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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紫藤花盛开的美丽，源自于修剪师一年夏冬两季精心的修整

紫藤修剪师：一天只修一株树

2018赛季F1中国大奖赛
圆满收官

本报讯 “红牛”问鼎中国站，结

束了“梅赛德斯”的中国站4连冠。4月

15日，2018赛季F1中国大奖赛，迎来

了第十五位冠军车手——红牛车队的

里卡多。在历时 2 个小时的超速竞技

中，里卡多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

二名和第三名分别被博塔斯和莱库宁

收入囊中。

赛场外，不论是4D触感的模拟赛

车，还是汉文化体验活动，亦或是少数

民族文化的热情展示，都让今年的F1

显得趣味十足。

“今年的比赛还是很带劲的，虽然

很遗憾维特尔被撞后没有登顶，但是

其他车手间的较劲还是有很多看点。

比如说红牛车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特意从台州赶来的张世兴在离开

水景广场前，在上汽国际赛车场留下

了自拍照。他告诉记者，明年的这个春

天，他依然会如期而至。据介绍，今年

赛事期间共接待游客16.5万人次。

又讯 4 月 15 日，副市长陈群一

行实地察看了上汽国际赛车场，了解

赛事服务及运行情况，市政府副秘书

长宗明、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嘉定区

区委书记、区长章曦陪同视察。

下图为F1比赛现场。

记者 李华成 文/摄

本报讯 上周起，嘉定紫藤园的

紫藤迎来盛花期。4 月 15 日截至 16:

00，紫 藤 公 园 当 天 入 园 人 数 已 达

45418人。

2 个多小时，换乘 4 辆车，连续 3

年背着单反相机特意从市区赶来赏花

的孙红燕成了当天踏入紫藤园的第

11573 人。“今年花开得比去年更好，

很美很旺，不虚此行。”听到孙红燕的

夸赞，姚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和其

余4位来自上海景园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的同事：翟美荣、李景申、彭书占、丁

德所组成的紫藤工匠修剪队便是这美

景背后的功臣。这支队伍正式成立于

2017年5月，是嘉定首支也是唯一一

支专业的紫藤修剪队伍，由有嘉定“紫

藤之父”之称的藤本道生亲自指导。5

名修剪师通过专人专树的方式，养护

着嘉定紫藤园内的百株紫藤。

为什么要修剪紫藤？“种紫藤花就

是要给别人观赏的。”藤本道生对修剪

师如是说。紫藤是一种长寿树种，生长

迅速，即使不修剪也可以缠绕、攀爬。

但是想在有限空间里保证花期能欣赏

到更多紫藤花，修剪就成了一个必要

的工作。姚明告诉记者，修剪工艺主要

秉承“留新去老，留直去弯”的原则，为

了达到观赏效果，需要在休眠期对紫

藤进行修剪，即 5 至 6 月左右进行夏

修，12月至次年1月左右进行冬修，一

年至少两次。目前，嘉定在紫藤修剪方

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

“5月花期一过，我们就要剪去花

谢后的长枝，防止紫藤结果，保证枝条

的营养不会流失。到了冬天，紫藤落

叶，骨架变得零乱，这个时候冬修主要

是理顺枝条，进行绑扎固定，将不需要

的长枝条修剪掉。”李景申说，梳理枝

条和绑扎的步骤尤为重要，“如果没有

这个步骤，枝条就会杂乱无章的生长，

来年棚架中间部分的紫藤花就没法儿

垂下来，左右两边也体现不出层次感，

市民也就看不到‘紫藤瀑布’和‘水帘

洞’一般的景色了。”

每年的夏修是最考验修剪师耐心

的时候。紫藤公园内有 96 棵紫藤，开

花的每一株枝条都需要修剪，一整天

只能修完一棵树，“我们每天8小时重

复剪枝这个动作，有时候实在无聊，大

家就在梯子上扯着嗓门讲笑话，唱歌

解闷。”而冬修时，修剪师们不得不忍

受低温作业。今年春节前后，气温只有

零下5度，他们爬上梯子冬修，“风一

阵一阵刮，冷得人在梯子上瑟瑟发

抖。”李景申说，为了绑扎打结更加灵

活，他们都不戴手套，实在冻得不行就

哈两口气，把手夹到腋窝里暖一暖。花

了大力气修剪，修剪师却无更多闲暇

赏花，“嘉定很多地方也开始种紫藤，

环城河紫云廊、嘉北郊野公园、华亭镇

等都邀请我们过去修剪，忙啊。”

修剪师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为紫藤

“美容”，丁德透露，嘉定在紫藤培育技

术上也有了一定创新和突破。通过嫁

接，嘉定成功使原本短穗品种的中国

紫藤开出近 1 米左右的长穗花了。日

后，修剪师还打算在紫藤盆景领域做

尝试，“盆景没有棚架支撑，难度会更

大，但如果能够成功，市民就可以把紫

藤‘领养’回家了。” 记者 赵一苇

38个项目签约入驻工业区
本报讯 在4月15日举行的“科

技创‘芯’，‘智造’未来”2018 嘉定工

业区集成电路与物联网产业论坛上，

38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这也是嘉定

工业区继布局高端医疗装备、新能源

及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产业之后，培育

壮大集成电路及物联网产业的重要举

措。区委书记、区长章曦，区委常委、副

区长沈华棣出席。

章曦在致辞中指出，集成电路及

物联网是嘉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全区具有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产业生态

