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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新华社记者 骆国 李放
魏梦佳 阳娜

璀璨花千树，芳菲四月天。即将
在京郊延庆举办的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一场人类与自
然的精彩对话，一曲创新与绿色的和
谐乐章，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平台，
正从这里伴着春天的脚步走来。

从 2012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代
表中国政府申办2019年世界园艺博
览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向与会各国
发出参加北京世园会的邀请，再到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时序七载，地球村、全球人的“绿
色梦想”正在古老的长城脚下徐徐绽
放。

海陀山下百易稿 妫水河畔万花
园

北京世园会永宁阁项目经理姚宝
琪站在竣工待客的永宁阁前，望着不
远处波光粼粼的妫汭湖，形似一柄“锦
绣如意”的中国馆和94朵“花伞”组成
的国际馆在正午阳光下格外耀眼，天
田山上五色花海传来阵阵暗香……恍
惚间，3年来挥汗如雨、风餐露宿的情
景犹如幕幕光影，浮现眼前。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北京世
园会对于我们这些‘世园人’意味着什
么。”姚宝琪说。

2014年 6月，国际展览局第 155
次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168个成员
国一致表决认可2019年中国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

同年，北京世园会组委会组织了
10家国内外顶级规划设计单位，开展
世园会园区概念性规划方案征集工
作。以孟兆祯院士、尹伟伦院士领衔
的17名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对
应征方案进行评审，从10个方案中评
选出3家优胜方案。

北京世园会总规划师胡洁表示，
北京世园会的规划设计要求专业度非
常高，延庆地处独特的生态走廊，要结
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22年北京冬
奥会形成一体化方案。

“我们来到园区选址时，这里有的
只是妫水河畔古老而静谧的村庄、一
个小小的鱼塘和一片郁郁葱葱的胡杨
林。”胡洁说，如何在海陀山下让万花
之园融入山川形胜，如何在妫水河畔
让山水颂歌感动心灵，如何展现人类
与自然和谐共生，总面积约503公顷
的北京世园会核心园区就是设计师将
要泼墨的崭新画卷。

“从2014年到现在，主创人员的
设计图和现场照片数以万计，塞满了
3TB 的硬盘，相当于把卷帙浩繁的
300本世界名著存储了30遍。”侯爽是
北京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
师，她担纲世园会园区空间规划和核
心景观区设计。从第一次拿出规划设
计方案到最终定稿，侯爽和她的团队
画了删，删了画。百易其稿的背后是
他们对园区每寸土地和景观肌理的精
准把控。

2016年，相关规划设计工作接续
完成，但对于北京世园会而言，这仅仅
是九层之台初见累土。

从小小鱼塘到7.3万平方米的妫
汭湖，从一片空旷的园区到用158万
吨泥土堆筑起的25米高的天田山，北
京世园会“三月挖一湖，五月筑一山”，
展现中国速度；从中国馆打下的第一
根基础桩，到国际馆“种”下的第一朵

“花伞”，形似如意的中国馆和 94朵
“花伞”组成的国际馆见证中国匠心
……

“建永宁阁时正值寒冬，零下 25
摄氏度的天气，在室外干半小时力气
活，从眉毛到嘴唇就挂满冰碴，我们就
是在这种条件下捶打夯实永宁阁
1941 根混凝土桩基的。”姚宝琪说，

“中国匠人用自己的手艺和速度告诉
世界，我们准备好了！”

在两年多建设过程中，数以万计
的中国匠人不舍昼夜，勤劳工作，构成
园区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北京世园
局副局长叶大华介绍，园区日均施工
人员1万人左右，参与世园会各项设
计的单位有十多家，施工单位、展陈单
位数百家，大家联袂协作如同一人。

七载过往，从“野色浩无主”的农
家老舍到“一心、两轴、三带、多片区”
的万花之园，长城脚下这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画卷，正在静待全球客
人到来。

三载寻花花千树 一枝一叶总
关情

四月的京郊，桃红柳绿，草长莺
飞。转眼间北京世园会园区已是生机
盎然，百花满园。

“北京世园会将集中展示1200种
新优品种植物。”叶大华说，这其中不
仅包括从我国最北端到最南端的各种
不同园艺植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新品种。

最是春色留不住。4月底的延庆
依然会有大风和晚霜，最低平均气温
只有7摄氏度，除为数不多的高寒带
植物，如何让这些娇嫩珍贵的花卉苗
木在寒冷地区成活并如期绽放，是摆

在中国园艺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寻花

之旅’。”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学斌说，这不仅要求对当地的气候、
土壤、环境有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还要
对成千上万花卉品种的习性、周期、甚
至基因特点了然于胸。

