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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一生

只长一片叶子、只开一次花的单

叶海角苣苔日前在上海辰山植物

园后备保种温室开出珍贵的蓝色

花朵，预计花期将持续至本月底。

单叶海角苣苔又名单叶堇兰、

单叶海角樱草，为苦苣苔科海角苣

苔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非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亚热带森林，

常生长在阴凉湿润的岩壁上。“在

庞大的苦苣苔家族中，有这样一类

神奇的植物，它们一生只长一片叶

子、只开一次花，花谢后，果实成

熟，整株植物就会枯萎死亡。我们

在苗圃培育的单叶海角苣苔就是

如此的神奇植物。”上海辰山植物

园园艺景观部工程师王琦介绍，一

般的植物在生长阶段会由生长点

不断抽出叶片，而单叶海角苣苔心

形的叶片基部会不断延伸，巨大的

叶片犹如地衣一样向外扩张，可长

达 60 厘米左右。待到停止延伸

时，会有 3～5 支花序从叶脉基部

陆续冒出，每个花序可着生20～30
朵管状的淡蓝色小花。

“特别有意思的是，单叶海角

苣苔的叶片还会出现奇怪的‘离

层线’现象。”王琦说，通常在秋冬

季节，这类植物的叶片中间会形

成一条界限清晰、黑白分明的“离

层线”，“离层线”以外至叶尖区域

的颜色会慢慢变淡，直至枯萎凋

落，“离层线”以内则维持常绿，会

继续生长。这与大多数植物落叶

时，叶片从叶柄基部断开是有所

区别的。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目前展

览温室暂未开放。我们将继续在

后备保种温室对单叶海角苣苔进

行精心保育。”王琦说。

本报讯（记者 李爽） 停车场

内一辆轿车突然冒出浓烟，并伴

有爆燃。所幸市民及时发现后，

消防微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携专业设备快速扑灭火情，

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

6 月 16 日 19 时 32 分，有市民

发现新桥镇明中广场后侧停车场

内一辆轿车冒出浓烟，伴有爆

燃。随后，明中广场消防微站的8
名工作人员携带灭火器、水带及

消防栓钥匙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处置，短短数分钟后，火被扑灭，

现场无人员受伤。

“抵达现场后，我们看到一辆

小轿车在冒烟，没有明火，1 分钟

后车内发生爆燃。”消防微站站长

赵恒东介绍，在第一时间组织附

近车辆转移并开展警戒工作的同

时，他和队员们一边用灭火器压

制火势，一边铺设供水线路降温

灭火。由于反应较快，疏散及时，

最终有惊无险。

市民第一时间发现，消防微

站及时扑救，本次火情处置正体

现了群防群治在关键时刻的重要

作用。记者后续从相关部门获

悉，该轿车停放于此已有十余天，

事故原因主要是其后备箱内一电

瓶发生爆炸。

□记者 宋崇

上海首批都市

运动中心云间粮仓

创意园“5+Rock”攀

岩馆内，几名小朋

友正趁着好天气在

户 外 岩 壁 练 习 攀

岩，挑战自我。

彭楚铭和王子

睿今年都才 6岁，但

在教练的指导下，

他们已能独自爬上

16 米高的岩壁，而

且一点也不害怕。

“我觉得攀岩运动

很有趣，能让我变

得很强壮。”彭楚铭

说。“刚开始有点害

怕，后来就不害怕

了，我觉得攀岩运

动 能 锻 炼 我 的 勇

气，并且攀到顶时很有成就感。”王子睿说。

记者看到，这块户外岩壁高 16 米，在 8
米、11 米、15 米处还分别设有三个“三角

洞”。据介绍，这是为了模拟自然环境中真实

岩壁和山洞而特别设计的，能让攀岩者更好

地感受到户外攀岩的乐趣。

“户外攀岩运动不光是锻炼身体，而且

对力量、协调、平衡、柔韧性等都非常有益，

还可以培养小朋友坚韧的性格。”“5+Rock”

