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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 大公波經 世界新潮

即將於5月18日開幕的北京園博會籌備工
作目前已經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並將於4月
中旬開始試運營，票價政策亦將於近日出
台。近日，北京市召開迎接園博會動員大
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
郭金龍強調，要以最高工作標準、最大工
作熱情、最好工作成效，完成好籌備任務，
舉辦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園博盛會。

郭金龍說，園博會是繼北京奧運會、殘
奧會，新中國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之後，在
北京舉辦的又一次國家級、國際性的重大活
動。在展會大幕即將拉開的時刻，要再接
再厲，按照 「隆重、新穎、節儉、綠色、
安全」的要求，借鑒奧運和新中國成立60周
年慶祝活動經驗，充分發揮體制優勢，組織
動員全市力量，高標準、高質量、高水平辦
好園博盛會。要抓緊做好各項籌辦工作，確
保園博會安全順利，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
境。全社會都要積極參與，為辦好園博會貢
獻力量。

三大主體建築陸續收尾三大主體建築陸續收尾

北京園博會將於5月18日至11月18日在永
定河畔舉辦，目前，位於永定河右岸的園博
園建設已進入收尾階段，預計本月底完工。
北京園博園包括陸上面積267公頃，園博湖
246公頃，總面積513公頃，接近兩個頤和園
大小。園內規劃種植喬灌木、花卉等1200多
萬株，將形成147公頃連片的綠地景觀，並建
設128個中外展園，會後將永久保留。

據了解，北京園博會的三大主體建築：
永定塔、中國園林博物館、主展館已經進入
運營調試階段，4月中旬將全面完工。其中，
永定塔建在鷹山上，是京西最高塔，遼金風
格，塔高69.7米，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站在
塔上，可以俯瞰整個園博園。塔的主體部分
是鋼筋混凝土材質，外層包裹木質結構。
目前，永定塔正在進行內部細裝，建成後將
全面展示北京母親河永定河的傳統文化和歷
史。

而中國園林博物館建成後將成為國內唯
一一家以園林為主題的國家級博物館。佔地
面積6.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近5萬平方米，館
內共3層。中國園林博物館將集中展示中國園

林事業取得的新成就以及園林藝術全貌，同
時設有室外展園，選擇了不同地域、不同時
代的6大傳統園林精品，予以展示。目前，園
博館已徵集展品近4000件。

北京園博會主展館從空中俯瞰既像月
季花，又像數字 「9」。該建築面積5萬平
方米，以跨度75米的主展廳為源起，螺旋狀
生長、傳播、輻射，最終融入園區景觀中。
主展館主要用於展示國內外造園藝術以及園
林綠化新技術、新材料、新成果，展示各類
園林藝術作品、奇石、插花、盆景等。

交通配套加速完善交通配套加速完善
由於本屆園博會是繼北京奧運會之後，

北京舉辦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活
動，預計將接待遊客將超過1000萬人次。正
在建設中的地鐵14號線延長、增加了園博園
站。

據了解，地鐵14號線5月5日將開通運
營。市民可乘坐地鐵10號線到西局站，換乘
14號線，即可抵達園博園。此外，園博園周
邊的3條城市主幹路蓮石路、梅市口西延路、

北宮路和5條次幹路也已基本完工。園博園外
圍還設置了3萬個車位的臨時停車場。

與此同時，園博會志願者 「小V蜂」目前
，已經有5萬多人報名，其中，高校志願者佔
77.7%，社會志願者佔22.2%，港澳台及海外
志願者佔0.3%。目前，正在進行志願者的選拔
工作，近日將公布骨幹志願者和 「包點」高校
志願者名單，預計志願者日服務總量將達10
萬至12萬人次。

本屆園博會還開發了26個品類共計1500
餘款特許商品，包括主題禮品、毛絨玩具、
貴金屬和工藝品等，目前已簽約特許生產商
21家，特許零售商6家。園博會將通過多個渠
道進行推廣。園博園內還設有27處餐飲服務
點，引進了中式快餐、西式快餐和各類特色
小吃。 本報記者 王德軍

繼奧運會之後，北京舉辦歷時最長、
規模最大的國家級、國際性盛會──第九
屆中國國際園林博覽會將於5月18日開幕
。屆時，兩岸四地60個城市128個精品展
園將集中亮相。其中，港澳台展園備受關
注。

