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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9个家庭重阳登高感悟孝道
□本报记者 盛丽/文 彭程/摄

平谷戏曲巡演走进18个乡镇街道
□本报记者 马超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系列盛大活动中， 广大首
都职工和工会干部身先士卒、 奋勇拼搏、 无私奉献， 充分展现了首都
工人阶级的主力军风采。 为了更加生动展示首都职工和各级工会在这
一盛典中的风采， 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题主线， 本报从即日
起将开设 “国庆有我” 专栏， 深入挖掘报道全市职工与工会干部参与
国庆活动筹办和服务保障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 以及
参与游行、 联欢活动的各界职工群众、 志愿者及各方服务保障人员的
辛勤付出， 大力弘扬首都职工群众热爱祖国、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浓
厚氛围和精神风貌。 敬请读者垂注！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国庆来临之际， 长安街上花
枝招展，12座花坛盛装迎客，“我
与花坛”的合影更是“刷爆”了市
民、游客的朋友圈。听到市民一次
次的交口称赞， 北京城建园林设
计院精品园艺工作室负责人、高
级工程师蓝海浪坦言这是自己和
花坛设计师们 “最开心的时候”。
历时数月设计修改，和园林“能工
巧匠”的精心装扮，由北京城建园
林设计院设计、 北京城建园林花
木公司施工的12座立体花坛，用
绿叶和鲜花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取得的辉煌成就逐一展现。

“最难的一次‘高考’”

品“壮丽70年”，讴歌民族伟
大复兴；看“美丽中国”，勾勒祖国
秀美山川；观“中国创造”，遍览大
国工匠智慧结晶……从建国门到
复兴门，12个花坛特色鲜明、风格
各异，呈现出12个不同的主题，又
表达着同一个愿望———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我从事立体花坛设计22年
了， 这是我觉得最难的一次。”蓝
海浪表示，要把“70周年”这个主
题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难就难
在很多题材都用过， 这次要全部
换掉，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
时还要完美的呼应盛大的游行活
动，大家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蓝海浪将每年的花坛设计都
比做是一场高考，今年“题目难”，
就要早准备、早筹划、早设计。“去
年年底我们就开始多方搜集资
料，从今年的1月到8月，方案设计
了上百个， 修改如家常便饭般经
历了无数次， 更是请了很多业内
专家反复论证指导。” 蓝海浪表
示，设计师设计方案过程中，不仅
要兼顾国家的主旋律、 民族的大
团结、 未来的新蓝图以及百姓的
心声，更要亲临现场踏勘了解，结
合场地大小、朝向等元素，做到因
地制宜。他向《劳动午报》记者介
绍，因东单西南角宽度小，那里的
花坛便被设计成了一幅 “美丽中
国”画卷，有效缩减了花坛宽度，
又自然美观地呈现了祖国的一片
大好河山。 考虑到其朝向背对阳
光， 设计团队特意挑选了耐阴的
植物， 来满足景观呈现的需求。
“我们要赋予这些花坛美感、空间
感、画面感，表现‘中华民族站起
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壮丽70
年。”蓝海浪说。

晚上安装设备结构， 白天摆
花，随时准备修改施工图，施工配
合期间， 蓝海浪和同事每天两三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显得颇为珍
贵。“走路想，坐地铁想，睡觉做梦
都要想。” 让方案变成花坛的过
程，令蓝海浪和同事备受煎熬，可
当这些花坛惊艳了北京， 引来无
数市民和游客争相拍照留念，这
份煎熬便蜕变成了一份荣耀。东
单西北角的“奋进新时代”主题花
坛，俨然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奋力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字样与飘扬的红旗相得益彰，
两侧奔腾的骏马脚踏祥云， 呈现
出一派气势恢宏之景。 蓝海浪表
示：“我们会分别去这些花坛，收
集市民对一些元素的评价与建
议，便于下次借鉴和改进。”

“‘老战场’上的‘荣耀之战’”