攀岩馆负责人陈登说。“我们家小朋友比较

好动，她自己蛮喜欢这项运动的，我也觉得

可以培养她的抗挫能力，挺好的。”学员家长

付聪告诉记者。

据介绍，攀岩是一项在岩壁上攀爬的运

动项目，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

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

跳跃等动作，同时还需要攀登者根据自身条

件，设计规划攀登线路，不仅考验体力，还锻

炼综合思考能力，所以这项集健身、娱乐、竞

技于一体的运动又被称为“峭壁上的芭蕾”。

对于想学习攀岩运动的市民，陈登提醒，务必

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场馆，攀岩时要佩戴安

全绳等专业攀岩工具，而且要在教练的指导

和保护下攀登。

本报讯（记者 曲虹）“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让我感受

到了温暖。”近日，卡车司机葛春

忠将一面写着“真心为民服务，倾

心替民解忧”的锦旗送到了永丰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感谢他们

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暖心帮助。

本轮疫情暴发后，永丰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在摸排

道路、桥洞的过程中发现，辰塔

路、松汇西路等路段有近 30 名滞

留人员，葛春忠便是其中之一。

原来，今年 3月底，葛春忠从广西

运输了一批水果到上海。当他 4
月初到达上海后，却因疫情原因

滞留在松江。执法队一方面帮助

全体滞留人员做好核酸检测，筑

牢疫情防控安全网；另一方面每

天风雨无阻地为他们送去食品、

饮用水、抗原检测试剂等物资。

“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尤其

是他们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

人员，每天还要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为我们配送物资。”葛春忠告诉

记者。

永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

长沈青峰表示，锦旗不仅代表着

一份荣誉，更代表着一份责任。

“我们将继续践行‘崇法善治、忠

诚为民、公正清廉、砥砺奋进’的

行业精神，切实服务好人民。”沈

青峰说。

本报讯（记者 王梅） 6月 21日一早，佘山

外国语实验学校门卫室收到一面家长送来的

锦旗，还没等门卫细问，家长留下一句“帮忙送

到教导处”便离开了。仔细一看，锦旗是八（1）
班陈雯珏的家长送给八（1）班全体老师的。

收到锦旗后，校长李燕华很好奇：“家长为

何特地送锦旗给老师呢？”她赶紧拍了张照片

发给班主任任秀秀老师，居家办公的任老师既

惊喜又疑惑。从锦旗上印着的感谢语推断，家

长是想感谢老师在疫情期间耐心为孩子答疑

解惑。“这就是我们老师的职责啊，想不起疫情

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任老师说，她和班级任课

老师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了解到这件事后，记者联系上了陈雯珏的

妈妈陈艳。提到锦旗，陈艳说：“我是被老师们

的耐心和敬业感动了。”原来，陈艳平日忙于工

作，对孩子的关心也有些浮于表面，用她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主要围绕成绩进行鼓励引导，

但很少真正关心孩子存在什么问题，更谈不上

想办法解决”。孩子居家学习上网课期间，陈

艳也因疫情不得不居家办公，这让她有了更多

的机会和孩子、老师进行沟通。“过去孩子在学

校是怎么和老师沟通的我不清楚，也没有问过

孩子，但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从老师们身上看

到了为人师者的细致认真和不厌其烦，比家长

还有耐心。”陈艳说，作为家长，她很惭愧。

陈雯珏说，老师们对班里的同学都很有耐

心，因为自己性格有些内向，加之去年刚转到

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因此老师们经常主动关

心询问她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并帮助解决。

居家学习期间，有任何数学方面的难题，任秀

秀老师都会一对一语音为她讲解；语文金叶老

师的鼓励给了她莫大的信心；英语沈委老师会

一遍遍耐心地指导她练习口语，培养学习英语

的兴趣；历史靳雪梅老师温柔地对待每一名同

学；物理姜媛媛老师讲课时特别有感染力；在

体育老师郑青青的带教下，不爱运动的她提起

了居家锻炼的兴趣。

“锦旗承载着荣誉，更写满了责任；锦旗传

达了谢意，更倾注了期盼。”任秀秀等几名老师

表示，今后会继续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传递教

育温度。

本报讯（记者 宋崇） 自行车骑行既环保

又健康，深受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追捧。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受暑期到来和油价上涨等因素

