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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随着风起，传递芬芳的气息，
点燃所有的希望，唤醒蓬勃的生
机”……10 月 9 日晚，为期 162 天的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高亢优美的
歌声中圆满落幕。被称为《收获的礼
赞》的闭幕庆典，流光溢彩、千花
竞秀。

从芳菲春日到斑斓金秋，历时5
个多月的中国北京世园会全面展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将绿色
发展理念传导至世界各个角落。

描绘人与自然和谐美图

在这场文明互鉴的绿色盛会中，
举办了 100 余场国家日和荣誉日，
3000 多场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促进
了各国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和绿色合
作。在这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彩对话
中，来自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
中国 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在内
的120余个非官方参展者汇聚，共赴
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场绿色之约。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
姆·布莱尔克里夫多次称赞：“这是最
好的一届世园会。”各国际参展方普
遍认为，北京世园会在世界园艺史上
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成为今后办
好A1类世园会的标杆。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文森特·冈萨
雷斯·洛塞泰斯在闭幕式上诚挚致
谢：“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对世园会
做出的巨大支持以及为造福子孙后
代享受绿色生活所做的不懈努力。
本届北京世园会以绿色文明、绿色创
新、艺术和文化为主线，寓教于游，清
晰展现了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图景。北京世园会的成功举
办将给未来带来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进入新
世纪以来，全球绿化面积增加 5％，
其中四分之一的贡献来自中国。

为了办好 2019 北京世园会，7
年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和延庆区做
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奉献。从一张张
图纸到变成一个全球“生态文明新典
范”的园艺精品园，“生态优先、师法
自然”理念贯穿始终。在北京延庆区
503公顷的园区内，依托原有山水肌
理，将山、水、林、田、湖与花草相融
合。妫水河旁，海陀山下，国际国内
百余个“园中园”异彩纷呈，湿地景观
水流潺潺，百鸟飞翔……

这是一场创新荟萃的科技盛会，
世界园艺前沿技术成果悉数登台，展
现了绿色科技应用的美好前景。诠
释了世园会“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
主题。

展示世界园艺发展新境界

北京世园会荟萃了世界园艺精
华，各国各地区花卉园艺新理念、新
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和特色文化纷
纷亮相，充分展示了世界园艺发展的
新趋势。

在德国馆日，一位外籍教授评价
北京世园会是“人类与大自然中所有
花卉最浪漫的约会”。

将几千年华夏农耕文明和园艺
精华浓缩于此的中国馆，是展示中国
园艺的主要展馆。31个省区市的特
有植物、园艺文化和先进科技都在这
里集中呈现，有抗寒的北京自育月季
新品种，有来自雪域高原的“稀世之
花”绿绒蒿……通过花期调控等技
术，梅花、兰花、菊花、牡丹、芍药等中
国名花都在展期内集中开放。

中国花卉协会会长、北京世园会
组委会副主任委员、执委会执行主任
江泽慧说，本届世园会集中展示了我
国花卉产业发展成就和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室内外展览展示的各类展
品超过 200 万株（件），推出的新品
种、新产品超过2万件。一大批自主
培育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精彩

亮相。
中国花卉协会作为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AIPH）重要成员，积极组
织国际竞赛总评审团对北京世园会
室内外 146 个展园、展区进行了评
审。2019世界花艺大赛亮相北京世
园会时，吸引了 31 个国家及地区的
花艺师同台竞技。其国际竞赛项目
是历届世园会内容最丰富、项目最多
的一次。

10 月 8 日，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主席伯纳德·欧斯特罗姆在 2019
北京世园会颁奖典礼上盛赞：“我想
对本次竞赛所有参展者说，此前世界
上从未有如此美妙的展览展示。”

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表示：“评
审期间，我们看到了精彩的展园展
区，遇见了优秀的人们——他们热
衷于创造，全心全意考虑游客需
求。世界正面临很多严峻的环境危
机，此刻，生态发展、绿色城市显
然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看
到，参展方想通过绿色生活的创意
应用，寻找最佳方式让世界变得更
美好。而你们正是知道如何完成这
项任务的践行者。”