在延庆测试基地，通过这 3年对
新品种的引种、评估、筛选，中国园林
人最终在1344个引进花卉品种中，筛
选出了1078个适宜世园会应用的品
种投入规模化生产。其中不仅有来自
祖国大江南北的奇花异草，更有漂洋
过海而来的异国花卉，目前国际展园
内有30%左右的植物是从海外直接运
送而来。

北京市园林绿化集团世园会项目
负责人张睿告诉记者，这次世园会会
期将历经春、夏、秋三季，为了精准控
制花期，他们做了无数次实验，从补光
延长光照时间对金鱼草等植物调节光
周期，到对新几内亚凤仙等热带植物
催花处理，最终制定出40个花卉品种
的详细生产流程，凝结了整个园林团
队的心血。

“大规模对国内外育种新品种、野
生乡土植物和专业品种的春季花期进
行控制，这还是第一次。”北京市园林
绿化集团董事长马立强说，为保证苗
源品质，他们在云南建立国际一流种
苗生产基地，现代化温室 2500 平方
米，500 亩宿根花卉生产用地；在顺
义、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确定了
20个总面积达32万平方米的自建或
合作生产的温室。

在这场植物当主角的盛会中，天
作之合是中国园林人的追求，北京世
园会为此做了大量生态保留。胡洁介
绍：“长城脚下的世园会要有中国北方
的鲜明特色，所以园区范围内保留了
大量湿地、林地、乔木等，现状村落的
肌理基本保持不动。”

“核心景观区内共有近10万株乔
木，其中约5万株乔木是原生态的旧
根老树。”北京园林古建设计院的世园
会园林设计师李威说，为了留下这约5
万株“土著”乔木，很多的工程、道路规
划都做了调整，目的就是让这万花之
园与周边山川自然融合。

这项工作不仅考验“脑力”，更考
验“脚力”。李威拿出手机向记者展
示：“你看，每天步数排名前列的都是
世园会的园艺师们，这第一名5万多
步，像我这 3 万多步的都排不上名
次。”

三载寻花花千树，中国工匠用智
慧汗水打造了妫水河畔的天作之合；

一枝一叶总关情，万花之园以姹紫嫣
红静候着地球村里的宾朋贵客。

阅尽人间春色 环球同此凉热
2012年，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

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恰是这年，国
务院批准北京市代表中国政府申办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看似巧合，
实为必然。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的启航。

7年时光之旅，北京之北的世园会
园区从一片山脊贫地变成了山水颂歌
的万花之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
别山区的银缕梅，可以观赏秦岭山麓
的迎客松，可以见到雪域高原的绿绒
蒿……在这里，有远山叠水的日本园
艺，有阿塞拜疆人钟爱的石榴树，有西
班牙特内里费岛上独有的野蓝蓟……

7年时光荏苒，北京世园会已经成为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典
范和样板标杆。7年光阴流转，绿色发展
理念从萌芽渐渐绽放在人们的内心。

在园区外不远处，有一大片崭新
整齐的居民楼，这是因建设世园会而
搬迁安置的两个村、2000多位农民的
新居。“过去村里家家买煤烧炉取暖做
饭，弄得烟熏火燎，到处脏兮兮的，还
有不少私搭乱建的，现在小区多干净
整洁啊，集体供暖又干净又暖和，出门
散步抬头就见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村民孟宪荣热情地带着记者参观她的
新家，108平方米的三居室温馨舒适。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
姆·布莱尔克里夫说，北京世园会筹办
工作进展顺利，令人钦佩，世园会不仅
能让游客欣赏到美妙的园艺和美丽的
花园，更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
成果、追求绿色生活、命运休戚与共的
理念。相信北京将为世界打造一届极
具特色、意义非凡的园艺盛会。

“这次将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来参展，是历届A1类世园会参展方
最多的一届。”叶大华说，北京世园会
既是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名片，更
是全人类绿色梦想的结晶，世界各国
的园艺大师们都能在北京世园会这一
平台上展示才艺、绽放风采，游客们能
观赏到各国独具风情的园林园艺，欣
赏到各国各民族精彩的文化表演。

日前，北京世园会举行了由延庆
区组织的3万人入园压力测试活动。
按照“园内需求全响应，园外保障全仿
真”的原则，进行全实境演练，结果令
人欣喜。面对媒体镜头，北京世园局
常务副局长周剑平、延庆区委书记穆
鹏不约而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世
园会我们准备好了，期待五洲四海来
宾！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展示中国之美 共奏绿色乐章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办纪实

