推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持

续强化“四大功能”。 上海也

是中古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

多年来与古巴圣地亚哥省等

友城开展了广泛交流。 我们愿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开展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互

利合作，也欢迎古巴企业积极

参与第三届进博会。

佩雷拉说，古中两国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感谢中

方在古巴抗击新冠疫情过程

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上海是中

国现代化的缩影，每次到访上

海，都能感受到中国取得的变

化和进步。希望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发展双

边关系。

古巴驻沪总领事内斯托·

安立奎·托雷斯·欧利维拉参

加会见。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

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座谈会和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指出要按照市委的部

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抓好贯

彻落实；常务会议研究第二十

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筹

备工作、制订本市行政应诉工

作规定等事项。

会议指出，加快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要在率先形成

新发展格局、勇当科技和产业

创新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

开放新高地上有更大作为，并

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推进机

制。 要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 着眼于固边富

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帮

扶举措、 巩固脱贫成效等方

面，全力推进对口援藏工作再

上新台阶。

会后，市政府还举行了经

济形势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

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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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何雅君

“行道树之王”悬铃木守护着马

路和行人，道路中间的分隔带出现了

高大的乔木和精巧的花卉……最近，

路过南外滩滨水区中山南路的人们

发现，这里的绿化景观大变样了。

昨天，记者从黄浦区了解到，全

长约 2.2 公里的中山南路道路景观

工程， 最近刚刚通过验收。 今年秋

天， 中山南路上的五列绿化景观树

种将依次呈现出红色、橙黄、黄色的

渐变色带， 为南外滩增添更丰富的

色彩。

记者 杨天弘

晨报讯 家住汶水东路 717

弄的谢先生吃完晚饭，总会到居家

附近的一条“森林步道”去散步。

他说，升级后的步道总能感觉到一

股青草香，让饭后漫步的居民都能

心旷神怡。 记者近日从虹口区了解

到，这条刚刚升级不久的“森林步

道”又升级完善了。 不仅延伸建设

800 米绿道还新增三个街心花园。

从广粤路、 广中路到广粤路、

丰镇路， 全长 2 公里的 “森林步

道”和绿化，为居住在虹口北部地

区的广中、凉城和江湾镇街道的市

民提供了又一个休闲健身的活动

场所。 据了解，广粤路街面绿化始

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已有

近 30 年的历史。 此次改造在建设

“森林步道”的同时，虹口区还根

据“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

的原则，突出园艺特色，对广粤路

绿化进行了改造，打造植物主题花

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步道的每一

段都各具特色，让人们有一种穿行

于林荫下，漫步在花丛中的感觉。

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新

建 800 米绿道， 是在 2019 年广粤

路已建成的 2 公里绿道基础上延

伸建设的。 通过对原有绿化带的改

造提升，建成绿道，同时新增 3 个

街心花园， 在美化街区环境的同

时，满足了附近居民建设锻炼的需

求。 新建 3 个街心花园分别为逸趣

园、织锦园和茶花园，每个街心花

园有一个主题特色、有一种主题花

卉。

譬如，茶花园是以茶花为观赏

主题的街心花园。 花园营造两种观

赏场景，一种场景是成片种植束花

山茶，高低错落成丛，另一种场景

是在人行道旁穿插散植微花连蕊

茶；织锦园以花开如炬的杜鹃花为

主题。 杜鹃色泽鲜艳，品种繁多，但

花期较短，巧妙利用不同品种之间

开花时间略有差异的特点。 或穿行

于林荫下，或漫步于花丛中，为市

民提供漫步休憩的绿色空间。

最有趣的，要数逸趣园了。 以

观赏草为主的植物花园，竟有这么

多看点。 在那，有明艳的红色血草

（花期夏季末）、 粉色花序的细叶

芒（花期 9-10 月）、花叶芒金黄的

细茎针茅（花期 6-9 月）、摇曳着

金色花冠的矮蒲苇 （花期 9-10

月）、 湖蓝色的蓝羊茅 （5 月开

花）。像极了自然调色板，足以让漫

步于此的居民一年四季都亮眼。

虹口“森林步道”再度升级

新增街心公园植入四季“变色草”

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

会议昨召开

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开展互利合作

常务会议研究第

二十二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筹备工

作、制订本市行政应

诉工作规定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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