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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赏一个百园之园

园区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园、省市区展园、企

业展园、专业园、百果园、百蔬园、百草园等 100多

个展园；不仅可以感受到异国风情，更会体验到来

自于我国最北端、最南端各种不同的园艺植物带来

的艺术感受。

共品一场文化盛宴

整个会期有2500多场活动，既有开幕式、开园

活动等规模较大的活动，也有国家日、省区市日、花

车巡游等特色活动。还有专业论坛、国际竞赛等专

业活动。

共读一本植物全书

北京世园会将集中展示1200种新优品种植物。

大型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将使人们

感知中国植物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共上一堂生态课程

园区保留下近 5万棵原生树，新种植了约 5万

棵乔木和12万棵灌木，改造了一片湿地供鸟类迁徙

栖息，处处都能找到“生态优先”各种实践案例。

共享一次智慧体验、舒适体验

5G网络覆盖主要场馆。世园会将展示 5G技

术在远程医疗、无人驾驶、无人物流和无人机等行业

的创新应用。

实行门票全程预约，掌握游人量，提高舒适度，

并特别设置“跨夜票”。安排了 110个闸机，每人通

行控制在20秒左右。改进安检方式，游客在门口等

候入园时间不超过15分钟。

北京市郊铁路 S2线增加往返频次至每天 16

对，并开通世园会专线直通车。京礼高速今年初正

式通车，开设公交专线，外围停车场开通免费接泊

车。11个临时停车场将提供2万余个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雪娜）4月 28日，2019世界园艺博览会
在北京开幕。作为此次世园会河南馆的“门面
担当”，洛阳的大唐李治国牡丹瓷华彩绽放在
河南馆的主迎宾墙上。

迎宾墙上，立体牡丹瓷花与平面彩绘牡丹

相结合，展现出一幅繁花似锦的生动画卷；迎宾
墙前，盆栽牡丹或盛开，或含苞待放。这三种牡
丹花，亦真亦幻，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迎宾墙上共有大牡丹瓷花 11朵，均由手
工烧制而成，其中，最大的牡丹瓷花直径有 60
厘米，由于花朵巨大，烧制过程复杂繁琐。”洛
阳大唐李治国牡丹瓷研究院负责人李治国告
诉记者，牡丹以瓷器的形式华丽绽放在迎宾墙
上，成为河南馆的一大亮点。

据介绍，牡丹瓷选用中国豫西地区的高岭
土为制作材料，经过原料研磨、拌浆、釉烧等多
道工艺制作流程，把造型捏塑、粉彩涂抹、瓷器
烧制等技术结合在一起，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研制出形象逼真、叶脉清晰可见的牡丹花，最终
形成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牡丹瓷艺术工艺品。

“接到生产任务，从设计初稿到最后的布展
完工，我们仅仅用了15天的时间。在赶工的最
后一周，团队十多位匠人不分昼夜紧张制作。”
李治国说，“洛阳牡丹瓷能华丽地绽放在世园会
上，为河南馆添彩，我感到非常自豪。”③5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北京世园会 4
月 28日盛大开幕，我省也是主要参展省份之
一。当你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牡丹、菊
花、月季、蜡梅等河南特色花卉的绰约风姿，还
能与中原厚重灿烂的文明有一次亲密的邂逅。

河南参展部分分为河南园和河南馆两部
分，两者相距约 1公里。河南园为室外展园，
面积 2400 平方米；河南馆为室内展馆，面积
100平方米，位于中国馆内。

河南园以我省的山地、水系、大平原等自
然地貌和汉字文化等为主要元素，同时体现园
艺走入千家万户。我省是汉字的发源地，汉字
文化元素贯穿全园，与园艺融为一体，形成“花
语”主题。

河南园的总体规划为“一心一带三园八景
点”布局。一心：通过主体汉字雕塑与花田的结
合，为入口打造大气明朗的第一印象。一带：为
九曲花河游赏带，通过“几”字形路径解决一米
的设计高差，加上整体的环线游览路径，犹如蜿
蜒的黄河将整个河南展园串联贯通，亦是中原
文明的体现。三园：为三个特色主题花园，以菊