环境。近年来，嘉定的院地合作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产业生态也

已形成良好的发展互动环境。未来，嘉

定还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扬“店小

二”精神，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

服务。

据介绍，这 38 个项目总投资 185

亿元，均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突出的

核心竞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

包括由嘉定工业区集团公司、SEMI全

球半导体协会、正科芯云（上海）微电

子有限公司和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共同

建设的芯片产业园，总投资5亿元、占

地 93 亩，建成后将集研发、设计、组

装、测试、培训等全产业链功能于一

体；由嘉定工业区、汉能移动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及中科院技物所共同投资建

设的移动能源产业孵化基地，将建立

研发中试线、应用孵化平台及测试实

验室，未来将形成以移动能源为核心，

覆盖航天、航空、军民融合、半导体、智

能制造、太阳能行业装备等多行业、跨

领域产业集群，预计达纲年产值39亿

元。此外，上海鸿控物联网有限公司将

启动的海思芯片项目、上海跃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研发的医疗机器人项目

等，都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为何选择嘉定？正科芯云（上海）

微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齐畅坦

言，落户前曾考察过苏浙皖等地，“无

论是税收政策还是土地价格，嘉定并

不占优势，但我们最看重这里的产业

环境。”嘉定已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

础，尤其是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效应明

显，未来这些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将为

芯片产业提供广阔空间。且芯片产业

所需的智力支撑较高，嘉定坐拥十一

所科研院所人才的优势是其他地方无

法比拟的。 记者 孙凌

区政府聘任6位兼职法律顾问
本报讯 4 月 16 日，嘉定举行区

政府兼职法律顾问聘任仪式，聘请沈

福俊、季立刚等2位法学专家，吴斌等

4位执业律师作为新一届区政府兼职

法律顾问。区委书记、区长章曦为法律

顾问颁发聘书，活动由区委常委、副区

长沈华棣主持，区领导董依雯、蔡潇

飞、傅俊、王浩出席。

据了解，此次聘请的政府法律顾

问主要职责是：为区政府重大决策、行

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或法律论证；对

区政府起草或者拟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政策性文件从法律层面提出修改

意见和建议；代理区政府参加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等案件；参与处理涉及区

政府的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纠纷、经

济纠纷、行政纠纷和其他重大纠纷；参

与非诉法律事务、信访矛盾化解，重大

突出矛盾纠纷的调处，提出法律处理

意见、建议；为区社会稳定工作提供法

律服务，参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

的分析与评估；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提出法律处理意见、建议；参加以

区政府名义洽谈、签约的项目谈判，协

助政府起草、审查重大经济合同、经济

项目以及重要法律文件；为区政府提

供日常法律咨询、培训。 记者 冉涛

淡淡的花香伴着悠扬的琴声，这样的全新组合，让前来观花的市民有了不同的体验。4月16日，日本艺人山地真美在嘉

定紫藤园，完成了一场小型的音乐会，赢得市民阵阵掌声。 记者 李华成/摄

区领导调研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 4月12日，区委书记、区

长章曦，区委副书记周金林，副区长蔡

潇飞一行，先后来到清水颐园和嘉宏

公寓，调研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章曦强

调，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要加大宣传教

育，因地制宜，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硬件设施和软件

设备，引导全民参与，早日实现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

在清水颐园和嘉宏公寓，章曦一

行查看了小区干湿垃圾分拣站，详细

了解两个小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垃

圾分类现状、干湿垃圾分拣方式以及

绿色账户推进情况。

据了解，清水颐园小区共设有

118个干湿垃圾桶安放点、4个绿色账

户积分点。除了引导居民进行正确的

垃圾分类，每天还有保洁员定时将垃

圾运到分拣站进行分拣。其中，干垃圾

由环卫公司定时装运，湿垃圾经细致

分拣后进行生化处理，每日处理量约

0.8吨。嘉宏公寓设立了3个垃圾房、1

个绿色账户积分点、1 支志愿者队伍

和 1 支保洁队伍，指导居民进行垃圾

分类、定时定点对小区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检查，并对小区垃圾进行二次分

拣。 记者 王安琪

赵勇一行调研嘉定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
本报讯 4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赵勇一行调研嘉定青少年足

球训练工作。副区长王浩陪同。

赵勇一行实地参观了解了博击足

球俱乐部基地和嘉定区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对嘉定城发博击足球队和青

训工作近些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在嘉定博击俱乐部基地，赵勇仔细

查看了俱乐部的工作安排、青少年训

练计划等，听取了社会力量办训模式

汇报，对嘉定博击科学训练、体教结

合、高水平教练队伍带队训练等予以

高度认可。在嘉定区青少年足球训练

基地，赵勇与小球员亲切交流，并勉励

他们：“将来要闯进世界杯，为国争

光。”

据介绍，2017 年，嘉定在紫气东

来公园内改建1片11人制天然草坪足

球场，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主要

用来服务嘉定区青少年足球业余训

练。 记者 冉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