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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高温考验小区哪些树不耐旱
银杏、
玉兰、枫树、杜鹃、
茶梅……
记者 金洁洁
最近持续高温、干旱，很多读者打进快
报 '#%***** 反映：小区里的树木快渴死了！
昨天，我们去两个新旧小区——
—国信嘉
园和树园探访，看看小区里种的绿化到底怎
么样了，哪些树种更抗旱？

!"#$
枫树、
桃树、含笑、
茶梅、
玉兰
有的叶子干瘪，有的晒焦了
昨天上午 %* 点来到滨江区国信嘉园，
绕小区走了半圈，银杏树上的叶子耷拉着，
无精打采，灌木丛里的杜鹃花和一些叫不出
名字的植物也都垂着叶子，树上的知了，有
气无力地叫着。
%* 点多，在 !. 幢附近看到了三位物业
的绿化工，一位大姐拉着长长的皮管在给树
木根部浇水，一位戴草帽的师傅在用割草机
除杂草，草屑溅到他的脖子、
衣服、
裤子上。
师傅说，这个月天气炎热，感觉特别辛
苦，他们每天早上 # 点就过来浇水了，浇到
%* 点，以前是 & 点半，最近天天浇水，但有
些绿化还是会死，原因嘛，除了持续高温，还
可能是绿化下面土壤里的石块多，泥土不
够，水分保持不住。
国信嘉园绿化植物蛮多的，就拿 !. 幢
周边来说，长势良好的有桂花树、香泡树、枇
杷树、石榴、柿子树、水杉等，叶子精神抖擞，
在烈日暴晒下，仍是一片郁郁葱葱。但像枫
树、枣树、桃树、含笑、八角树、茶梅、玉兰树
等不耐晒的植物，它们的叶子多少有点干
瘪，有的叶子晒焦了。
更不耐晒的是在灌木丛里的植物，像杜
鹃，
晒伤一大片。
这个月连续高温，为了给小区里的绿化
浇水，三位绿化工力量不够，连保安也加入
到浇水队伍中。
小区绿化是大家的公共财产，有的绿化
估计熬不过这样的高温天，业主们蛮心疼
的。一位姓李的业主说，如果树枯死了，
要补
种绿化，用的还不是我们业主的钱？

%$&'
樱桃树、枫树也扛不牢了
昨天中午 %% 点多，我们又来到宝善桥
附近的树园小区。
从小区东门进去，靠右侧的一排枫树，
共 %* 多棵，不管大的小的，顶部的树叶本来
是绿色的，可现在却被晒成了黄色，看过去
一片黄，转眼像来到了秋天。
问起小区的绿化现状，一位大姐撅撅
嘴，指指稀稀拉拉、又枯又干瘪的灌木说：
“喏，你看看，这些草像什么？松树也快黄掉
了，樱桃树也焦掉了，业主们很心疼这些树，
有的树种了 !* 多年了，有感情的。”
仔细看身边的一棵樱桃树，树叶上全是
灰，
叶子边上一圈已晒焦。
树园所在的所巷社区徐书记说，社区有
两位绿化工，会不定期给绿化浇水，每天浇
水是来不及的。小区绿地主要以猪肝草为
主，
树木以桂花树、枫树和水杉为主。

哪些树种不耐旱？
银杏、玉兰、杜鹃、
茶梅等
现在，很多小区都在加紧给绿化补水。
万科物业的汪经理，管理良渚文化村的
四个楼盘。他说，为了给绿化补水，
物业全员
上阵，每天早上 # 点浇到 %* 点，从下午 " 点
浇到晚上 %* 点，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在浇。
“现在每天要六七百吨水，水费不得
了。”汪经理说，
“快来点雨吧。”
现在新小区一般种哪些树？滨江物业
副总经理沈国荣介绍，像加拿列海枣、棕榈
树等名贵树种，一般种在游泳池边上和正
大门等重点地方，常规的树种以桂花树、樟
树 、银 杏 为 主 ，像 桃 树 、梨 树 、杨 梅 、橘 子
树、香泡树等观赏性果树也有。
而老小区的树种，一般有桂花树、水杉、
樟树、枫树等。
哪些树在高温天不耐旱？杭州市园文局
绿化处工作人员说，有银杏、玉兰、杜英、鸡
爪槭、红枫、杜鹃、金森女贞、红花继木、茶梅
等。这些植物在阴凉处还好，
如果长期高温，
浇水不及时就容易出毛病。

树园小区，
枫树顶部已经有一片片的枯黄。记者 胡聪 摄

卫生监督所发布今夏泳池卫生报告
!"# 家游泳池 $% 家水质不合格

小区游泳池问题最多
记者 章贝佳 通讯员 郑燕飞
持续的高温，
大批市民到泳池避暑，
那
么今年游泳池的水质放心吗？
这段日子，杭州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各游泳池的水质，覆
盖全市目前开放的 !"# 家游泳场所，包括
社会性游泳场所、宾馆饭店内设游泳场
所、学校内设游泳场所及体育系统内设游
泳场所等，共采集游泳池水样品 $%& 份。
检测指标包括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
素、浑浊度、游离性余氯等，其中有 '&# 份
水样符合相关国家卫生标准，合格率为
$#(")，不合格水样来自全市 %$ 家游泳场
所（如右表）。
对这 %$ 家游泳场所，
卫生监督机构已
责令经营单位立即整改，确保水质卫生安
全，' 月份会对这 %$ 家泳池复查。

