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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近700棵古树目前开始认养了！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对外公布了 2019

年全市林木绿地的认养名单，其中包括分布在全
市范围内的697棵古树。

“很多人通过网络平台看到了联系方式，办公
室电话快成热线了！”日坛公园管理处董春阳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笑着说。从古树认养信息在网上公
开以来，很多市民向日坛公园咨询相关信息， 有
的还想要实地考察一下古树的情况。

目前，北京全市共设立了 32 个古树认养接待
点，包括地坛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日坛公园
等。“古树是可以认养的，非常欢迎社会单位和个
人参与。”董春阳告诉笔者。据透露，已经有游客
认养了枝干粗壮的大法桐，还有的明星粉丝以偶
像的名义，一口气领养了20多棵树。

近几日天气晴好，草木萌生绿意，朝阳区的日
坛公园内充满了春日的生机。游客们在公园中脱

下外衣，享受暖阳，园中高大的古树令人赞叹。
在这里，笔者看到古柏、紫玉兰、大法桐、樱花、大雪
松等几十棵历经百年风雨的古树名木正等待着有
缘人“领养”，等待着和市民们建立更深的情谊。

据有关方面介绍，作为朝阳区的古树认养
点，日坛公园对每一棵树木都进行了编号，与GPS
系统绑定。认养者在实地查看树木或者看过公园
提供的照片后，就可以决定具体养哪一棵树。在
此之后， 公园将和认养者签订 3年期的合同，认
养者便成了古树短期内的“主人”。认养者还会收
到荣誉证书，园方借此对认养者以鼓励和感谢。

认养古树之后，园方会对认养者的资金进行
专款专用，通过日常检查、安排保安巡视或者外
包给更专业的公司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全面
的管理和复状。“如果认养人想了解古树的情况，
我们也会告知今年在这棵树上做了哪些工作，像
认养孩子一样。”董春阳告诉笔者。

为了让更多人积极参与活动，日坛公园下了
一些功夫。已经被认养的树木上会挂有认养者信
息的牌子，认养者还可以将“寄语”写在上面。
董春阳介绍，“我们正在对公园里写着被认养树木
信息的牌子进行升级，升级以后将更加醒目，要
在公园里营造一种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
与。牌子上面留有我们中心的电话，大家可以随
时联系进行认养。”

许多北京市民纷纷表示，认养林木既维系着
对家园的感情，也寄托了许多祝福和情谊。作为
古树认养的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博士黄艳超对此
深有感触。“写了我名字的那 3棵树是我们一家三
口认养的，算是一个纪念，也祝家人平安健康。”
除了为家人祈福，黄艳超还为自己班上的同学认
养了树木作为毕业留念。他所教授的资源环境专
业的学生对这份毕业礼物十分感激，很多同学表
示愿意毕业后再去看看它们。

北京又一批古树开始认养
陆培法 于林海 刘瑞祺

新华社北京4月7
日电 （记 者齐中熙）
2019 年清明假期，民
航运行安全平稳，据
民航局初步统计，清
明假期 （4 月 5 日至 7
日），全国共保障航班
约 4.7 万班，同比增长
5.9%；全国航班正常
率为 90.8%，与去年同
期相比提升 5.8 个百分
点；运送旅客475万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4.9% ；
平均客座率约79%。

民航局监测的全
国主要城市始发航班
数据显示，4月 5日至 7
日，民航出港航班客座
率整体相对较高的机
场有天津、宁波、杭州、
三亚、温州、郑州、乌鲁
木齐、广州等，各机
场平均出港航班客座
率均未超过 90%，机
票保障总体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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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赵珊） 记者7日
晚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清明 3 天假日，各地
文化和旅游产品丰富，市场平稳有序。经中国
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综合测
算，清明假日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12亿
人次，同比增长 10.9%；实现旅游收入 478.9亿
元，同比增长13.7%。

清明假日旅游产品供给丰富。各地繁花似
锦，踏青赏花、特色展演、民俗文化展示、书
画摄影展览、戏曲表演等异彩纷呈。城市文化

休闲活跃，周边短途游广受欢迎，举家登高望
春或采摘成为游客首选。数据显示，清明假日
周边短途游占比超过60%。

假日期间，以博物馆、文化遗产及小镇、
宗教祈福、民俗风情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游走
热。调查显示，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科技馆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受访者分别高达
54.33%、32.36%、38.24%、37.23%和42.91%。

清明假日红色旅游热情高。数据显示，红
色主题类景区在线购票量同比增长55.2%。各地

历史博物馆、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战纪念馆等
红色旅游景区纷纷开展清明主题活动，游客在
参观红色景区、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家国情
怀进一步升华。

文明旅游成常态。各地通过举办清明公益
文化活动，倡导文明祭祀形式，弘扬祭祖、敬
老、感恩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引导游客树
立文化自信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游客手提垃
圾袋，做到“人走垃圾走”。游客在文明中享受
春日美景，假日生活品质高。

清明假日国内游达1.12亿人次

据新华社上海4月 7日电 （记
者许晓青） 拥有逾百年历史的美国
克利夫兰管弦乐团 6 日晚在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厅献演专场音乐会。这
是时隔21年，这支美国名团再度造
访上海。

