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关注 11
2019年4月30日 本版主编：张泊寒 版式策划：续理行 责任校对：玉 峰

世界园艺的“中国基因”
文/新华社记者 柳 丝 魏梦佳 陈 旭

青山妫水东风煦，一
日看尽世界花。2019年中
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启
幕，这是今年中国重要的
主场外交之一，也是向世
界展示美丽中国的一张闪
亮的“绿色名片”。

中国园林植物种类丰
富。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威尔
逊在20世纪初就提出“中国
乃世界花园之母”。今天，人
们可以穿梭于北京世园会
的锦绣山水、错落亭台之
间，在万花之园中感受融入
世界园艺的“中国基因”。

绿色基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一走进世园会园
区，就可以看到这格外醒
目的十个大字。在这里，人
们不只是简单地看山、看
水、看风景，而是可以在各
个角落都感受到“绿色”与

“生态优先”的气息。
约5万棵原生树木构

成园区的大框架，另外新

增10万多棵乔灌木，改造
原有湿地，增加净化功能，
让园区化作天然氧吧和候
鸟栖息繁殖地；长约20公
里的生态草沟最大限度实
现雨水在园区的自然积
存、渗透和净化，让水资源
在园区流动循环；1024块
光伏玻璃、覆土建筑结构、
生态滴灌等技术手段让中
国馆成为一栋 “有生命、
会呼吸”的建筑……世园
会正是建设绿色中国、美
丽中国的生动实践。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
院士小约翰·柯布评价说，
北京世园会将是展示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
成果，以及节能减排、绿色
发展等理念的良好契机，是
一张闪亮的“绿色名片”。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
主席贝尔纳德·奥斯特罗
姆说，世界对“绿色城市、
绿色生活”充满渴望，而中
国向世界展示了应该如何
决策、如何行动。相信北京
世园会不仅会给参观者带

来视觉享受，还将让绿色
理念更深入人心。

科技基因

16世纪，葡萄牙人通
过海路抵达中国，几经辗
转将柑橘带回葡萄牙。有
西方植物学家考证认为，
这是欧洲直接从中国引入
的第一种外来植物。此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植物
远渡重洋进入欧美国家。

花卉爱好者从中国获
得现代月季的杂交亲本、温
室里的杜鹃和报春花类的

亲本；果树栽培者从中国得
到桃、橙、柠檬、葡萄柚等种
质资源。欧美国家花园的植
物中，很多有着中国代表性
植物的血脉基因。

随着园艺科技的进步，
今日的中国已不只是为世
界提供种质资源。在此次北
京世园会期间，中国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许多植物将
集体亮相，向世界展示当今
中国植物培育的科技成果。

其中，拥有12种不同
花色的一串红成为明星品
种。北京市园林科学院花
卉研究所副所长李子敬向

记者展示了世界首例一串
红高质量全基因组图谱，
这是植物基因组学研究领
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利用
基因图谱可以推动精准育
种，不仅使花色更丰富，还
能调控花期。

谈及中国自育花卉研
究，法国最大花园月季生
产商玫昂家族第六代传人
马蒂亚斯·玫昂表示，他相
信中国未来必定会有更多
育种者，并且他们研制的
自育品种会被大量生产和
应用。“中国是开放的，将
与全世界共同努力。”

文化基因

“锦绣如意”中国馆，
四合院里观北京，唐风唐
韵映三秦，山水古村展徽
风……漫步于北京世园会
中华园艺展示区，能领略
到中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园
艺风格，体味中国历史文
化的源远流长。

走进各个展馆，那里

的一花一木、一枝一叶都
承载着文化基因。“春潮”

“暗香”等别具文艺气质的
中国自育月季品种在北京
馆绽放，让参观者在赏花
的同时感受“春江潮水连
海平”“暗香浮动月黄昏”
的美妙意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北京
世园会不仅是一个花卉、
园艺的展示舞台，也架起
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北京世园会期间，2500
多场文化活动将陆续举办，
其中植物花卉装扮的10辆

“生态花车”将为游客献上
180场花车巡游表演，以“一
车一故事，十车一长卷”的
方式讲述历史悠久、文化璀
璨的中国的故事，展现现代
绿色发展理念。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今天，美丽中
国的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北
京世园会作为其中的动人
一幕，将绘就中国与世界交
流互动的亮丽风景。

4月的北京，妫水河畔
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北京
世园会29日开展，全球约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
过风格各异的园艺展示，
向世界呈上绿色之美、生
态之美、文明之美。

本届世园会世界园艺
展区开设了41个室外展
园，包括34个独立展园和7
个联合展园。这些展园各
具风情，异彩纷呈，宛如一
场鲜花与绿植的全球盛
宴。

匠心独运见绿色

从园区3号门进入，步
行约100米，迎面看到的第
一个外国园区是德国园。
右转前行，英国园、土耳其
园、柬埔寨园、吉尔吉斯斯
坦园、泰国园……一路走
来，记者发现，34个独立展
园中，大部分国家和组织
都是选用木头作为主展馆
的建筑材料，将“绿色”理
念注入每一个细节。

