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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天上午11时， 国庆期间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量已达298万人次。 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庆游园中， 除了颐和
园佛香阁、 天坛祈年殿、 北海琼华岛等传统景区持续受到游客青睐， 已完成文物腾退对外开放的公园新景区也得到游客追捧。 此外， “红色游” 成为今年
市民游览的重头戏， 各界游客慕名到北京市属公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场所缅怀先烈， 激励爱国情怀， 感受在绿色生机中孕育着的 “红色情结”。

国庆假期298万人次参与游园活动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专门打造了 “体
育强国” 展览展示区， 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的奥运历程及辉煌成就， 特
别展出作为 “双奥之城” 的北京， 城市
的发展及变化。 同时， 也展现了体育科
技的卓越发展。

“双奥长廊” 部分通过对参奥、 申
奥、 举办奥运的回顾与展望， 体现了我
国十年磨一剑的辉煌成就， 体现了我国
的综合实力， 彰显出我国的大国风范。
中国5G赋能奥运、 VR观赛、 5G+8K的
高速率超高清播放、 奥运装备实物展示
等内容， 将科技奥运、 绿色奥运、 人文
奥运进行了深度诠释。

“我爱奥运” 是本次展览中为游客
设计的开放式体验互动区。 其中， 被称
为 “子弹时间” 的酷炫全新拍照方式，
模拟大片里时间静止的特效， 由180度
3D环绕拍摄， 每一位体验者在冰雪背
景中， 做各种运动姿势， 将昂扬向上最
美神态永远定格保存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庆典盛会中。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展示双奥之城卓越发展

北海公园：

引导游客文明游园
游船是北海公园的一张 “金名片”， 节日期间为了能使游客们更

好地体验 “让我们荡起双桨” 的快乐， 北海公园在服务保障方面做
足了功课， 在主要码头设有游客接待引导人员， 及时疏导码头滞留
游客， 并提供咨询服务， 做好接待工作； 适时增加湖面巡视， 对游
客进行安全提示， 及时帮助游客解决乘船中遇到的问题。

此外北海公园内还开展了 “文明游园， 互助你我” 主题宣传引
导活动， 活动充分发挥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带动作用， 文明引导
员在重点门区和景区内引导游客有序排队， 文明礼让， 维护良好的
游园秩序， 彰显了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们喜迎国庆、 服务社会、 服
务公园、 服务游人的精神面貌。

北京国际雕塑公园：

体验冰雪运动
国庆节期间， 北京国际雕塑公园迎来大批游园市

民， 公园开展了以 “文创繁荣” 为主题的展览展示和
文体活动。 在冰雪运动展示区， 一座 “冰立方” 吸引
了游客的目光。 这座 “冰立方” 利用公园现有 “城市
多面体” 框架结构， 按照冬奥会15个比赛项目进行
“包裹”， 选取冬奥比赛精彩瞬间， 成为集运动项目展
示、 精彩瞬间呈现为一体的 “冰立方”。 在这里， 游
客参加了冰壶球、 冰壶、 冰蹴球、 冰球射门、 滑雪机
体验、 高山滑雪VR体验， 通过互动项目， 引起广大
群众对冰雪项目的关注， 喜迎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
在互动区设置奥运专属邮筒， 游园市民在明信片上写
下冬奥寄语， 通过邮局 “时光慢递” 方式投递给2022
年的自己。

海淀公园：

游客感受科技魅力
国庆期间， 海淀公园以炫酷的科

技感和精彩的文艺演出， 让广大游客
共享国庆欢乐。 不少游客感叹， 海淀
公园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记者发现， 去年年底开放的全国
首个AI科技主题公园又增加了众多新
的项目内容。 近年来， 海淀公园积极
探索科技与园林的有机结合， 增强了
游客的体验感， 让游客们真真切切地
感受、 体验到 “科技改变生活” 带来
的乐趣。 设施的增加旨在以三山五园
文化为特色， 以科技公民培养为特点，

和谐社会共同参与为目标， 将海淀公
园打造为绿色智慧园林 “样板间”。

游园活动期间， 游客们在海淀公
园免费体验诸多互动科技内容。 譬如
公园智能导览系统、 智能步道、 语音
对话亭、 智能灯杆、 雨水收集互动展
示等。 游客们还可在 “未来空间” 参
观体验智能家居、 畅春园虚拟空气成
像、 沉浸式畅春园漫游系统、 古建搭
建、 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场景可视化系
统等交互体验项目， 以及公园智慧管
理系统展示。

陶然亭公园：

主推国庆红色旅游路线
10月5日， 《我爱你中国》 在

陶然亭公园里响起，市民游客自发
参与，舞动着手中的红旗，佩戴国
庆主题胸贴，用脍炙人口的旋律向
伟大的祖国表白。 活动当天，公园
在慈悲庵内开展 “心向祖国 唱响
陶然” 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宣传活
动。据了解，节日期间，公园打造的
国庆红色游览路线，为游客提供红
色文化义务讲解， 并在慈悲庵五
团体会议室分场次播放由公园职
工自编自导自演的 《五团体会议》
历史还原剧视频，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让游客度过一个
意义非凡的国庆假期。

此外， 今年恰逢李大钊诞辰
130周年， 公园联合李大钊故居、
西城区史志办 ， 于慈悲庵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纪念李
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 ” 主题展
览。 为更好地服务市民游客， 公
园对慈悲庵进行红色主题环境布
置， 在李大钊纪念室前设置了以
“党旗＋入党誓词 ” 的硬质展架 ，
为来园开展党日活动的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等提供庄严热烈的环
境氛围。 在五团体会议室前设置
五团体会议简介、 时代背景、 历
史意义等内容展板， 带领游客重
返新青年的进步年代。

园博园：

戏曲文化周看点多
“这次的戏曲文化周比以往更丰富多彩了， 新增

了园博音乐节、 戏曲工作坊等项目， 看点很多， 而且
现在的园博园比平时装点的也更加漂亮。” 来自西城
区的杨阿姨告诉记者。

在园博银杏大道举行的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丰创
市集上， 各种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 北京毛猴、 彩
砂画、 苗绣、 老北京料器、 老北京 “太平燕” 等各种
非遗产品吸引游客纷纷上前询问、 购买。 在彩砂画展
位， 四五个小朋友正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认认真真地
描摹脸谱、 荷花、 小动物等各种图案。 负责人蒲兵告
诉记者， “戏曲文化周期间， 每天都会有20来个小朋
友围坐桌前学习绘画彩砂画， 大家都很感兴趣， 希望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通过戏曲文化周的平台得到
更多人的认可。” 北京毛猴的展位前也是人头攒动，
负责人叶女士介绍， 北京毛猴是老北京特有的传统手
工艺品， “现在了解这个的越来越少了， 我们也希望
能够更多的宣传推广一下。” 叶女士说。

园博园4号门附近舞台上， 第三届京剧票友大赛
精彩纷呈， 台上生旦净丑惟妙惟肖， 台下座无虚席掌
声阵阵。 来自河北的演员杨志辉已学习了十几年的京
剧， 本届大赛他带来 《探皇陵》， “特别期待跟票友
们切磋切磋。” 杨志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