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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张先哲
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林巧玲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董事长

打造园林行业的标杆企业

八年来 ， 她兢兢业业 、 创 新 开
拓 ， 带领北京花乡花木集团从一个
年产值几百万元的传统种植企业成
功转型成为产值几个亿 、 拥有园林
绿化一级资质和近百名高端专业人才
的集团型品牌企业， 企业还获得全国
十佳花木种植企业、 全国十佳园林养
护企业、 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典型
企业、 北京市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
地等多项荣誉。 她就是被评为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的北京花乡花木集团董事
长林巧玲。

“作为一名园林设计师， 我心里
也有火热的梦想： 我要打造美丽草桥，
打造园林行业的标杆企业。” 2011年，
林巧玲接受草桥实业总公司董事长王
茂春的邀请， 离开环境优越的中国航
天建筑设计院， 到草桥实业总公司下
属企业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担任总经理。
彼时， 林巧玲只有28岁。

怀揣着满腔热情的林巧玲投入到
繁忙的工作中，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周末从未休息过。 林巧玲每天踏着晨
露检查辖区或者施工现场的绿化， 白
天忙碌于事务性工作， 晚上披星戴月
赶回家还要批阅材料、 梳理工作内容。
在她和公司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现今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的专业技术人员已
达100多人， 员工总队伍达到了700余
人， 而公司的产值也达到了几个亿的
规模。

多年来，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一直
为天安门城楼提供绿植花卉服务， 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前夕， 林巧玲
带领的花艺师团队接到布置天安门城
楼贵宾室花艺的任务， 经过几昼夜奋
战 ， 她和团队出色地完成布置工作 ，
将中国的传统花艺展现在全世界贵宾
面前。

如今 ， 林巧玲依然是早出晚归 ，
每天忙碌在一线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她带领的公司也成绩斐然： 自主研发
室外立体绿墙技术、 花车技术等， 花
卉科研专利已有二十余项， 朝着高新
技术企业努力。 花卉产业传承花乡花
卉品牌， 注册花乡芍药、 草桥菊花等
品牌， 被北京市工商局授予 “北京市
商标品牌推广站”。 世界花卉大观园、
插花艺术博物馆、 奥桥园艺、 花乡花
卉创意园作为草桥花卉名片 ， 获得
“全国花文化示范基地”。

从2018年起， 花木集团还陆续承
揽了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室外景观、 北
京世园会英国园、 美国园等国际展园
设计施工、 北京平原造林、 留白增绿、
小微绿地、 城市森林、 河北省园博会、
江苏园博会布展等多项重大项目， 广
受好评。 2018年9月， 林巧玲率队建设
的丰台区嘉囿城市森林公园和2018年
11月她带队参与绿化景观设计打造的
草桥镇国寺北街， 接受了上级的检阅

与专家的考评， 获得一致好评， 草桥
镇国寺生活示范性服务街区还获得北
京市 “最美街巷”。

而2019年已面向公众开放广受好
评的世园会里也凝结了林巧林和花乡
花木集团极大的心血。 花乡花木集团
在备战世园会的关键阶段， 林巧玲带
领公司骨干夜以继日在现场协调督
战， 每次协调会议她强调最多的就是
“创新” “完善”。

“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
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才能不
辜负国家交给我们的重任 。” 林巧玲
感慨地说， 中国馆北京展区， 为更好
呈现 “红墙百花， 绿水青山” 北京独
有园艺特色， 出身设计师的她经常撸
起袖子亲自上阵， 一干就是数个小时。
林巧玲以时不我待的拼搏精神， 鼓舞
着每一位奋战一线的公司员工。

林巧玲带领团队经历了生态花
车从创意到实现的层层考验， 历时180
余天， 组织大小会议50余次。 数次车
辆骨架调整， 不断完善实施方案， 应
用多种花卉园艺创新技术， 融入五项
科技创新成果。 无数个不眠之夜， 一
处一处完善， 一点一点突破， 一天一
天超越。 凭借这股劲头， 花乡生态花
车实现了 “弧形屏 ” “鲜花扦插 ”
“新能源” “无人驾驶” “磁悬浮” 等
花车建造技术的多项首次， 受到国内
外游客的赞叹。

