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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保障服务人员在举行操练活动 /市绿化市容局

记者 郁文艳

晨报讯 “跑步———走！ ”昨天

上午，“练作风、树形象、迎进博”市

容保障队伍队列操练活动举行，市

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第四届进博会召开在即，全市

约 3 万名市容保障人员将全力以

赴做好进博会市容环境保障， 确保

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距离第四届进博会开幕不到

20天，市容保障服务人员如何以严

谨的工作作风、饱满的精神状态、崭

新的服务形象迎接进博会的召开，

通过昨天的活动做检验。

活动由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

会市容环境保障服务专业委组织，

全市 230 名市容保障人员代表参

加演练。 各支操练队伍完成基本队

列动作，即：立定、稍息、停止间四面

转法和齐步、跑步、正步走，由考评

人员予以打分。

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市容

环境保障服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于

福江介绍，目前全市有 170 余家市

容保障服务企业，300 多支市容保

障服务队伍，总人数约 3 万人服务

于本市 200 多个街镇。 进博会期

间， 这些市容保障人员将做好商铺

门前责任制管理、乱设摊管理、车辆

停放管理等多方面市容环境保障任

务，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共享

单车乱停放、乱设摊、商铺门前堆物

等， 都需要这些市容保障人员去处

理。 ”

除进博会市容环境保障以及其

他常规工作外， 这支队伍还承担了

协助做好拆违维稳、防台防汛、疫情

防控、美丽街区建设、文明城区创建

等工作， 特别在各项重大活动保障

服务中起到重要作用， 成为城市管

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迎进博，市容保障队伍精神饱满操练
全市 3 万名市容保障人员将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昨天一早， 记者走出家门来到

小区里， 闻到冷风中吹来阵阵桂花

香。寻香而去，一棵桂花树上的花苞

已经鼓鼓囊囊， 似乎下一秒就要绽

放了。 凑近闻，香气扑鼻而来。

沿着小径走， 小区里种植的上

百棵桂花树都已经“箭在弦上”。按

照上海植物园园艺科工作人员姚博

的说法， 眼下大部分桂花已进入初

花前的圆珠期、顶壳期和铃梗期。

今年 9 月以来气温一直偏高，

无法达到桂花开花需要的低温条

件， 就连上海植物园的专家也急着

天天跑去观察桂花的物候。

上周初， 气象台预报冷空要降

临，上海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常年观

察桂花物候的王玉勤即做出预判：

早银桂将在 16 日起开放， 其他品

种陆续接力开放。

姚博介绍， 人类的作息主要是

以时间为节律， 植物则有自己的一

套原则，那就是温度、光照、水分等，

只要条件适宜，它

们就会乖乖地吐露

芬芳， 而低

温高湿就是

桂花的启动

密码。

然而 ，

近年来气候

变 化 不 稳

定，植物们也一头雾水，搞不清该什

么时候出场。 2020年超长梅雨季，

上海地区的早银桂 7 月 20 日第一

次开放， 成为有史以来最早开的一

次。 今年直到 9 月 21 日才第一次

开放的早银桂， 成为上海植物园有

记录以来最晚的一次开放。

专家表示， 往年第一波桂花开

过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等天气条

件适宜， 市民才能闻到第二波桂花

香。今年，第二波早银桂以及后续的

银桂、金桂、丹桂等将接力开放，使

得整体桂花的花期比往年更加集

中，开放的品种数量也更多，整体花

期将超过一周， 如果没有大风大雨

等不利天气，有望持续到月底。

据观察， 目前上海植物园桂花

园内的 40 多个品种桂花， 大都已

陆续进入初花前的圆珠期、 顶壳期

和铃梗期。其中，早银桂作为秋桂的

排头兵， 哪怕是在已经开放过一波

的情况下，这次仍然首当其冲，引领

这波桂花花期。

除了早银桂外，金桂、银桂、丹

桂、 四季桂四大品种群的近 40 个

品种的桂花都将在本周陆续开放。

桂花是中国传统名花， 江南地

区的人们尤其爱好这一缕幽香，每

到秋天桂花香伴着逐渐冷凉

的天气， 带给人们难以言说

的美好。

银桂金桂丹桂，今起都赶趟儿开花
申城桂花全面盛开比往年更集中，如没有大风大雨等不利天气有望持续到月底

●上海植物园

上海植物园辟有专门的桂花

园，收集了近 50 个品种的桂花，包

括状元红、上海丹桂、杭州黄等，涵

盖四个桂花品种群。

●桂林公园

桂林公园内有 1000 多株桂

树，拥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

四大品种群等共 20 多个品种。

●醉白池

醉白池的雪海堂是历年来赏

桂的“网红”打卡点。 在堂后东、西

天井内， 各植有一株百年金桂，古

树编号“1161”和“1162”，树龄超过

120 岁，岁月赋予了它们苍虬的枝

干，却枝繁叶茂，华盖如亭。

●方塔园

方塔园内栽植了 200 多株桂

花，树龄 40 年左右，四大品种群都

有。 在公园东大门入口沿线、秋生

亭附近、方塔广场四周分布比较密

集，与园内各个主要景点形成了极

具特色的秋季景观。

●闵行体育公园

闵行体育公园的桂花集中在

三号门两侧、 千米花道桂花林、母

亲林、一号门走道附近。

●顾村公园

顾村公园目前共种植了约万

余株大小不等、 形态各异的桂花，

散落于公园各区块，游客在游园的

同时能充分感受桂花的清香。

●东方绿舟

东方绿舟里有一条延绵 3.4

公里的桂花大道， 桂花盛开时，香

飘数里。

●大观园

青浦大观园里 50 年树龄以上

的桂花树有 1000 多棵，100 年以上

的桂花树有 5 棵。

●古猗园

古猗园里的桂花同样也涵盖

四大品种群，小小的花朵像繁星点

缀在绿叶之间，在古典园林的意境

中，秋天的韵味更浓郁，尤其是南

门两侧的两棵桂花树较大。

●汇龙潭

嘉定汇龙潭有 180 多棵桂花

树，其中百年桂花树 1 棵，很多桂

花树都已经长到三五米高。

●秋霞圃

秋霞圃内现有桂花 140 多棵，

其中树龄百年以上桂花 4 棵，古树

后续资源 3 棵，涉及金桂、银桂、丹

桂多个品种。

●嘉朱生态桂花园

嘉朱生态桂花园位于嘉定工

业区雨化村， 共种植 400 多亩，数

万株桂花，是上海种植桂花面积最

大的桂花生态园。

申城主要赏桂公园

晨报记者 郁文艳

中秋节没有桂花香，国庆节没有桂花香，终于，在冷空气“吹拂”下，申城的桂花飘香了！ 你有闻到香味吗？ 昨天，早银桂的花苞已

经鼓鼓的，今天起就将全面绽放。专家表示，今年的桂花将比以往更加集中开放，早银桂、银桂、金桂、丹桂一个接一个盛开，如果没有

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未来直到月底申城都将沉醉于桂花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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