花坛设计烧脑， 花草养护熬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
京城建园林金都公司绿化三大队
副大队长王水清作为 “金水桥旁
的园艺人”，虽然是在熟悉的地点
“作战”，却比往常更加不敢怠慢。
“规模大、时间紧、要求高”，王水
清这样描述花木修剪养护工作。
他告诉记者， 参与这份工作的职
工，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对
专业的精细化程度也有更高的要
求。“例如， 为了不影响到一些阅
兵设备的正常通行， 我们对长安
街的树木进行了‘净空’修剪，既
要达到不影响车辆设备通行，又
要保证行道树的美观。 而对于地
栽花卉来说，我们在9月10日左右
便要进行精心修剪， 以便让花卉
在20天后迎来最佳观赏期。”

人员有限， 是王水清和同事
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他用“夜以继
日”这个词，形容了养护工们的工
作时间， 更是开玩笑地表示很多
职工累得都“反应迟钝”了。“这个
月平均下来， 每个人每天也就睡
两三个小时， 不分白天黑夜地忙
前忙后，虽然很累，但为了那一刻
的辉煌，大家都在坚持。”王水清
回忆，9日和12日，下了两场大雨，
工人们虽然在养护过程中穿了雨
衣， 面对瓢泼大雨依然是无济于
事。“里外全是透的， 内裤都是湿
的。”可大雨并没有影响到大家干
活的热情， 王水清表示，“大家没
有丝毫怨言。”

国庆期间， 王水清和同事还
要驻守在应急点位， 进行两天一
夜的应急备勤值守工作。“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能够养护
长安街上的花木，为祖国献礼，是
园林绿化人无上的荣耀。”

“新品种、新技术、新景观”

据了解， 北京城建园林集团
充分发挥园林设计、园林施工、绿

化养护、花卉苗木、科技研发等全
产业链优势， 上千名园林职工日
夜奋战装点祖国。 今年国庆花坛
整体应用230余个品种的花卉，自
主培育品种、 新引进品种和乡土
植物共同扮靓天安门广场和长安
街。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除了每年
常规的时令花卉如串红、 矮牵牛
外，今年还引用了“重金属”柳枝
稷、小兔子狼尾草、金酒吧芒等新
品种，与此同时，城建园林集团金
都公司在长安街沿线地栽花卉总
共布置了20个节点，兼顾人行、车
行和航拍效果。此外，诸多新工艺
也让施工变得事半功倍。 可埋式
滴灌技术， 提高了滴灌的均匀性
和精准度； 以新型波音帖代替不
锈钢材料的镶边工艺， 节约了时
间和材料成本；应用水纹灯、连续
点状光源， 更好的营造出花坛水
景、山景夜间效果……

今年， 半圆式立体造型花拱
最吸引眼球， 5米长的花拱交错
矗立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招商银
行、 公安部等重点绿地中， 结合
周围新栽植的矮牵牛等花卉， 搭
配原有的色块、 灌木， 呈现出多
方面立体效果。 遍布长街绿地的
花球也是此次景观布置的一大亮
点， 金都公司项目人员提前做好
花球支架模型， 准备非洲凤仙、
角堇和四季海棠， 凌晨时分工人
伏在地上逐个按照顺序将花卉安
插到花球展示架上， 仅一个花球
就需要4个人花费两小时共同完
成， 职工发扬 “工匠精神”， 短
短4天就完成了55个花球、 6个花
拱的布置工作。

机场路高速路和三里河路沿
线， 同样是国庆期间花卉布置的
重点。2162组护栏花箱、1970平方
米地栽花卉， 让机场高速路两侧
原本单调、冷冰冰的护栏“开”满
鲜花，像是盖上了一层“花毯”，变
成了园林景观的一部分。 与往年
不同的是， 今年挂花的方式不再
是现场安装、现场栽植，而是采用
新的花箱样式， 在厂家将花提前
栽到花箱里， 养护到盛花后现场
直接安装， 这样降低了高速路上
栽花的安全风险， 也避免了缓苗
期间景观效果差的情况。