德国园由纯木搭建，
门口标有“播种未来”的醒
目主题。据德国园施工方

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纯
绿色理念，就连园区最外
面展示视频用的“数码
树”，也是用190个木质盒
子耗时近一个月才搭建而
成。

英国园外墙上大大的
米字国旗全部用绿草铺
就；土耳其园的主题“用绿
色拥抱未来”也是用草修
剪而成；而国际竹藤组织
展园则由5000多根楠竹搭
建而成。名为“竹之眼”的
主展馆内，金黄色的竹拱
挑起高阔的屋梁，绿色花
园悬于头顶。

法国馆内，鲜花绿草
将园内建筑的墙壁装点成

“植物家园”，墙体上栽种
植物处接有垂直水槽，通
过主管道与地面小菜园的
水平管道相连。下雨时，屋
顶的雨水顺着垂直水槽流
下，首先浇灌墙壁上的花
草，余下的雨水则顺流到
地面灌溉蔬菜。

法国展园负责人布尔
多·格雷古瓦介绍，展园通
过巧妙设计，收集雨水浇
灌花卉和蔬菜，在园内构
建了一个小型生态系统。

异国风情扑面来

漫步国际展园，随着
也门、朝鲜、阿塞拜疆、俄
罗斯……一个个展园次第
映入眼帘，强烈的异国风
情迎面扑来。

在悠扬的传统音乐
中，热情的土耳其工程师
们邀请记者一起品尝薄饼
和土耳其咖啡。原木镂空
门窗、银质细雕矮桌和土
耳其红地毯相互映衬，带
着记者穿越千里，感受着
这个横跨欧亚大陆古老国
度的神秘。

在俄罗斯园，三个象
征生命和绿色的根垛状建
筑标新立异。根垛用绿草

覆盖，中间部分绘制着俄
罗斯先锋派艺术家娜塔丽
娅·冈察洛娃的手绘花朵
作品，在突出人、自然、艺
术和谐共生这一主题的同
时，满溢着俄罗斯风情。

泰国园内，极富民族
特色的宽顶多角塔楼和尖
顶塔楼相映生辉。由热带
兰花等装点的泰式庭院向
人们展示着和谐、可持续
的生活理念。泰国园主展
馆中方施工经理国鹏飞介
绍说，为原汁原味展示民
族风情，泰国设计人员先
在泰国搭建了这个木质建
筑，再拆卸后将材料运到
北京，然后一根根重新组
装，可谓用心良苦。

继续前行，就会发现用
茶室、“池泉式”水池和锦鲤
展示的日本园，大量运用郁
金香和传统木鞋装饰的荷
兰园，以蒙古包式的草原建
筑为中心的吉尔吉斯斯坦
园，以展现亭台楼阁之美的
燕子楼为主体建筑的韩国
园等，各具传统特色。

交流互鉴润无声

对外国参展方来说，
北京世园会不仅是一次展
会，还是一次绝佳的交流
和学习机会。

俄罗斯园负责布展的
工程师娜塔莉亚告诉记者，
她很早就“偷偷地”去参观
了中国馆，感觉设计大气，
细微处也令人惊艳，让她收
获良多，“特别是细节的处
理方面，让我赞叹”。

阿塞拜疆展园负责人
娜敏说，阿塞拜疆文化与中
国文化历史悠久，有很多共
通之处。“比如我们传统的
手工地毯就有龙的图案。”
她说：“希望能通过世园会
增进两国了解，也希望更多
中国人来阿塞拜疆。”

土耳其园的设计师艾
图告诉记者，中国馆的设
计大气磅礴，融合多种文
化因素。他说：“我从中国
馆展示出的东方文明元素
里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
西，使我有了更多的设计
灵感。这趟来得值了！”

技术的交流显而易见，
而理念的传递润物无声。

在参与园区建设的过
程中，土耳其电子音响工程
师侯赛因第一次听到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说
法，为之深深折服。他说，他
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形象
的表述，也从没有想到绿色
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已如此
深入人心。捷克副总理兼环
境部长里哈德·布拉贝茨因
世园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深
感敬佩”。

28日晚北京世园会开
幕式后，多个国家的参会
人员告诉记者，中国举办
了一次空前的世界园艺盛
会，展现了中国坚持绿色
发展的决心，也向世界表
明中国和各国一起共建绿
色未来的诚意。

一场鲜花与绿植的全球盛宴
文/新华社记者 魏建华 李 言

世园会园区的花车巡游表演 摄影/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参观者在世园会国际馆游览 摄影/新华社记者 才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