新华社巴黎4月20日电 （记者
徐永春）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

理事会主席、法国前国防部长阿兰·里
夏尔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
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
的非常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倡议，它不
仅着眼于国内发展，还致力于促进国
际发展，将会显著促进欧中经贸合作。

里夏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经
济领域多边主义的重要贡献，将会刺激参
与国家的生产和出口。他建议，“一带一
路”倡议可以为技术、安全和环保制定共同
的规则，促进多边主义公平贸易。

里夏尔预计，“一带一路”将会显
著促进欧中经贸发展，货物贸易的增

加将会使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货运量
大幅增长。他说，欧洲和中国均承诺
减少碳排放，因此应该采取共同举措，
将货运发展与低碳运输相结合。

中方统计显示，2018年中欧贸易额
达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历史
新高。在铁路运输方面，目前中欧班列已
经到达欧洲15个国家的50个城市，穿越
欧亚腹地主要区域，连接起中欧间近百个
城市，形成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
脉。

里夏尔认为，铁路运输是理想方案
之一，此外还可以更多依靠电力能源等更
环保方式。通过优化贸易运输方式，“一
带一路”建设将会更加绿色环保。

法国前国防部长：“一带一路”倡议
将会显著促进欧中经贸发展

□新华社记者 林晓蔚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将于4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作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约旦对华关系近年来发
展平稳、不断深入。一些约旦专家近日在
安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阿拉伯
国家应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加强阿中联
系、深化对华合作。

约旦最大教育培训集团TAG集团
总裁塔拉勒·阿布－加扎利说，阿拉伯国
家应加强和中国的联系，在贸易、商业、金
融等领域深化和中国的合作。

约旦作家、《言论报》记者易卜拉欣·
萨瓦伊尔说，“一带一路”合作能让沿线
国家达到共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召开将为沿线国家提供进行平
等公开对话、加强互助合作的机会。

萨瓦伊尔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各国间加强合作、不同文明间相互补
充，可以推动地区发展，进而有效打击恐
怖主义。他还表示，中国过去就是约旦重
要的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两
国合作前景更广阔。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马尔万·苏代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沿线国家经
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他说，约旦是中
东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
始成员国，应抓住高峰论坛召开的时机，
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约旦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萨米尔·艾
哈迈德对新华社记者说，他认为，阿拉伯
国家应该积极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推进和中国及其他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

（新华社安曼4月20日电）

约旦专家呼吁阿拉伯世界抓住
“一带一路”机遇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 郑江华

位于比利时南部的列日机场是比货
运吞吐量最大的机场，也是欧洲重要航
空货运枢纽之一。得益于“一带一路”建
设带来的红利，列日机场近年来不断拓
展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列日机场首席执行官吕克·帕尔东
日前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由于地处欧洲
中心，列日机场制定了全货机发展战
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列
日机场货运规模也不断扩大，目前货运
量已跻身世界前三十位。

据介绍，列日机场已与中国的广州、
乌鲁木齐、厦门、杭州、南昌、上海、武汉、
济南等城市开通货运直航，为比中、欧中
进出口贸易搭建便利的“空中桥梁”。

对于机场未来发展，比利时瓦隆大
区外贸与投资总署海外市场首席运营官
康蓬年十分乐观。康蓬年预计，今后5
年，列日机场货物吞吐量有望增长
150%，创造直接就业岗位900个，间接
就业岗位3000个。

“一带一路”不仅激活了列日机场空
中货运潜力，更带动空陆联运发展。去年
10月，郑州至列日物流枢纽的中欧班列正
式开通。目前，这一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
营，每周有2到3班抵达列日。

帕尔东表示，中国铁路运输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如果机场配合铁路进行多
式联运，不仅铁路方面获得发展，空中交

通也会得到发展。”
货运通衢带动中比合作模式不断

创新。去年底，比利时联邦和瓦隆大
区政府在列日机场与中国企业阿里巴
巴集团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阿里巴
巴旗下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项
目第一次在欧洲落地。作为平台一部
分，列日机场与阿里旗下企业菜鸟签
署“数字中枢”项目协议，项目建设面
积超过22万平方米，首期预计2021年
投入使用。

据了解，这一“数字中枢”将与西欧
密集路网和仓储网络连接，提升物流效
率，建成后商品进入欧洲有望实现“秒级
通关”。帕尔东说：“这是一份双赢的协
议，不仅有利于中国产品进入欧洲，也将
为中国带去多样的欧洲产品。这对欧洲
中小企业也有好处。”

