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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天安门广场花坛总设计师

蓝海浪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设计“祝福祖国”花坛为国庆献礼

“马上就国庆了， 今年我们将再
一次圆满完成以 ‘祝福祖国’ 为中心
的巨型花篮与一座座富有美好寓意
的主题花坛， 为国庆节献礼 ！” 天安
门广场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自豪地对
记者说。

人过中年的蓝海浪 ， 身材瘦削 。
作为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所长、 高级工程师， 自1997年
起， 他已经连续21年参与了国庆天安
门广场的花坛设计， 他说， 每年能够
高标准完成天安门广场的花坛设计 ，
以这样的方式为祖国祝寿， 再辛苦都
是值得的。

9月15日零点， 随着第一辆吊装花
坛底座的大车缓缓驶入天安门广场 ，
天安门主体花坛组摆工作全面启动 。
如今组摆已全面完成， 花卉盛放， 静
静等待国庆的到来。

“从神来之笔的园林设计， 集科
研与传统养殖优势、 北京与云南交叉
培育的产地优势， 中外优秀花卉灵活
运用到3D技术建模优势于一身的园林
花木， 再到无数个日夜守护神州第一
街绿色的特级养护优势， 长安街及沿
线长达13公里繁花似锦的巨幅画卷正
在我们园林人手中徐徐展开……” 蓝
海浪激动地告诉记者。

蓝海浪说， 今年3月1日， 他们园
林设计院就启动国庆天安门花坛方案
设计， 所属各所、 工作室近60人参与
设计， 围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华章，
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 的主题， 设计稿经过十几轮修改，
历时五个多月才完成设计方案。

据蓝海浪介绍， 今年天安门花坛
以 “祝福祖国” 为中心的巨型花篮与
建国门至复兴门10处富有美好寓意的
主题花坛相映成辉。 建国门以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为序幕， 复兴门以畅想
美好未来收尾的同时， 在天安门广场
东西翼、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重点养
护区域， 还将形成花影缤纷的旖旎景

致， 寓意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万
众一心， 锐意进取， 为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天安门广场主花坛虽然连续第
七年采用 ‘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造型，
但为进一步提升视觉效果， 我们在设
计细节上从花朵材料、 造型、 插置精
准定位上都有创新型设计， 为了更好
突出主题， 今年选取形如红心的红掌
作为主花材， 一片片红掌象征着一颗
颗的红心， 寓意红心向党、 团结凝聚
在一起； 一朵朵高洁的梅花， 给人以
立志奋发的激励； 一束束温馨的康乃
馨， 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祝愿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 。 篮内还组合有向日葵 、

兰花、 月季、 玉兰、 叶子花等富有吉
祥寓意的花卉。” 蓝海浪说。

记者了解到，2018年国庆花卉布置
工程将应用200余个品种的140万盆花
卉，立体用穴盘苗500万株。蓝海浪和团
队成员们从3月到9月底，从方案设计到
施工现场指导，展十八般武艺，只为今
年国庆天安门花坛的“惊艳”。

21年来， 作为天安门花坛总设计
师， 这里面的艰难和辛苦有很多， 但
蓝海浪都坚持了下来， 他觉得能够设
计天安门前的花坛， 是一件非常荣耀
的事。 “马上就国庆了， 我们的国庆
寄语是， 做新时代的花坛设计师， 愿
我们的努力， 能够美化城市， 扮靓家
园， 为祖国的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
蓝海浪深情地说。

首发集团建设公司工程部长

王岳松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北国风渐冷，塞上雁秋鸣。 在这秋
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即将迎来举国欢
庆的国庆节，迎来“十一”长假。 在这惬
意的日子里，大家纷纷享受着美好的假
期，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 可
是谁又能想到，有一群工程管理人员一
直奋战在施工现场，用辛勤的劳作与大
家一同欢度着国庆。王岳松就是这其中
的一员，他是首发集团建设公司的一名
80后青年员工，曾先后参与了京石二通
道、京承三期、克乌代建等新建项目，从
2014年开始负责北京市各高速公路的
大修养护任务。

近年来，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 北
京行政副中心的建设逐步落地， 北京
市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步入大修高峰 ，
相关的改造、 提升、 养护专项工程也
进入高峰期。 所有的建设任务都存在
着工程绝对工期短、 施工空间相对狭
小、 带交通作业、 安全风险高、 环保
控制难、 半开放式施工、 社会影响不
易控制等特点难点。 然而， 在这样的
环境与背景下， 他先后参与的很多急
难险阻的工程建设任务， 不仅如期完
成任务， 而且质量和水平都达到了较
高的要求。

2017年京开高速病害处理专项由
于要配合京开改扩建同步完工， 需要
在11月夜间进行路面摊铺施工， 地表

温度已经达到0度， 热沥青乳液洒到地
面上立刻就结一层霜， 风吹得人睁不
开眼， 穿着棉服站在高速路上人都直
打哆嗦。 在这种条件下， 项目处的管
理人员每天晚上12点到次日凌晨5点都
要坚守工地。 作为管工程的部长， 他
更是冲在了一线， 冲在了前方。 他裹
着棉大衣， 跟现场的人员说： “这么
多年了， 咱建设公司就没给咱首发集
团丢过人， 就从来没掉过链子， 今儿
天儿不好， 但咱们冷并快乐着， 大家
活动活动筋骨， 我带头先上， 然后按
照咱们的分组轮着来 ， 把这次任务
漂亮地完成后， 我请大家吃火锅！” 全
体项目处人员共同努力， 科学规划流
程， 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最终在如此
恶劣的施工环境下， 不仅实现了按期

完工， 而且摊铺质量在该条件下也做
到了最好。

北五环北苑桥至顾家庄桥路段交
通噪声治理工程， 有效工期39天， 从
开工开始就困难重重， 该项目地下管
线错综复杂， 地下水位偏高， 存在流
沙层， 炮渣石回填段落等问题层出不
穷 ， 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工程任务 ，
工程24小时连续施工。 在39天施工过
程中他没回过一次家， 不分白天黑夜，
不是在现场紧盯， 就是在会议室开会
研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最终在春节
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

2018年又是忙碌的一年。 单是集
团运营养护专项工程就多达33项， 还
有北五环声屏障工程、 京津绿化工程
和通燕高速照明工程等重要工程同步

施工。 作为工程部长， 他都要对这些
工程统一把控， 不能有一个疏漏。 临
近国庆， 要安排大家的值班工作， 办
公室人员故意打趣他 ： “岳松部长 ，
十一去哪休假呀？” “这还用说， 工地
呀。 十一期间是大家出行高峰期， 咱
们大修都要占路施工， 对交通的影响
大了 ， 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交通拥堵 ，
为了保证好大家的顺利出行， 不给大
家 ‘添堵’， 我必须坚守在现场”。 正
说着， 他的电话响了， “儿子， 假期
爸爸不能陪你了， 你和妈妈好好玩”。
这样的坚守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 ，
这样的 “失约 ” 也不记得多少回了 ，
舍小家， 为大家， 平凡的岗位上， 他
用他的方式庆祝， 表达着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

平凡岗位我坚守 献礼国庆我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