北京園博會組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市
園林綠化局副局長強健在近日舉行的新聞
發布會上介紹說，國內展園中，江蘇園、
廣東園、福建園投資均超過4000萬元，重
慶、武漢、杭州、鄂爾多斯等展園投資
均超過1000萬元。128個國內國際展園中
，還包括9個企業展園、5個專業展園、9
個設計師和大師展園。住建部副部長仇保
興稱本屆園博會 「集古今中外園林之大成
」。

強健透露，佔地面積7000平米的台灣
園，起名為 「圓」，通過圍合的造型設計
理念，寓意兩岸花好月圓、團結和諧。該
園以 「台灣農業與科技」為主題，在室內
展區運用風能、太陽能、水淨化循環系統
等技術，體現環保、生態、低碳的理念，
展示台灣的現代農業。在室外展區則種植

當地的特色花卉、植物，回歸台灣休閒文
化。

而香港園則以遊輪碼頭為主題，用花
卉和灌木打造的一隻五彩繽紛的豪華遊輪
，極具香港特色。澳門展園則結合當地特
色，搭建一座白色和綠色相間的葡萄牙小
屋，原汁原味展現澳門的葡萄牙建築。

相比港澳台的現代風格展園，北京園
是典型的皇家園林風格，整體布局形成南
北、東西兩條軸線，殿閣沉沉，飛簷流丹
，循序排列，體現了北京園林文化 「大氣
包容、胸懷天下」的氣派。江蘇園定位為
以展示江南古典園林為主要目標，重體
現私家園林的韻味，是一座融合蘇州古典
園林和金陵園林特色的集錦園。閩南園建
築風格上選擇以閩南古厝為地域特色的建
築作為展園的基本基調與基本載體，借鑒
林本源園邸的精華。通過石文化、茶文化
、戲曲藝術、民風民俗等文化載體展示閩
南文化。

而最與往屆園博會不同的是，北京園
博會還專門開闢了大師園，分別邀請彼得
沃克、彼得拉茨和三谷徹等三位大師創作

風格迥異的園林作品。而硯石文化園、玉
石文化園，奇石文化園也將充分展示中國
玉石文化。

而航天主題園更將成為本屆園博會的
一個亮點。航天主題園內包括未來館、太
空驛站、航天廣場、航天禮品展等多個板

塊。航天主題園眼於航天互動體驗，將
以其獨特的航天科技遊樂項目，使遊人通
過參與體驗感受航天科技無窮魅力，了解
並掌握人類探索外太空需要做哪些準備；
如何具有航天員的基本條件等。

本報記者 王德軍

銀橋觀山隱約間銀橋觀山隱約間，，金台夕照晚雲煙金台夕照晚雲煙。。

居庸疊翠三邊好居庸疊翠三邊好，，瓊鳥春蔭二月間瓊鳥春蔭二月間。。

太液晴波情不盡太液晴波情不盡，，盧溝曉月月闌珊盧溝曉月月闌珊。。

薊門煙雨空餘樹薊門煙雨空餘樹，，玉泉垂虹八景全玉泉垂虹八景全。。

▲▲通過園區濕地工程通過園區濕地工程，，北京園博園實現了雨水北京園博園實現了雨水、、城城
市中水再利用和零排放市中水再利用和零排放 本報記者少城攝本報記者少城攝

▲工人為古典園林粉刷外立面
本報記者少城攝

【本報訊】記者王德軍報道：提起 名 聞 遐 邇 的
「燕京八景」，在北京可謂家喻戶曉，其對中國風景

園林建設所產生的影響亦相當深遠。可惜的是，隨
北京日新月異的建設和發展，獨具皇家氣派和古都風
韻的 「燕京八景」，有的只能停留在現代人的各種考
究和想像中。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永定河干，伴隨
而來的風沙漫天、垃圾如山，曾一度讓盛名之下的盧
溝曉月成為絕唱。

直到北京當局拍板，決定將聯合住房和城鄉建
設部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中國園林博覽會選址在永定
河畔。在經過一系列改造和緊張施工後，第九屆園博
會將於5月18日至11月18日在北京市豐台區永定河西岸
舉辦，會址面積267公頃，加上246公頃的園博湖，園
博園共佔地513公頃，總面積約為頤和園的兩倍。而昔
日永定河挖沙坑、垃圾場變身風景如畫的錦繡谷，傳統
「燕京八景」的各種精妙也得以薈萃一谷煥發新姿。