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创立于 1918
年，是“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6
日晚，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
第五钢琴协奏曲，理查·施特劳斯的
交响诗《英雄生涯》。在终场谢幕时，
乐团又返场加演了中国作曲家叶小
纲创作的《广东音乐组曲》之《旱天
雷》等，致敬中国音乐艺术。

参加此次演出的乐团大提琴副
首席查尔斯·伯纳德早在 1992 年就
加入乐团，他亲历了1998年克利夫
兰管弦乐团访华期间的上海站演
出。“今天，中国各地的音乐厅及其
设施，建设得更加现代化。观众的
素养也不断提高。我看到更多青少
年坐在观众席上，这令人印象深
刻。”谈及此次重返上海演出，伯纳
德感慨道。

克利夫兰管弦乐团 7 日晚将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再演一场，随
后将赴南京、武汉、北京演出，并
与多地音乐教育机构开展交流。

美国克利夫兰管弦乐团访沪

4月7日是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1454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旅客列车732列。图为福州火车站站台人头攒动。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珠峰旅游进入旺季

4月以来，珠穆朗玛峰已进入旅游旺季。为严格保护珠峰保护区生
态环境，所有游客从今年起在景区内最远只可抵达绒布寺区域。

图为游客在珠峰脚下拍照留念。 孙 非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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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

4 月 7 日，第
二十六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在北京师
范大学学生活动中
心开幕。

据介绍，此届
电影节的举办时间
为 4 月 7 日 至 28
日，期间会有影片
展映、学术交流研
讨会等活动。图为
电影节吉祥物与观
众互动。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旅游扶贫富瑶寨

近年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黄洛瑶寨围绕少数民族风情大力发展旅游业，先后推出红瑶歌舞、长发梳妆、红瑶手工制品等特色旅游项
目，当地不少瑶族群众依靠发展旅游实现脱贫致富。据介绍，2018年黄洛瑶寨接待游客1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00余万元。

图为瑶族群众为游客表演歌舞。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7 日电
（记者李志浩） 6 日下午 3 时，由上
海浦东飞往新疆喀什的首趟直飞航
班抵达喀什机场。随后，搭乘这趟
航班的 108 名上海医务人员将开启
为期8天的义诊之旅。

此次直飞航线，是由上海市对
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以下
简称“上海援疆”） 与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通，主要满
足“送客入喀”旅游需求，从今年
4 月 6 日将持续至 10 月底，每周一
班，周六执飞。

去年，上海援疆“送客入喀”
成效显著。先后组织千名摄影家、
百名企业家赴喀旅游，佛教人士重
走玄奘路，百名学生夏令营等活
动，邀请上海市民游喀什、进乡
村、访农户，共开行旅游援喀包机

20架次、送客2300余人；开行旅游
援喀专列 8 趟、送客约 3500 人。数
据显示，在喀什地区旅行社接待的
疆外游客中，上海游客超过四成。

在新的旅游季到来之际，上海
援疆计划引导更多上海企业参与新
疆旅游、喀什旅游的建设发展，提
升“送客入喀”工程力度，持续推
进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常态化、市
场化运行，助力新疆旅游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扶贫优势。

作为直飞首航班机上的“特殊
乘客”，108名上海医疗专家也直抵
喀什，开始为期 8 天的义诊活动。
活动以“健康帮扶、送医下乡、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部分资
深专家将坐诊上海对口援助的喀什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让南疆群众享
受上海优质医疗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4月 7日电 （记
者史竞男） 记者从国家大剧院 7 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4 月 10
日至8月4日，“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2019”活动将以11台38场中外歌剧
精品剧目、歌剧音乐会演出，以及
丰富多彩的歌剧主题普及活动，展
现歌剧魅力。

据介绍，即将揭幕的歌剧节以
“来，一起看歌剧吧”为主题，一方
面，将汇聚优秀的中国原创歌剧，
彰显本土歌剧旺盛的创作活力；另
一方面，继续精耕世界经典，展现
传世之作的永恒魅力。

为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歌剧节将推出歌剧《长征》《拉贝日
记》。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
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王宏
伟等联袂出演；由江苏大剧院、江
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的原创歌剧

《拉贝日记》，将重现南京大屠杀的

悲惨历史，表达对杀戮的愤慨、对
大爱与和平的赞颂；中央歌剧院歌
剧《萧红》，描写文学家萧红以笔为
枪，为家国命运发出呐喊；由无锡
市歌舞剧院带来的歌剧 《二泉》 将
唱响民族音乐家阿炳饱尝苦难、追
求光明的生命之音。

在世界经典歌剧方面，法国作曲
家比才的歌剧经典《采珠人》此番由
国家大剧院与柏林国家歌剧院联合
打造，《假面舞会》《图兰朵》《霍夫曼
的故事》以及原创歌剧《白雪公主》
等，也将在歌剧节期间复排上演。

此外，歌剧节期间，还将举办与
歌剧相关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普及活
动。如“周末音乐会”将特别策划歌
剧板块；“经典艺术讲堂”将为观众带
来《中外歌剧声乐作品赏析音乐会》
等讲座；“走进唱片里的世界”推出

“歌剧魅影”系列，歌剧研究专家将讲
解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等。

国家大剧院将举办歌剧节

上海援疆旅游直飞专机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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