花、月季、牡丹三种河南特色花卉分别反映河南
园艺的历史、今朝与未来，展示河南特色园艺植
物与文化、生活、生态的结合。八景点分别是：
江山如画、华萃中州、花影廊道、九曲花河、艮岳
花艺、花语家园、百姓花林、逐水飞花。

河南馆的设计，以古老的商周青铜文化与
宋代绘画为载体，融入牡丹、菊花、月季、蜡梅
四大地方特色花卉元素，以展现悠久而灿烂的
中原文明。

入口处，一幅立体牡丹图引人注目。烧制
的牡丹瓷、手绘牡丹与盆栽牡丹一起，共同构
成了亦虚亦实、古色古香的画面。展馆“S”形
墙面以镂空河南地图轮廓和青铜纹样相融合，
镂空以组合盆栽艺术造型和河南花卉主产区
相结合，墙体由月季花组摆。与通道和主展墙
相连的是一幅以宋徽宗的《瑞鹤图》为蓝本的
画卷，云气浮动，群鹤飞鸣，轻盈柔曼的菊花若
隐若现。画卷末端是冬雪中傲然绽放的蜡梅，
与卷首的牡丹遥相辉映。

据悉，6月 23日至 25日，北京世园会将举
行“河南日”活动。③5

多彩河南园 等你来探秘
6月 23日至25日北京世园会将举行“河南日”活动

洛阳牡丹瓷 绽放河南馆

花自万国来 盛开在我家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4月29日

至 10月 7日在北京延庆举办，为期 162天，类别为Ａ1

类专业国际展会，这是继1999年昆明世园会、2010年

上海世博会和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

我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

即北京世园会演艺中心，是北京世园会开闭幕式的
主会场，承担会期各类大规模主题展演、演艺、大型集会
活动任务。整体建筑如同一只彩蝶在花海中翩翩起舞。

多片区
世界园艺展示区、中国园艺展示区、自然生态展示区

生活园艺展示区、教育与未来展示区

1999年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

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专业类世博会，为后来中国举办综合类

世博会积累了经验，为最高类别的A1类专业国际展会。

2006年 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

占地246公顷，园内建有53个国内展园，23个国际展

园和24个专类展园，类别为A2+B1级专业国际展会。

2011年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是中国第三次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也是在西安、陕

西省乃至西北地区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

世界性展会，类别为A2+B1级专业国际展会。

201４年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是首次在中国临海城市举办的具有山地地形特色的世

界性园艺展会，类别为A2+B1级专业国际展会。

2016年 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

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首次利用采煤沉降地举办，也

是我国首次在地级城市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类别为

A2+B1级专业国际展会。

“数说”北京世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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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山、这水、浙如画，这
乡、这愁、浙人家”为主题，通过园
艺的手法来展示浙江的乡韵、乡
音、乡情。（本栏图片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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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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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山绿水，山城重庆”，“爬
坡上坎，巴渝乡院”为主题，充分体
现重庆山城、江城、大城市、大农村、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巴渝特色。

以“绿色丝路筑家园，美丽三秦
新起点”为主题，展现丝绸之路景观
带、古风长安景区、绿色丝路景区、
山水文韵景区“一带三区”的风景。

重
庆
园

陕
西
园

名为“锦绣如意”，位于园区中央，是世园会的标志
性建筑，外形如同一柄温润的如意坐落于人工营造的梯
田间，向世界展示中国园艺历史、中国特色园艺文化。

园区内面积最大的场馆，承担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室
内展览以及举办国际园艺竞赛的功能。它由 94把“花
伞”簇拥而成，如同一片花瓣飘落在园区里。