影响，近一个月来，松江自行车销售火热，不少

店家的销量相比去年同期翻番。

6月 21日上午，记者在中山二路一家自行

车行看到，一些市民正在选购车辆。“闲暇时骑

行可以解压，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市民李先

生告诉记者。“最近自行车销量很好，往年一个

月我们只能卖 100 多辆，这个月已经卖了 200
多辆。”该店店主崔红兵说，众多车型中，兼具

日常骑行及山地骑行功能的山地变速车最受

青睐。崔红兵解释说，因为山地变速车的轮胎

比较宽，而且有专业的避震器，骑行会比较舒

适，比较适合日常通勤，“而且入门级的价位不

算太高，对新手比较友好”。

崔红兵还表示，“双减”政策之后，家长们

普遍更关注孩子的运动健康，其中，骑行就深

受欢迎，“所以最近青少年自行车热卖。同

时，燃油价位上涨等因素也助推自行车销售

上涨。”

需要提示的是，骑车出行要注意安全，选

购车辆时不妨再选配一顶安全头盔，提升骑行

时的安全指数。

一生长一片叶，开一次花

单叶海角苣苔
生命这般珍贵

卡车司机因疫情滞留
执法队员送暖心物资

久停轿车突发爆燃
消防微站及时灭火

□记者 韩海峰

从两个月前播种时的担忧，到如今首批近

5000公斤玉米上市后供不应求。今年的玉米

种植，对松江区玉米种植大户刘静和丈夫孙云

华而言，像是坐了回过山车。

6月 20日下午，记者在小昆山镇玉昆路东

侧的玉米种植地里看到，一人多高的秸秆宛若

青纱帐，随风摆动，发出簌簌的动人声响。刘

静和工人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已成熟的鲜

食玉米。“鲜食玉米就是市民常说的水果玉米，

可以生吃，口感甜甜脆脆。”刘静边向记者介绍

道，边随手掰开一根玉米，露出的玉米粒雪白

整齐，粒粒饱满。“看来今年的玉米长势还不

错。”刘静的眼神中满是自信。

刘静相告，玉米种植地内首批10亩玉米已

成熟，其中鲜食玉米和彩糯玉米各占一半。在

玉米种植地一旁的仓库边，不少慕名而来的市

民正排队购买新鲜采摘的玉米。“每年都会来

买一点，吃口又甜又糯，很不错。”市民邹金华

说。刘静家的玉米虽以田间零售方式对外销

售，但销量一点不差。“本月 18 日对外销售以

来，一天最多能卖 1000多公斤，少的时候也能

卖上几百公斤。”刘静表示。

眼下玉米产销两旺的形势，让人很难想到

两个月前刘静和孙云华夫妻俩对玉米播种感

到忧心忡忡的场景。4月初，正当孙云华准备

播种时，上海开始实行全域静态管理。“每年 4
月是玉米播种季，种子都已经备好，但是今年

由于疫情，肥料、人工都出现了紧缺状态。”面

对播种困难，孙云华决定将实际情况及时反映

给小昆山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时等不得也慢不得，在了解到刘静和

孙云华夫妻俩玉米播种的难题后，镇相关部门

快速协调，以实际举措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小昆山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妙景果蔬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姚寿龙告诉记者，经协调，在严格

执行相关防疫管理要求的情况下，镇相关部门

安排了 5 名临时工人及时参与玉米播种。此

外，还多次调度了保供车辆将农业肥料送货上

门。“刚开始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没想到

镇政府比我们还上心，头一天反映的事，第二

天就都协调解决了。”在按时分批地完成 80亩

玉米种植地的播种农事后，孙云华感叹道。

据了解，今年玉米种植地的产量基本和去

年持平，亩产可达500公斤。首批10亩近5000
公斤玉米，预计5天左右可全部售完，其他批次

玉米也将陆续上市，销售期将持续至7月底，销

售收入预计超过20万元。

防疫不误农时 万斤玉米丰收
——小昆山镇及时协调多方力量为农户排忧解难

单叶海角苣苔日前在上海辰山

植物园开放，图①为花蕊，图②为

“离层线”现象。 通讯员 王琦 摄

教师倾心育桃李 家长感恩赠锦旗
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老师疫情期间用心陪伴学生成长

销量相比去年同期翻番

松江多家自行车行销售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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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松江区酒店已基本恢复营业。图为6月21日，市民入住凯悦酒店前扫描“数字

哨兵”。 记者 高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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