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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第四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纪要

2009年1月15日，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陈

晓丽理事长召集了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参会常务理事共28名。会议主要听取了学

会秘书处作的换届以来工作汇报，并就学会

自身建设和发展进行了讨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郭鹏伟副司长

和城市建设司陈蓁蓁副司长等应邀出席并讲

话。郭鹏伟在讲话中表达了人事司对学会工

作的关心，强调了挂靠单位对学会工作的指

导作用。陈蓁蓁在讲话中表示城建司将全力

支持学会工作，并简要介绍了城建司2009年

工作要点，强调政府工作的开展，需要依靠学

会和专家的支持和协作。

学会秘书处汇报了学会换届材料的报备

和章程核准情况，学会2009年工作计划要

点，2010年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世

界大会的筹备进展，2009年学会年会的筹备

方案，以及学会分支机构2008年工作总结。

学会秘书处还对起草的《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会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中国风景园

林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作

了说明。

会议通过讨论，取得如下共识：

1、对学会秘书处在学会换届材料报备和

章程核准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对有关

部门提出的章程修改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建议再与民政部进行协商，争取在章程中明

确挂靠单位。

2、会议通过学会2009年工作计划要点，

认为构思明确，重点突出。2009年年会和

2010年 IFLA世界大会是学会的两件大事，

必须充分作好准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

部规章制度是学会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实力，

更好为会员服务的前提。

3、原则同意学会2009年年会的筹备方

案和主题设想。建议本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原则，认真总结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30年来，中国风景园林建设方面取得

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

对风景园林行业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建议

发动各省、市共同参与，推荐高水平的学术报

告，力争将年会办成一届层次高、影响大的盛

会，为办好2010年的 IFLA大会进行学术理

论上的准备。在报告内容、专题分会场设定、

会议附属活动等方面仍需作进一步研究和完

善。

4、原则同意关于2010年IFLA大会的筹

备方案。2010年IFLA世界大会是中国风景

园林行业的“奥林匹克”。大会应以宣传中国

风景园林理论和实践成就为主，要努力在学

术上作好准备，集中力量整理和出版一些反

映近年中国风景园林实践成果的出版物，选

拔或组织撰写一些反映当今中国风景园林理

论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供大会交流。

5、原则同意《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会员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议对

某些条款的文字表述作进一步推敲，即可颁

发。委托学会秘书处对会员入会资格进行审

核。

会议对学会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其他建

议，如进一步关注风景名胜区和自然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宣传，开展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研究，推动注册风景园林师制度的建立等。

会上，陈晓丽理事长传达了中国科协成

立50周年纪念大会的情况，要求学会上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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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另外，通报了聘任李吉祥为

学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的决定。

陈晓丽理事长对会议作了小结，强调做

好学会工作需要各位常务理事、理事、全体会

员的共同努力，希望积极为学会的工作出谋

划策，多提建议；做好学会工作需要进一步学

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开拓，积极实践；

做好学会工作要讲团结，讲和谐，形成合力，

共同为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09年工作安排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是学会第

四届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年，是学会改革发

展的重要一年。学会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协成立50

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新

时期做好学会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积极

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突出学术研究成果的

创新性、实践性和影响力；切实加强学会的组

织建设，激发学会的活力，增强学会的实力，

团结全国风景园林工作者，促进我国风景园

林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努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

2009年，学会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和改

革，积极学习兄弟学会的成功经验，按照学会

章程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学会活力。

1、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3项

管理办法。

制订实施《会员管理办法》，逐步理顺会

员管理，积极吸纳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科技

组织进入学会，壮大会员队伍，对学会会员实

施计算机信息化管理。

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科协有关文件精神，

修订实施《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范分支机

构活动，增强分支机构活力。

制订学会《会议管理制度》。

2、加强学会秘书处工作班子的建设，逐

步充实必要的工作人员。

3、加强与各级风景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和

各地学会组织的联系，理顺沟通渠道，争取各

方支持。年内建立起地方学会联系人制度，

召开一次各地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

4、积极督促学会分支机构按期换届，建

议未如期换届的地方学（协）会尽快换届。

二、积极开展学术活动，认真办好2009

年学会年会

学术交流是学会的主要任务。学会年会

是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年会促进学

术发展与创新人才成长，以此激发学会的活

力。

1、建立以学会年会为主的学术交流机

制，将年会制度化。策划好、开好2009年年

会。

2、支持各分支机构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3、积极组织会员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中国科协等上级部门举办的相关活动。