除进一步提升货运能力之外，“一带
一路”建设还为列日机场带来其他业务。

2015年，列日机场迎来一架载有约
400名中国游客的客机。此后三年间，
往返于多个中国城市和列日之间的包机
航班带来大量中国游客，不仅为欧洲带
来更多商机，也增进了民众之间的了解
和友谊。帕尔东表示，列日机场和中国
合作伙伴还将为中国游客开发越来越多
的空中交通线路。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得到更多
支持，帕尔东说，“我认为这条‘新路’可
以连接各国，迎来大发展”。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9日电）

“一带一路”助力比利时列日机场
打造货运枢纽

□新华社记者 梁辉 余谦梁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托
马斯·伦邦日前在首都雅加达接受新华社
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世
界上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在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前世
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带来的机遇大于挑
战。

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
倡之地。托马斯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群岛国家，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国家，印尼与中国相互协调海洋愿
景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合作框
架下的优先领域。托马斯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契合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
的迫切需求，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促进
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托马斯说，它
连接起印尼首都雅加达与第四大城市万
隆，不仅可以帮助人口密集的爪哇岛解决
城市拥堵问题，还能促进高铁沿线的经济
发展。

作为中印尼发展战略对接第一阶段

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建设目前进入全
面实施推进阶段。托马斯说：“十分支持雅
万高铁项目，它是印尼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

自“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以
来，中印尼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推进，两
国在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取
得了积极成果。托马斯透露，印尼“区域综
合经济走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
作对接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了初步成果。

至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某些误解，托马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涉
及范围广泛，面临一些挑战与误解完全正
常。“我们应直面挑战，共同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我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
遇大于挑战。”

托马斯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印尼人
民看到了中国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看到
了中国游客到来所带来的收益，也非常享
受使用中国产品。

本月下旬，托马斯将前往北京参
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他相信，除了在经济合作领域外，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在环保节能、应
对全球变暖等领域拥有广阔的空间。

（新华社雅加达4月20日电）

“一带一路”倡议为
当前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访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伦邦

4 月 19 日，孩子在美
国洛杉矶阿卡迪亚市的洛
杉矶县植物园内游览。洛
杉矶县植物园位于洛杉矶
县阿卡迪亚市，占地 127
英亩，由于许多孔雀漫步
其间，故又称孔雀园。散
养的孔雀在园内“闲庭信
步”，成为植物园最大的亮
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观赏。2019 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北
京世园会）将于 4 月至 10
月举行。本届世园会将有
约 110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120 多个非官方参展
方参展，将刷新世园会参
展方历史纪录。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走进洛杉矶县
植物园

新华社武汉4月20日电 （记者
廖君 王自宸）清明时节，缅怀先烈。
在革命烈士张谦光的家乡武汉市新洲
区，干部群众自发来到革命烈士纪念
园，瞻仰烈士纪念碑、献花，寄托哀思
之情。

张谦光，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新
洲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童年时随
父母到武汉谋生。父亲死后，他只身
留在武汉，以出卖劳力糊口。1919
年，考进中学的张谦光课余揽杂活，假
日搞搬运。靠着半工半读，张谦光考
取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1934年任
大冶县政府督学，两年后调任应城县
政府督学。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开展
敌后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敌后抗日根
据地，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陶铸等到
应城县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

指导员训练班。不久，国民党派张谦
光监视训练班的活动。通过旁听陶铸
等共产党人的讲课，张谦光的思想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接受中国共
产党关于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主
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陶铸等人
的帮助下，张谦光一方面在政治上掩
护训练班的活动；一方面组织和动员
青年到训练班学习，筹建抗日宣传队，
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底，张谦光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9年春，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
员会主任委员。经过艰苦工作，成立
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
光担任区长。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

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兼政
权部部长。1941年 3月，中共应城县
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张谦光
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兼任县长。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他肩负全面
领导应城地区抗日斗争的重任，为鄂
豫边区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经济物资
和人员补给，为应城地区的抗日斗争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 年 8 月，调任襄北专员。
1945年 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
中共襄北地委书记。

1946年 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
战，围攻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
部署，实施中原突围。张谦光主动要

求留下坚持斗争，担任兴山地委书记
兼第2军分区政委，率领鄂中留守部
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在鄂西北武
当山地区，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
向其他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2月26日，在兴山县平水
河一带，张谦光所率部队遭到敌人重
兵包围，激战中张谦光中弹被俘。敌
人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都未能使
他屈服。张谦光英勇就义，时年 39
岁。

“张谦光烈士已长眠于绿水青山
之间，其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永存于
我们心中。”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办公
室主任徐志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只有传承
红色基因，做到心中有信念、心中有家
国，才能更好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张谦光：从国民党“督学”到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