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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开园还有 60 多天，经过一
整个冬天的蓄势待发，北京
的春天已经悄然而至。

春天，是生机勃勃、万
物复苏的季节，大地回暖，
绿回人间。走在北京世园会
的园区里，能切身感触到这
种春天万物萌发的力量。不
久之后，这里将为全世界奏
响一首绿色交响曲，而这首
曲子的主旋律，便是融和。

这融和，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北京世园会的国
际 馆 主 体 建 筑 进 入 收 官 阶
段，94 朵大型“花伞”争奇
斗艳，震撼人心。“可别小看
这‘花伞’，每一朵里都有大
学问。有的顶部装有太阳能
电池板，将为场馆提供环保
的电力能源。”现场施工人员
告诉我们，每朵“花伞”都
有雨水收集管，与地下的相
关管线相连接，集中引流到
雨水收集池，这样一来，雨
水被收集起来可以进行二次
利用，节约资源而且十分环保。世园会从建设
之初就特别注意保护当地的原生态环境。

这融和，是各国文化的交相辉映。500余公
顷的土地上，将会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前
来参展，将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各国文化。不同
国家不仅将为大家带来独具特色的植物物种，
也将在展园建设中尽显本国的独特文化气质。
这里就像一个舞台，各国文化纷纷登台亮相，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这里又像是一
场研讨会，各国园艺界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
绿色发展建言献策。

这融和，是物质美与心灵美的统一。北京
世园会期间，将展览展示出人类生态文明的优
秀成果。来这里参观的人，不仅可以品一场文
化盛宴，感受园艺文化的丰富内涵，还可以读
一本植物全书，上一堂生态课堂。在这里，我
们可以领略不同国家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也可
以思考植物、园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走一
走，俯身闻闻身边的花香，抬头看看天上的鸟
儿，不仅能使身体愉悦，也能让心灵返璞归
真。只有物质美的世界是不完整的，物质美和
心灵美的和谐统一，才是我们真正的美丽家园。

就在不久前，美国航天局在社交媒体发
文：世界比 20年前更绿了！美国航天局卫星在
2000年至 2017年间收集的数据显示，全球绿化
面积增加了5％，相当于多出一个亚马孙热带雨
林。更令人惊喜的是，仅中国的植被增加量，
就占到过去 17 年里全球植被总增量的 25％以
上，位居全球首位。

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正在将很多不
可能变成可能，而且，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各
国一道，共同守护我们
的美丽家园。

以花会友 迎八方客

2016 年底，2019 北京世园会国际馆设计方
案敲定：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胡
越工作室团队设计、总建筑师胡越主持设计的
方案成功中标。与展示中国植物多样性和园艺传
统技艺的中国馆不同，国际馆将承担“以植物和
园艺，会八方之友”的重要任务，在室内展示世界
各国、国际组织的花卉植物，举办国际园艺竞赛。

既要融和世界各国的园艺风情，又要绽放
各国特色，国际馆的设计师们匠心独具，决定
打破常规的设计思路。

“我们想模糊地域、边界的概念，打破不同
文化的边框。作为国际馆，整个建筑不会让人
联想起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这里是无边界
的，世界各国的参展方、游客来到这里，就像
走进一个大森林一样。”参与设计的胡越工作室
建筑师游亚鹏对本报记者说。

放眼整个国际馆，它包含地上二层、地下
一层，总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是园区内面积
最大的场馆。地上两层的国际馆分为了南区和
北区，两区以一段空中连廊衔接。馆顶簇拥着的
94把“花伞”则是国际馆的最大亮点。以“花伞”为
基本元素，94 棵由钢柱和悬挑钢梁构成的“花
伞”，在顶部的花瓣处互相连接，既对建筑起到支
撑作用，又构成了如同“花海”般的屋顶。

从远处看，在海坨山绮丽倒影的映衬下，
国际馆像是绽放在成荫绿树里的一片花的海洋，
与周边的青山绿水相得益彰。游亚鹏介绍道，淡
化建筑形象，将花海融入环境之中，契合了设计
之初提出的“融和绽放”的设计理念。