三、发展与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IFLA）和相关国外专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1、高度重视，认真筹备2010年在华召开

的IFLA第47届世界大会。把这次大会当作

中国风景园林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动员全

国风景园林工作者，同心协力，争取大会取得

成功。

2、组织会员参加10月份在巴西里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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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卢市召开的IFLA第46届世界大会和9月

在韩国仁川市召开的2009年IFLA亚太区年

会。

3、继续保持与英国皇家园林协会（LI）、

日本造园学会（JILA）、韩国造景学会（KILA）

等国外专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四、其他工作

1、认真完成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

科协等上级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

2、落实中国科协的部署和《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要求，继续在国内开展

2009年“风景园林月”科普宣传活动。

3、支持学会刊物参加中国科协的“精品

期刊工程”活动，加强期刊能力建设，建立高

素质期刊人才队伍、提升期刊影响力，进一步

树立学会刊物的形象和权威。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广东风景园林协会召开理事会

近日，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在中山市古

镇镇召开第二届理事会扩大会议。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的代表以及

广东各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和21个地级市的

风景园林行业主管部门代表，理事单位负责

人共2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广东省建设厅副厅长、广东省风景园林

协会会长刘锦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她指

出，2008年5月完成协会换届，在行业管理、

会员服务、交流调研、信息建设等方面取得一

定成绩。组织了2008年度广东省优良样板

工程评选；协助省建设厅完成了重大方案评

审、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系统修编了

2004年出版的《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负

责人培训讲义》，并应用于2008年的项目负

责人培训；举办了粤港交流考察活动，加强对

港交流；建立了广东风景园林信息网，并正在

编写《广东近代园林》、《广东优良乡土树种》

等书。2009年协会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工作服务行业。

与会者还听取了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邢福

武研究员、广州市绿化公司张乔松高级工程

师和佛山市园林学会周赋平高级工程师的题

为“华南地区乡土树种的开发应用”“植物造

景的科学基础”及“寒害对广东园林植物的影

响”的专题报告。

（韩旭）

红河州风景园林工作会议暨红河州风景

园林协会二届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9年1

月12—13日在云南开远植物园举行。

云南省建设厅城建处、风景处；云南省园

林学会、园林行业协会、风景名胜区协会；云

南省十三县市建设局的领导、风景园林管理

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各专业园林绿化单位；协

会各会员单位共60个单位100余人参加了会

议。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二届常务副理事长梁

辉代表理事会作的《强化协会社团作用 促进

园林事业发展》的工作报告，梁芸作的《红河

云南省红河州风景园林工作会议暨红河州风景园林协会

二届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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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因的最重要历史建筑之一—— Jahili