引导更多人走进多彩植物世界

“这是全世界对地球上植物最动
情的表白。”一位游览的大学生感
慨道。

在植物馆、本草馆，许多中外游

客都惊叹于植物的智慧。百草园里
的花，每一种都是一味可医治疾病的
药。植物馆里展出了数百株珍贵的
红树林，诉说了因围海养殖、砍伐等
人为因素，我国红树林数量不断减少
的原因。近年来，因不断加大生态保
护力度，红树林的命运逐渐转变。尊
重敬畏自然，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理念
融入了植物馆的建筑设计，将隐藏在
地下的根系设计成植物馆建筑的外
形，人类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植物蓬
勃生命力的赞叹。

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认为，通过
这届世园会，可以让更多的植物走进
人们的生活。

在世园会国际馆，中国台湾著名
画家刘蓉莺“一带一路 花开五洲”
彩墨画展吸引了游人无数。“一带一
路”沿线 69 个国家的名花都有画作
呈现。睡莲、波斯尼亚百合、矢车菊、
芸香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姿多
彩的花卉文化令人流连忘返。据举
办方介绍，未来 69 个国家还将因此
合作举办活动。“融入自然的艺术，感
动心灵的自然”成为游世园的共识。

建设共同的绿色家园

文森特·冈萨雷斯·洛塞泰斯说：
“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深深触动了
数百万访客的心灵，他们在这里发现
了植物和自然的美，探究其重要的作
用，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绿色生活以
及健康生活的重要意义。”

这场全球性园艺盛会，必将推动
中国乃至世界花卉产业、绿色产业的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民宿产业也
得到有力推动。目前，延庆区精品民
宿在世园会的带动下，培育‘世园人
家’品牌民宿201家。9月初，‘乡村
的荣耀’2019 年北方民宿大会在世
园会举办，延庆民宿产业已辐射京津
冀地区，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实
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路
径之一。”北京世园局副局长、中国馆
馆长，延庆区委常委、副区长叶大
华说。

“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共同的愿
望，而绿色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
好方式。”卡塔尔展园负责人说。

不少国际友人在世园会多个论
坛上表示：中国五千年文明铸就的

“天人合一”境界，浇灌出的绿色美
丽之花定会绽放在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

北京世园会，令人惊艳的绿色之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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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江西鹰潭市余江区画桥
镇百子村村民朱海太就走出家门，走
向村前的田野，开始了又一天的“环
保行动”——捡拾田间地头的废弃农
用药瓶。

田间禾苗青青，田埂上青草露水
微沾，朱海太一条一条田埂仔细搜
寻，忙活了大半天，走遍了大部分农
田，也才捡拾了 10 来个废弃农用药
瓶。这样的“战果”与他 3 个月前刚

开始捡拾废弃农用药瓶时相差甚
远。“刚开始田埂上药瓶很多，现在少
多了，大家都变得自觉了，不再把废
弃农用药瓶扔在地头。”

画桥是农业山乡，近年来，随
着农业的发展，农户喷洒农药遗留
在田间地头的药瓶日趋增多。画桥
镇在环境整治工作中，将整治范围
由村庄扩大到田野，以各村的“爱
心超市”为载体，推行积分管理制

度，农户捡拾废弃农用药瓶可兑换
积分，在“爱心超市”领取生活用
品。此举激发了村民捡拾农用药瓶
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利用闲暇时
间，自觉做起乡间田野的“环保
人”，清理废弃农用药瓶。

“我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重
体力活，但捡拾瓶子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每天都出去捡药瓶。”朱海
太说。

村民变身田野“环保人”，既保护
环境，自己也受益。朱海太告诉记
者，原先镇上捡拾废弃农用药瓶的人
很多，现在越来越少了，但他仍然坚
持每天去田间巡视一遍。虽然捡到
的废弃农用药瓶越来越少，换到的东
西越来越少，但他心里还是由衷地高
兴：“因为以前大家不懂得保护环境，
所以田沟里废弃农用药瓶很多。现
在，大家都懂得保护环境了，丢弃在
田里的药瓶自然就少了。环境变好
了，我们都高兴。”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发动村民捡
拾废弃农用药瓶的同时，江西鹰潭市
有关部门已发出通知，严禁在田间遗
留废弃农用药瓶药袋，倡导村民形成
良好习惯，自觉爱护环境，让乡村更
加干净秀美。

“环境好，生活才更好。”朱海太
说，政府倡导的正是村民所希望的。

江西鹰潭

活跃在田野里的“环保人”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徐 严

北京世园会北京园一角。 段学锋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坚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使得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图为扎兰屯市百年吊桥公园金
秋美景。 韩 冷摄（中经视觉）