目前，国际馆已经完成了主体建设，建筑
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着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
建造。60余天后，捷克、巴拉圭、缅甸等五大
洲的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园艺展览都将进驻
国际馆。牡丹芍药、月季、组合盆栽等国际园
艺竞赛也将在国际馆举办。五洲荟，四海聚，
届时，园区内将迎来一场场园艺界的“奥林匹
克”竞技。

多元融和 百花齐放

园艺是跨越文化、跨越种族、跨越宗教的
纽带和桥梁。为了办好这场世界性的园艺盛
会，北京世园会的规划者和建设者们始终秉承
着“融和绽放”这一理念。

国际馆的下沉广场设有五洲坡道，借鉴奥
运五环的配色方案，每个大洲以其最具代表性
的植物打造景观坡道，坡道景观墙上沿以代表
各个大洲色调的花卉进行装饰。下沉广场是国
际馆的入口，给游客以包容万物的印象。

国际馆的序厅则采用水系动态投影、景箱
透景画壁、数字景窗等形式，向观众展现各个国
家和民族特有的园艺品种。以水为意象，不同流
域代表着不同特征的园艺文化，寓意多样的繁荣
与开放。

除了展馆内的布局，馆顶的“花海”也在
“融和”上大有讲究。虽是同一片“花海”，但
室外部分的花伞之间为镂空结构，室内部分花
伞之间的空隙则用透明玻璃连接。抬头望去，
柔和的光线透过“星芒”造型的玻璃天窗布满
室内大厅，令人仿佛置身于繁星之下。“这打破
了一般建筑室内外空间的明确边界，身处室内

时也仿佛在室外，人与自然环境实现了空间上
的融和。”游亚鹏说。

在“融和”的过程中，“绽放”也无处不
在。本届世园会不仅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中国园林技艺，同时也汇聚了世界各地独
特的园艺特色与地域文化。

各参展国园艺都能在北京世园会拥有充分
的绽放空间。在国际馆，参展者可以自行设计
布展。除了国际馆内的国家 （地区） /国际组织
展区外，世园会园区内还专门设有部分国家的
展馆，由该国设计师自行设计并建造。

纵观国际展园，日本园以“池泉式”为建
筑风格，使用四季鲜明的美丽日本花卉展示

“面朝大海、四季花卉”的主题；新加坡展园主
要展示以赤轴椰子林、顶级兰花、红睡莲等为
代表的极具特色的热带植物；德国馆则以原木
立体墙突出其绿色、环保和健康的理念……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作为时隔 20年后、中国又一次举办的世界
园艺博览会，在园区和展览的设计和规划上，
东道主中国也向世界展示了引领全球绿色发展
的积极态度。

这次世园会打开思路，首次将园艺展示拓
展到花卉、水果、蔬菜、草本的大园艺范畴，
截至目前已有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有望成为历届世园会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最多
的一届。从设计规划来看，无论是园区的制高
点永宁阁，还是中国馆、国际馆等场馆，都在
通过各种方式创新绿色科技，践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

“每一朵花都融入了科技的成分。”游亚鹏
介绍，在国际馆每棵“花伞”的顶部，设置了
融雪电缆，并在“花伞”柱内设有雨水管。部
分“花伞”上还设置有光伏膜，使国际馆具备
光伏发电、夜间照明等多种功能。这些都体现
了人文与科技的融和。

考虑到世园会举办时正值北京的夏季，国
际馆的建筑师们还在若干朵“花伞”下留出了
开放的公共空间，像一个城市遮阳伞，为人们
提供一个舒适的驻足停留、休憩区域。这也是
游亚鹏看重的人性化的室外空间。

漫步园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理念
无处不在，建设者们将“生态优先”彰显于各个角
落，将“环保可持续”落实在每个细节。这些既是
建设美丽中国的又一生动实践，又是向世界传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理念。
“北京世园会宛如中国通向世界的一扇绿色

窗户，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生态之美，也向世界
展现了中国落实生态优先理念的决心与行动。”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虽然各国的园艺设计理念不同，植物构
成各异，但贯穿不变的是大家对绿色生活和美
丽家园的共同追求。”