垃圾場讓永定河蒙羞垃圾場讓永定河蒙羞
由於來水減少，永定河上游地區加大水資源利

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經是京城水
患重地的北京母親河──永定河河床終於徹底乾涸。
裸露在外的河床，遍布溝壑，每到冬春交替季節，大

風呼嘯刮過，整個京西沙塵漫天，恍若戈壁沙灘，行
人走過，無不掩鼻捂嘴。這裡曾 「貢獻」了北京城區
25%的揚沙。

曾任豐台區園林局局長，現已升任豐台區副區長張
建國清楚地記得當年永定河乾涸後的惡劣景象： 「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永定河老河道由於挖砂形成了一個

大坑，變成了建築垃圾填埋場，面積有140公頃，環境
惡劣。」

居住在永定河沿岸的很多居民都無法忘記，直到
1998年前，永定河河床還遍布眾多的正規沙石廠，當
時，這裡甚至負擔北京大部分的沙石用料。後來因
考慮到保護河道及申辦奧運，自1998年起，市政府要
求所有河網沙石廠關閉，到2001年，永定河道內的數
百家沙石廠全部關閉。但隨城市建設加快，沙石料
價格大漲，為了暴利，很多採沙石為生的人又開始重
操舊業，在永定河道內盜採沙石。

「開大卡車的盜採者每到夜間就開始了 『工
作』，轟隆隆的聲音讓周邊的居民叫苦不迭」，第九
屆園博會籌備辦副主任陳軍在永定河畔土生土長，對
此，他頗有體會。後來隨盜採沙石行為被遏制，這
些遺留的大坑又逐漸成為非政府批准的建築垃圾填埋
場。 「不少城裡的建築垃圾都私自往這拉，因為正規
的垃圾填埋場要收七八十元，扔到這裡當然省了這筆
錢。」

深十米，方圓十多公頃的巨大沙坑，堆起一個個
水泥瓦礫的丘陵，白色塑料袋漫天飛舞，丘陵中散布
一些低矮的窩棚，這就是當年永定河的景象。據
說，當園博會籌備工作開始之初，一位官員被邀請到

永定河現場視察，巨大的垃圾場讓這位官員震撼不
已，而住在垃圾場周邊的拾荒者亦讓人觸目驚心，人
們很難將這裡與中國最頂級的園林博覽會聯繫在一
起。 「讓永定河蒙垢，讓盧溝橋含羞」，北京市有關
人士這樣形容當年永定河留給世界的印象。

錦繡谷創意打動評委會錦繡谷創意打動評委會
當園博會即將在50天後隆重揭幕，遊人第一次感

受錦繡谷的精妙所在之時，將會為設計者和建設者變
垃圾場為錦繡谷的創意所折服。據了解，北京當年在
申辦園博會時，曾與上海等城市展開了激烈競爭，市
內也面臨和通州、門頭溝等生態環境較好區縣的競
爭，但正是錦繡谷 「變廢為寶」的設計創意打動了評
委，再加上中國首座國家級園林博物館、展示永定河
文化的永定塔等，使得豐台區的長辛店鎮獲得與會11
名專家的全體投票，最終以197.36分的成績位居所有申
辦地之首。想想看，曾作為採砂場，後成為建築垃圾
填埋場，至園博會籌建仍留有一個面積為10公頃，深
達30米大沙坑，如今卻變身四季有景的錦繡谷，這絕
對是一個 「化腐朽為神奇」，對中國園林發展極具深
遠意義的一個樣本。

錦繡谷設計利用既有地形，種植1200多萬株灌

木、花卉，將垃圾填埋場改造為下沉式景觀花園，取
「燕京八景」之精髓，內設有燕台大觀、風篁清聽、

雲台疊翠、雲飛霞起、綠嶼花洲、林天霞影、采芳雲
徑等景區和大型山石疊水、花卉瀑布等景觀，與傳統
的 「晴雪、疊翠、趵突、曉月、秋波、春蔭、夕照、
煙樹」八景相得益彰。是北京園博會生態修復的一大
亮點。

3月22日，記者來到錦繡谷景區施工現場，儘管目
前只有些許數目和施工吊車在緊張忙碌，但眼前是
一個10公頃大，30多米深的 「大坑」，真讓人有點 「
臨淵」的感覺，據說，景區建成後，將會有一條人造
瀑布自 「谷頂」傾瀉而下，氣勢如虹。