建筑设计理念为“升起的地平”。分为三层：一层设有
热带植物温室，汇聚600多种珍贵植物；二层为绿色多功能
报告厅；三层为屋顶景观平台，可将北京世园尽收眼底。

像一个由7个建筑单元聚合而成的小村落，包括主
展馆、创意发布厅、众筹生活馆等7个展馆，其中主展馆
分为自然园艺、生活园艺、智慧园艺三个部分。

以“京花京韵”为主题，用四季
京花演绎京韵悠扬，共栽植乔木
164株、设计花卉约800多种，展
期共布置花卉30余万盆（株）。

以“生态家园 海派风范”为
主题，紧扣生活、生态、生命3个核
心元素，体现上海独特的海派文
化和生态特色。

以“印·冀”为主题，沿游园路
线重点打造出太行风韵、功勋树、
望海台、涵碧堂、屋顶花园和镜池
等六大景观。

世园会网红“打卡”地

展会共计

162天

北京世园会五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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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豫见北京世园会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8日在北京延庆
同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参观园艺展。

坐落在妫汭湖畔的世园会中国馆，宛
如一柄温润的如意，舒展于山水之间。

晚 7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中
国馆一层序厅迎接外方领导人夫妇。大
家共同观看了北京世园会主题片，并在绿
意盎然的世园会主题墙前集体合影。习
近平夫妇和外宾们步入中国馆华北、西北
十省区市展示区，观赏各地特色植物和精
美园艺。走进北京展区，映入眼帘的是花
团锦簇中的老北京四合院如意门，颐和园
的活文物盆栽古桂和耐严寒低温的新品

月季见证了园艺的传承和创新。陕西展
区内，有“立体的画、无声的诗”美誉的盆
景艺术让来宾们赞叹不已。新疆是中国
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新疆展区门口展
示的大石榴籽晶莹饱满，紧密相抱，象征
着中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湖北展区
展示的“盆景之王”对节白蜡体现了中国
盆景的独特雄浑。

中国馆按照“生生不息，锦绣中华”的
理念，划分为中国生态文化展区、省区市
园艺产业成就展区、园艺类高校及科研单
位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展区，
是一座会“呼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

习近平和贵宾们饶有兴致地观看、交
谈。习近平指出，中国馆体现了厚重的地

域文化，讲述了美丽的园艺故事，汇聚了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不仅让我们欣赏
到美妙的园艺，更体现了中国与世界追求
绿色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

外方领导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的发展成就和园艺师们的匠心技艺频
频称赞，表示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建设多姿多彩的美好家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外宾们来到
与会国家综合展示区。他们依次参观了
柬埔寨、捷克、吉布提、吉尔吉斯斯坦、缅
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新加坡和塔
吉克斯坦的花坛。10 国花坛由各国国
花、特色花卉设计组成，展示了各国知名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象征着世园会是世

界人民友好交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盛
会。外宾们感谢中方作为东道主对各国
参展给予的大力支持，祝愿北京世园会取
得圆满成功。

随后，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共同出席
“共培友谊绿洲”仪式。

在装扮成北京世园会吉祥物“小萌
花”、“小萌芽”的青少年簇拥下，习近平和
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走向户外草坪，
手持中外国旗和北京世园会会旗的志愿
者们夹道欢迎。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走
到草坪中央的一棵棵西府海棠前，拿起铁
锹，弯腰培土，并拎起木桶为树苗浇水。
参加“共培友谊绿洲”仪式的中外领导人
合影留念。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北京世园会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参观园艺展

中国与世界同走绿色发展路

核心园区总面积约

503公顷

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

110个

展示新优品种植物

1200种

设置展园超100个
原生态旧根老树约5万株
新种乔灌木约 17万棵

一心

核心景观区 山水园艺轴

世界园艺轴

两轴

妫河生态休闲带

园艺生活体验带

园艺科技发展带

三带 四馆

中国馆、国际馆

生活体验馆、植物馆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参加开幕式的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远望河南园，汉字“中”形雕塑十分抢眼 ②25 崔向清 摄

位于河南馆迎宾入口的立体牡丹花
图 ②25 崔向清 摄

在河南馆内，镂空的河南地图墙面颇具特
色 ②25 崔向清 摄

▶北京世园
会吉祥物“小萌
芽”和“小萌花”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