中国绿色发展之路走得稳健而坚定，北京
世园会园区建设的脚步也一往直前。国际馆地
面平台“曲水流觞”的线条设计，宛如一条河
流蜿蜒曲折。这一源自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诗酒
唱酬的习惯，被建筑师巧妙且不突兀地融入国
际馆的设计中，仿佛正在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发
出邀约，请他们来此汇聚一堂。60多天后，世
园会场馆和展馆都将以完整的面貌亮相于公众
面前，相信定会令世界惊艳。

再过 62 天，北京世园会将在长
城脚下、妫水河畔拉开帷幕。目
前，世园会园区工程建设进入最后
收尾阶段，其他各项筹备工作进展
顺利。

北京世园会园区的主要场馆为

“四馆一心”，包括中国馆、国际
馆、植物馆、生活体验馆和演艺中
心 （妫汭剧场）。日前，笔者进入园
区采访了解到，这5座主要建筑已进
入施工收尾阶段，即将迎来调试阶
段，为布展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从园区的1号大门礼乐门驶入园
区，形如一柄“玉如意”的中国馆
拔地而起。中国馆的屋盖如同中国
古建筑的屋顶，整体呈棕褐色，屋
盖上安装了 1024 块光伏玻璃。走进
一看，几位工人正在忙碌作业。北
京世园会事务协调局官网的最新资
料显示，当前，中国馆主体结构、
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已全部完成，
室外及景观工程已完成95%。

植物馆的建筑四周被一颗颗庞

大的垂坠根系包围，一层为热带植物
温室，许多来自不同地区和纬度的热
带植物已经“进场”。国际馆、生活体
验馆和演艺中心（妫汭剧场）也即将
迎来调试阶段，为布展提供条件。

来自北京世园会事务协调局的
消息，截至发稿前一周，世园会国
内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园、
17 家企业展园中，北京、江苏、海
南、浙江、广东、宁夏、新疆等 26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园，以及

天津海棠、江苏澳洋、北京首开股
份、云南鑫通文化等 15 家企业展园
主体工程基本完成。汇聚全国各地
的奇石文化、展示中华民族向心力
的同行广场，也已经接收 33 个省区
市及港澳台地区的展石。

据北京世园会事务协调局官网
的消息显示，在确认参展的 110 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中，80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计划室外参展，将建设40个室外展
园（33 个独立展园和 7 个联合展园）。

目前，已有36个展园入场施工。
今年年初，连接北京城区与延

庆区的兴延高速 （后与延崇高速合
并统称为京礼高速） 正式开通。京
礼高速的开通将缓解北京城区到延
庆区的交通压力，吸引更多游客自
驾前往世园会园区。为了方便居民
自驾出行，园区周边建设了约2万个
配套停车位。

同时，北京世园会共有8条市政
配套道路，分别为阜康路、百康
路、世园路、圣百街、湖南路、北
靳路、西顺城街、康河路，这8条道
路也将为世园会提供交通保障。

据报道，世园会周边 8 公里范围
内将供应就餐位 2.2 万个，124 户“世
园人家”、延庆主要酒店和200个民宿
院落已实现在线预定。此外，北京世
园会的线上购票渠道已正式开放，
市民可通过 2019 北京世园会票务销
售签约线上代理商遨游网及其合作
伙伴携程网下单购买。

北京世园会：

美美与共 融和绽放融和绽放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倒计时62天——

世园会进入布展运行筹备阶段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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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日，一颗钢质“花伞”在国际馆上空缓缓吊起。这
一天，作为2019北京世园会主场馆之一的国际馆，拥有了拟定方案
中第一个绽放的花朵。

数月后，由94把象牙白“花伞”簇拥而成的“花海”在世园会
园区绚烂绽放。置身其间，仿佛倘佯在美妙的森林之中。以“花
海”为意象，国际馆将向世界传达其“融和绽放”的设计理念。60
多天后，它将和其他主场馆一道，共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绿色使
者们，大家美美与共，分享自己建设绿色家园的成果。

去年4月，工人在国际馆工地吊装“花伞” 据百度

泰国园效果图 北京世园局宣传策划部提供

妫汭剧场施工现场 北京世园局宣传策划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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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俯瞰图 潘之望摄中国馆俯瞰图 潘之望摄

多种珍稀植物亮相植物馆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