“天然氧吧”释放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实习生 程曼诗

“十一”假期，一份新近出炉的
“洗肺圣地”名单给旅途中的人们指
点着迷津。在不久前由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举办的 2019 年“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活动上，广东省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浙江省青田县等51个地
区获得 2019 年“中国天然氧吧”称
号。至此，从 2016 年启动“中国天
然氧吧”创建活动至今，全国已有
115个地区获此称号。

比拼“氧吧”实力，不只看天然
生态禀赋。在今年新获荣誉的地区
中，浙江省云和县榜上有名，该县副
县长陈伟忠告诉记者，云和县森林
资源丰富，湿地种类众多，是国家级
生态县，但在氧吧创建过程中，既要
扩量提质，通过绿化造林、森林抚育
等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的数量和质
量，有效保护氧吧的“源头活水”，还
得守好绿水青山，以“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为抓手，全面减少各
类污染，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因此，在提升城市环境
质量上，我们重拳整治建筑扬尘、餐
饮油烟、烟花爆竹燃放、秸秆焚烧。
在推进工业废气治理方面，对阀门、
钢压延、废水处理等行业重点企业
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全
天候监管。”陈伟忠说。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气象应用室主任赵帆介绍，氧吧的
评价数据主要来自地面观测和卫星
遥感数据。评选的标准里面有几项
生态硬指标：大气负氧离子含量、空
气质量、森林覆盖率、旅游气候舒适
时长等。“去年的数据显示，天资最
好的 10 家氧吧中只有 1 家挤进人
气十强，说明具备优异的生态资源
只是一个开始，不断挖掘氧吧品牌
的含金量更为重要。”

如何将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创建活动根据携程旅游产
品实际预订人数的涨幅，评选出
2018年度人气攀升速度最快的10
家“黑马氧吧”，这些地区旅游收入
较前一年涨幅普遍在10%至35%。
游湖、登山看云海、枫叶、峡谷、瀑布
等词在搜索栏中频繁出现，可见有

特色的生态景观才会吸引游客。
“‘天然氧吧’就是对气候资源

的开发利用，在生态资源同等优异
的前提下，各地仍需要对生态资源
进行差异化运营，设计独特的旅游
线路和旅游品牌，以提升人气。”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主任、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孙健表示，
目前气象部门正积极对接社会资
源，围绕创建活动，前端发展生态业
务，后端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开发和
打造中国天然氧吧品牌衍生产品，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气候条件还是影响农产品品质
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光照、温度、
降水、湿度等要素尤为关键。7月1
日，重庆巫山脆李获评首个“中国气
候好产品”。孙健介绍，这是中国气
象服务协会此项工作开展以来首次
评选出的优质农产品，针对巫山脆
李开展的脆李关键生长期品质形成
气象要素影响指标研究，为今后围
绕巫山脆李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打
下基础。巫山县也被评为今年的

“天然氧吧”之一。
在氧吧中挖掘生态农业气候资

源，为绿色生态农产品的气候资源
价值厘定提供科学方法和精细服
务，让农民致富更有奔头。“我们
的脆李汁多味香，去年均价每斤在
3元左右，今年均价直接翻番，最
好的特级果价格更高。”巫山县农
工委书记徐海波说，目前巫山县已
经 种 植 了 23.5 万 亩 脆 李 ， 涉 及
13.5 万户果农，其中贫困户 9018
户，种植李子树成了当地脱贫致富
的主要渠道。

无独有偶，陈伟忠也表示，云
和县也将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中国
天然氧吧”的价值链，不断推进“一
果两茶一菌一蜂一鱼”（雪梨、茶叶、
油茶、食用菌、蜜蜂、有机鱼）主导产
业发展壮大，真正将高颜值的生态
转化到高质量的经济上来。同时，
牢牢把握促农增收这一主线，鼓励
和引导广大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农
家乐民宿经营等与氧吧相关的产
业，确保他们能充分享受“中国天然
氧吧”带来的生态红利。

大美秋色

从2016年启动“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以来，全国已

有115个地区获此称号。如何充分释放“天然氧吧”的生态

红利？在不久前举办的2019年“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

上，与会者表示，“天然氧吧”是对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

持续提升森林数量和质量，更要全面减少各类污染，守好绿

水青山；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同时，各地应进行差异化运营，打

响特色品牌。

北京世园会举办期间，各种特色活动缤纷亮相。图为游客在北京世园会
园区内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