未来， 林巧玲将以传承花乡花卉
历史， 塑造花乡花卉品牌， 打造花卉
科技服务型龙头企业为目标， 努力实
现花卉科技、 花卉文化、 花卉服务三
大创新， 在追逐花卉事业、 实现绿色
梦想、 打造首都园林行业标杆企业的
征程上迈进！

4月28日，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盛大开幕， 那天， 北京市花
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先哲格外兴奋，
因为， 习近平主席和外国元首合影的
生态墙、 共培绿洲植树区的景观布置
以及与会国家特色花坛、 室内花艺布
置， 是她和同事们共同参与完成的。

张先哲告诉记者， 虽然她没有直
接参与生态墙的设计、 布置过程， 但
是， 当她看到这面长13米、 高6.15米
的生态墙时， 心中仍然充满骄傲和自
豪， 今年45岁的她来到北京市花木公
司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 对企业、 对
花木行业， 她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些
年来， 她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多项国
家重大活动的花卉布置工作， “作为
业内人士， 我们都知道世园会生态墙
的制作任务是非常艰难的， 时间非常
紧张不说， 这还是我们公司首次在双
弧度墙体进行垂直绿化， 也是首次应
用苔藓作为垂直绿化植物材料， 为了
出色完成这项任务， 我的同事们用了
苔藓和4万余盆蓝柏、 蓝景天、 漆姑草
等植物 ， 历时25天 ， 数次攻坚克难 ，
最终构成了这幅秀美壮观的绿水青山
美丽画卷。” 张先哲介绍道。

在世园会中国馆二层， 用各国国

花、 特色花卉， 打造的代表十个国家
的十座立体花坛格外引人注目， 有人
称在这里可以 “一日看尽十国名花”。
“其中， 捷克、 吉布提、 柬埔寨等国家
的立体花坛我都参与布置了。” 张先哲
笑着说道 ， 为了更好地保障世园会 ，
花木公司的职工分成多个小组， 兵分
几路作战， 张先哲所在的小组负责的
便是布置立体花坛地面花卉景观部分。

“最初交到我们手上的只是一张
效果图，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美丽的图
画变成真实的花坛 。” 张先哲告诉记
者， 每座立体花坛地面花卉景观虽然
平均只有12平方米， 但是它不仅要体
现出各国特色， 还要与插花花艺、 园
艺造景以及具有双向坡度的地面相融
合， 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的。

“就拿选花来说， 图纸上只标出
某个区域要用哪种颜色， 我们要根据
相应的颜色去挑选适合的花卉 ， 比
如， 柬埔寨的立体花坛是以著名的世
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为主景， 主体
景观选用橙色月季表现， 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 我们很快就确定了除了使
用柬埔寨人民喜爱的水仙花， 特色苏
铁蕨等亚热带植物外， 还使用橙色的
丽格海棠与主景相呼应。 橙色的丽格

海棠花朵硕大、 色彩艳丽， 非常适合
用来观赏。” 张先哲告诉记者， 由于鲜
切花花期短， 为了保障在开幕上达到
最佳效果， 他们在开幕之前两天才进
场， 时间非常紧张， 她和同事们昼夜
奋战， 历经36个小时， 让图画变成了
现实。

“由于经常参与城市园林建设 、
重大活动布置， 我们也见证了首都绿
化工作的发展。” 张先哲回忆道， 刚刚
参加工作时， 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就是
春季， 其他时间就是按部就班地开展
工作。 近几年来，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
视生态环境， 他们的工作早已没有了
淡季和旺季之分， 反季节施工已经成

为一种 “新常态”。
比如建设“城市森林”，近年来，我

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个词，甚至不少人
的家门口就有一座 “城市森林”。 张先
哲介绍道，近年来，他们参与了不少“城
市森林”的建设工作，它和其他类型的
城市绿地相比，最显著特点就是贴近自
然。 也就是说，仿照大自然原有的森林
生态系统，在自然形成的森林里，植物
类型是多样的，它们不仅发挥着净化空
气、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同时也是众
多小动物的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 “通
过我们的努力， 让首都变得更加绿色、
宜居 ， 我感觉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价
值。 ”张先哲说道。

将虚拟的图画变成绝美的花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