永定河煥發新生機永定河煥發新生機
其實，園博會不僅有錦繡谷化腐朽為神奇，北京

市還利用園博會的契機，啟動了永定河全面整治的配
套工程，將斷流30餘年的永定河建成了 「綠色生態走
廊」。永定河重新煥發的生機。

如今，利用城市中水，永定河流經門頭溝、石景
山和豐台區的門城湖、蓮石湖、曉月湖、宛平湖和圓
博湖已經蓄水，完成了 「五湖一線」長達14公里的景
觀建設，成為北京市首個大型河道公園。北京當地媒

體報道說，去年 「盧溝曉月」盛景再現，吸引了十萬
人中秋節到盧溝橋賞月。

作為整個園博園的點睛之筆，園博湖的面積相當
於2.5個昆明湖。北京市水務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園博
湖蓄水後，能較好地抑制周邊的揚塵揚沙，形成良好
的生態水環境，為發展永定河水岸經濟創造條件。特
別是在園博會期間，園博湖和園博園水與綠交融，湖
光塔影，盡顯中國園林的山水之美。

高鐵穿高鐵穿園園 變不利為優勢變不利為優勢
對北京園博園設計建設者來說，恢復了永定河的

生機，建築垃圾填埋場的創新利用並不等於萬事大
吉。北京園林綠化局局長副強健就指出，園博園用地
還是一處狹長的不規則條狀地塊，最寬處810米，最窄
處230米，從西北到東南全長近5000米。園區一座山體
面向主園區的部分陡峭並有兩條鐵路穿過；園區南部
還有一條高架鐵路──京石高鐵專線穿過，這些不利
條件給規劃設計工作帶來了較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些不利條件帶來的影響，設計者把園
區規劃為 「一軸、兩區、三點、四帶、六園」。 「一
軸」：即是園區公共部分的主要景觀軸線和人流通
道，採取彎曲的線型，找到與永定塔的不斷變化的對

景關係，使窄長的用地富於遊線上的變化，避免了狹
長的地形帶給遊人的單調感。 「兩區」：鷹山森林公
園區和錦繡谷景觀區。利用原有地形地貌，豐富園博
園的豎向變化，鷹山形成一處安靜區，錦繡谷形成景
觀高潮。 「三點」：即永定塔、園博館和主展館三個
重點標誌性建築。 「四帶」：隨四個主要門區形成的
園博園區與周邊城市規劃的景觀通廊，把園博美景延
伸到城市。 「六園」：古民居展園、傳統展園、現代

展園、國際展園、企業設計師展園、功能性濕地景觀
展園。園區景觀風格由西北向東南從傳統風格逐步過
渡為現代風格的節奏控制。如此的空間布局最大限度
地把不利條件變成了有利因素。

而對於穿園的鐵路，採用植物遮擋的方式進行處
理；同時對高架鐵路，通過密植喬木遮擋、園藝化的
處理等方法，力爭把這一不利條件變為有利條件，把
它變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當坐在高鐵上的旅客，
在園博園中穿梭而過時，園中美景定會在他們腦海裡
留下美麗北京的良好印象。

垃圾場變身錦繡谷，永定河煥發新生機，將高鐵
穿園而過的不利轉化為城市一景，這些不僅是北京園
博會的三支神來之筆，更是對中國園林藝術發展的最
新貢獻。

▲▲京廣高鐵從園博園穿梭而過京廣高鐵從園博園穿梭而過 本報記者少城攝本報記者少城攝

◀◀從昔日的永定河建築從昔日的永定河建築
垃圾填埋場垃圾填埋場，，到風光旖到風光旖
旎滿苑花香的錦繡谷旎滿苑花香的錦繡谷，，
這是北京園博會對永定這是北京園博會對永定
河和中國園林發展的一河和中國園林發展的一
大貢獻大貢獻