10家小区泳池
7家酒店泳池不合格
社会公共游泳池水质最好
监测发现，
%$ 家不合格泳池中，小区
泳池 %* 家，占比超过 #*)，问题最严重；
—其中不乏五
紧随其后的是宾馆游泳池——
星级酒店；而客流量最大的社会公共泳池，
水质反而相对最好。
市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副主任
许益波说，
评定一个泳池水质的最主要指标
有四个：
浑浊度、
游离性余氯、
尿素和 +, 值。
“此次检测下来，
百分百达标的只有浑
浊度这一项，游离性余氯的不合格样本则
是最多的，
偏高或偏低的情况都有。”
这四项指标均会直接影响游泳者的健
—
康，
许益波作了详细介绍——
浑浊度——
—由微细的悬浮颗粒造成，
代表池水的清澈或浑浊程度。国家规定，
泳
池浑浊度得在 # 度以下。
“泳池浑浊度如果达到 "-#，就已经是
肉眼能识别的不清澈了，而如果超过 # 度，
那水质就已算是浑浊。”
许益波解释，
杭州泳
池的浑浊度指标向来都是不错的，
这次检查
下来，
也均在 %-! 度，
远远好于国家标准。
游离性余氯——
—游泳池水都是加氯
消毒的。“但是余氯浓度必须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不能偏高也不能偏低，偏高会刺
激毛发、皮肤和黏膜等，偏低就达不到消
毒作用了。”
—“看到尿素超标，
很多人会以
尿素——
为是因为很多人在泳池内小便，这个是误

会，
不单是尿液，
其实人体的汗液等各种分泌
物中都含有尿素，
所以尿素监测超标，
不代表
真的有人在游泳池里尿尿。”
尿素是反映水中有机物含量的重要指
标。它比较难用常规消毒方法去除，只能通
过添加新水或石英砂过滤等来降低浓度，工
程比较大，尤其是加新水，成本比较高，因为
一吨水得四五块钱，而一个游泳池一般都在
%*** 立方米以上，也就是说换全池水至少得
要四五千块钱。这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明该泳池的水循环频率高不高。
—+, 值衡量的是池水酸碱性，
+, 值——
过高过低对人体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值太
低，
会伤及人的眼睛或皮肤，细菌和微生物也
容易滋生，同时水体还会对循环管路和游泳
池池体有腐蚀倾向。+, 值太高，人游泳时的
感官感受会变差——
—水在身上会有滑腻的感
觉，水体还容易结垢。
国家要求泳池池水 +, 值得在 .(#-'(#
之间，如果能保持在 & 左右的中性状态是最
好的，不但对人的影响小，还能帮助消毒剂增
强效果。

游泳最好戴泳镜、
泳帽和耳塞
游泳前后滴点眼药水
目前杭州的游泳池分成三个卫生等级，
一般游泳场所门口均有公示，
/ 级表示卫生
质量最高，信誉等级最好；0 级表示卫生质量
良好，信誉等级较好；1 级表示卫生质量和信
誉等级一般。
由于池水水质动态变化度较高，控制池
水水质不但是个技术活，还是个成本活，所
以，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最好都做好自己的
清洁预防工作。
“游泳者最好人人都能养成好习惯，游泳
时戴泳镜、泳帽和耳塞，并注意卫生习惯，自
备毛巾、拖鞋、浴巾，换下来的衣服应放在自
带的塑料袋里再存入更衣柜内，且绝不在泳
池内吐痰、便溺。”市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监
督科副主任许益波说。
每年因游泳感染红眼病的不在少数，所
以游泳前后滴消炎眼药水，可以预防红眼病、
沙眼等疾病；游泳后尽快用沐浴液或香皂淋
浴，然后用棉签将耳朵内的水分擦干防止中
耳炎。

19家水质不合格的游泳池
单位名称
江城路游泳馆
杭州绿城会所经营有限公司
金威万豪酒店
拱墅区体育馆
清水公寓游泳池
杭州振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台山庄游泳池
水印城游泳池
锦绣江南游泳池
湖滨花园游泳池
戈雅公寓游泳池
国泰花园游泳馆
郁金香岸游泳池
萧山众安假日酒店
华庭云顶游泳馆
秀水山庄游泳池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太阳城假日酒店
富阳国际贸易中心大酒店
浙江南国大酒店

地址
江城路 "*! 号
钱江路 %#' 号
湖墅南路 !' 号
双荡弄 22 号
清水公寓小区内
永庆路 %!* 号
三台山路 !** 号
水印城 #. 号
锦绣路 #$ 号
北干街道绿都湖滨花园会所
闻堰镇戈雅公寓
金惠路国泰花园内
闻堰镇万达路郁金香岸
北干街道恒隆广场 % 幢
受降镇华庭云顶会所内
富阳受降镇秀水山庄内
受降镇杭富路九龙大道 % 号
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 #. 号
富春街道馆驿里 ' 号

池水不合 浸脚池不
格指标 合格指标
余氯
尿素
尿素
尿素
尿素
尿素
尿素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 值
+, 值

注：
这 %$ 家游泳池已在整改中。' 月份，卫生监督部门还将对它们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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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氯

余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