蓝海浪说：“北京的金秋是个
美丽的丰收季， 不管是园林绿化
行业的设计者、 施工者还是养护
者，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收获颇丰，心满意足。”

园林工匠装点“花样”京城
北京城建园林设计院精心设计12座立体花坛展现70年辉煌成就

开栏的话

10月7日 ， 在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开展的 “我和我的祖
国———重阳登高·我带父母登
城楼” 活动中， 来自本市多个
社区的19个家庭的居民登上了
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
场正南 ， 坐落在砖砌城台上 。
在城楼上， 大家眺望前门大街
和天安门广场。 参观中， 不少
人都是第一次登上城楼， 心情
格外激动。

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七
年……顺着台阶人们来到城楼
一层的展厅， 在正阳门管理处

主任关战修的引导下开始参观
《正阳门历史文化展》。 通过浏
览一幅幅图片和一段段文字 ，
参观者了解到很多有关正阳门
的历史。

参观完展览后， 不少人挥
动着手中的国旗在城楼上合影
留念。 杜晓尊带着父母还有10
岁的儿子和4岁女儿一家来参
加活动 。 “我小时候登过箭
楼， 这是我第一次来登正阳门
城楼 。” 杜先生说 ， 能在重阳
节带着爸妈来登高， 还能参观
展览了解北京历史和文化很有
意义。

10月 7日 ， 平 谷 区 举 办
“平谷重阳戏曲会 ” 活动 。 本
次活动以 “孝满京城 德润人
心” 为主题， 由平谷区委宣传
部主办， 平谷区教委、 平谷区
民政局、 平谷区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平谷区温暖之家老年公
寓的 150余名老人欢聚一堂 ，
共度佳节。

本次演出挑选了老年朋友
喜欢的戏曲节目 ， 包含评剧 、

河北梆子 、 京剧等多种形式 ，
同时穿插老年旗袍秀、 太极表
演等元素， 弘扬孝老爱亲、 老
有所养的美德善行。

本场演出也拉开 “平谷重
阳戏曲会巡演”的序幕，从10月
8日至10月13日，演出队伍将陆
续前往全区18个乡镇（街道）举
办18场戏曲演出， 现场还将向
老人赠送“福”、“寿”书法作品，
表达重阳节的祝福。

10月7日 ， 石景山区第六
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暨第三十
二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在北京
八大处公园举行。 活动以 “孝
满京城 德润人心” 为主题， 开
展了四大板块、 十五项活动。

今年重阳节恰逢国庆假
期 ， 活 动 中 设 计 了 双 节 同
庆———大型景观秀活动。 重阳
节当天， 在虎峰山顶设置了近
万平方米的大型重阳主题布艺

景观庆 “重阳 ”， 祝福天下老
人平安康健。 四处大悲寺前的
石刻 《弟子规》 影壁让游客可
以感受传统文化的气息， 在潜
移默化地接受忠厚家风教育。

同时，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作为惠民公益性文化场所
和科普文化基地， 游览主干道
六处、 八处沿途将安装群众性
科普知识文化牌， 为游客提供
更加丰富的旅行内容。

石景山区布艺景观庆“重阳”
□本报记者 唐诗

欣赏皮影演出、 深入后台
探秘、 亲手制作皮影……丰富
的活动环节， 让现场的70余位
老年人收获满满 。 10月 7日 ，
记者从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获
悉， 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举办
了 “皮影贺重阳 ， 光影忆童
趣” 主题活动， 为老人们献上

了一份充满新意的节日大礼。
活动当天， 北京龙在天皮

影艺术团为老人们呈现了精彩
演出。 由于演员多数是 “袖珍
人”，让观众们对他们的经历更
多了一份欣赏。 老人们纷纷表
示，“这样的重阳活动有乐趣 、
有收获！ ”

甘家口“皮影贺重阳”为老人献爱心
□本报记者 白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