北京園效果圖北京園效果圖 園博會主展館園博會主展館
園博會主體建築永定塔巍峨聳立園博會主體建築永定塔巍峨聳立

本報記者少城攝本報記者少城攝

昔日黃沙漫天垃圾如山昔日黃沙漫天垃圾如山 今朝燕京八景菁華薈萃今朝燕京八景菁華薈萃

京園博會三大神來之京園博會三大神來之筆筆 「「化腐朽為神奇化腐朽為神奇」」
中國國際園林花卉博覽會中國國際園林花卉博覽會（（簡稱園博會簡稱園博會））創創

辦於辦於19971997年年，，是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地方政府是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地方政府
共同舉辦的園林花卉界高層次的盛會共同舉辦的園林花卉界高層次的盛會，，是中國園是中國園
林花卉行業層次最高林花卉行業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性盛會規模最大的國際性盛會。。

園博會每兩年舉辦一屆園博會每兩年舉辦一屆，，會期通常為半年會期通常為半年。。
前八屆舉辦城市分別為大連前八屆舉辦城市分別為大連、、南京南京、、上海上海、、廣州廣州、、
深圳深圳、、廈門廈門、、濟南濟南、、重慶重慶。。第九屆園博會將於第九屆園博會將於55月月
1818日至日至1111月月1818日在北京豐台永定河畔舉行日在北京豐台永定河畔舉行。。本屆本屆
園博會以園博會以 「「綠色交響綠色交響、、盛世園林盛世園林」」 為主題為主題，，以以 「「
園林城市園林城市、、美好家園美好家園」」 為口號為口號，，體現體現 「「和諧和諧、、創創
新新、、生態生態」」 理念理念，，將為北京建設宜居城市將為北京建設宜居城市、、發展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帶來新的機遇文化創意產業帶來新的機遇。。

背 景 資 料

▲一名施工人員小心地從北京園樓台上下
來 本報記者得鈞攝

郭金龍強調郭金龍強調最高標準辦園博最高標準辦園博

▲北京園工程進入收尾階段，院內布局盡顯北方園林特色 本報記者 得鈞 攝

▲▲鏡頭抓拍早春氣息鏡頭抓拍早春氣息

▲▲景山公園春意正濃景山公園春意正濃，，遠遠望遠遠望
去鼓樓清晰可見去鼓樓清晰可見

園博會園博會兩岸四地兩岸四地6060城市城市展園各有千秋展園各有千秋
由大公報主辦，得到多個外國駐港總領事館全力支持的第

二屆 「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市（縣區）」評選活動頒獎禮日前
在香港隆重舉行。北京市西城區作為北京唯一獲獎區出席頒獎
典禮。

據悉，在本次評選中，全國共有48個市（縣區）獲此殊
榮。典禮現場華蓋雲集，來自俄、美、韓等18個國家的駐港領
事代表以及香港政商名流歡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盛事。

北京市西城區作為北京唯一一個獲獎區出席頒獎禮，活動
現場由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及美國領事（公共事務助理）
Scott Robinson為西城區領獎代表丁艷艷頒發了最具海外影響
力明星區獎牌及西城區明星區長的水晶牌。

頒獎現場介紹稱，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之一的西城區自古
以來就是北京建城定都肇始之地，皇家文化薈萃之地和宣南文
化發祥地。西城區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載體、具有國際影
響力的金融中心、傳統與現代融合發展的文化中心、國內外知
名的商業中心和旅遊地區，西城區始終保持平穩較快發展，
2012年GDP達2509億元人民幣，逐步形成了以金融業為核心、
以高新技術、文化創意、商貿旅遊為重點的現代產業體系。

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飛速發展，地域經濟始終是
最具活力的因子。中國不少市（縣區）早已走出國門，名揚
世界，以其獨有的區位條件、優越的自然環境、綿延的歷史文
化以及潛在的巨大市場，源源不斷地吸引世界各國的政府和企

業，以多種方式展開合作。
2010年首屆 「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

市（縣區）」評選在中國內地獲得廣泛
的響應和熱烈的參與，取得理想的效果
和積極的評價。當年，北京宋莊獲此殊
榮。 本報記者 曲正

北京西城區獲評北京西城區獲評
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市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市（（縣區縣區））

▼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左）與美國
領事館領事Scott Robinson（右）為
西城區代表（中）頒獎

◀◀獲獎代表與主禮嘉賓合影獲獎代表與主禮嘉賓合影 ▲▲一隻喜鵲停在北京園主體建一隻喜鵲停在北京園主體建
築金頂上休憩築金頂上休憩

本報記者得鈞攝本報記者得鈞攝

（（圖片均為本報記者少城攝圖片均為本報記者少城攝））

◀◀春映白塔春映白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