堡近日修复完成并对外开放，成为全新的文

化中心和旅游景点。在过去的2年里，阿布

扎比文化遗产管理局一直致力于重建和修复

Jahili堡。Jahili堡垒的修复工程结合了传统

材料与最新的建筑技术，在尽可能不改变建

设原貌的同时，配备现代化的游客设施。

2009年3月Jahili堡还将开放一个创新的视

听中心，以多媒体的方式呈现艾因的历史发

展。

Jahili堡垒位于阿布扎比酋长国东部的

花园城市艾因，建于1890年，是阿布扎比最

大的堡垒之一，是阿布扎比的执政者（Al

Nahyan）家族的居住地。

（信息时报）

阿布扎比古迹Jahili堡垒对外开放

2009年 1月21日从深圳市规划局了解

到，AIA（美国建筑师协会）官方网站近日公

布了2009年度全美区域与城市设计获奖名

单，深圳市“光明新区中央公园概念规划方

案”榜上有名，获“200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区

域与城市设计荣誉奖”。该奖项为美国建筑

师协会组织评选的全美建筑与城市设计行业

的最高奖项。

光明新区中央公园概念规划是由深圳市

规划局和光明新区管委会共同组织，通过国

际咨询完成。LM建筑事务所与曹—帕罗特

工作室提交的方案从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

设计机构提交的19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获

得美国建筑师协会2009年度荣誉奖的作品，

是美国建筑师协会从全世界700多个提交作

品中甄选出的25个优秀作品（其中包括6个

城市设计、9个建筑设计、10个室内设计）。

美国建筑师协会将于2009年4月在美国旧

金山市举行的美国建筑师协会2009国家会

议与设计展会上，给包括光明新区中央公园

概念规划方案在内的25个作品授予荣誉和

证书。

（深圳晚报）

深圳市光明新区中央公园概念规划获AIA（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大奖

国外信息

州风景园林协会财务管理制度》的报告，王章

顺同志作的关于修改《红河州风景园林协会

章程》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和常

务理事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协会理事长、副理

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协会顾问、名誉理事

长等人选。由建水燕子洞、泸西阿庐古洞、弥

勒白龙洞、开远南洞、屏边大围山等15家单

位组成第三届常务理事会。

会上，红河州建设局副局长松建华作了

2008年工作报告，布置了关于开展2008年度

红河州园林式单位（小区）园林集镇园林绿化

先进个人先进单位（县城城市）评选表彰活

动，开展省级风景名胜区三年综合整治工作，

开展2008年度园林绿化企业资质年审等工

作。会上表彰了2007年度首届红河州优质工

程、优秀项目经理、优秀施工企业。

（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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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7日消息，2009年“3·28”中

山市招商经贸洽谈会，将首次采用“主宾国模

式”，瑞典成为第一个主宾国。1月16日，中

山市副市长冯煜荣会见了香港瑞典商会考察

团，并推介了部分建议投资项目。其中“欢乐

时光”少年儿童文化主题公园，中山市希望与

瑞典合作，将其打造成环保主题公园。

瑞典在节能减排、太阳能、环保技术方面

有突出的优势，因此中山市此次推介项目也

大多集中在这些方面，如三角镇环保产业园、

沙溪镇太阳能路灯项目、小榄水务公司污水

处理项目等，就连儿童主题公园也与环保有

关。据介绍，“欢乐时光”少年儿童文化主题

公园以少年儿童家庭亲子为主要对象，占地

约13万m2，希望引进瑞典先进理念，合作建

立中瑞环保主题公园，打造珠三角地区乃至

华南地区首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少年儿童文化

主题公园。

（中山商报）

中山瑞典或共建儿童公园

泰国20处湿地将申请列入世界级湿地保护目录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泰国国家自然

资源与环境部保护政策和规划办公室不久前

举行重要湿地保护研讨会，提出将其国内20

个重要湿地列入世界级湿地保护目录，以加

强保护。

泰国自然与环境部保护政策和规划办公

室资深专家差瓦立表示，泰国国内由北至南

有61处湿地，其中的20个重要湿地应当加强

保护力度，建议申请登记为世界级保护湿

地。这20处湿地包含淡水、海洋和岛屿湿

地，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较完整的生物链

体系。

（中国绿色时报）

一直以来，城市绿化都离不开花草树木，

但最近英国伦敦却另辟蹊径，发起了一项名

为“首都种植”的计划，打算用城中闲置的土

地来种植瓜果蔬菜。当然，这项计划主要的

目的并不是绿化城市，而是为了加强社区之

间及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此外，

鼓励市民或机构自种果蔬，还有应对物价上

涨、英镑贬值，减轻经济压力之目的。

计划由伦敦市长约翰逊和伦敦食品机构

负责人博伊科特共同发起，目标是在伦敦划

出2012块土地分配给热衷于此项计划的园

丁或社会团体种植果蔬，为2012年伦敦奥运

会献礼。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园停车场，只要

你愿意将它改造成菜园，政府就会全力支

持。为此，伦敦发展署还将提供8.7万英镑特

别基金，作为财政支持分配给计划参与者。

伦敦南部的布伦海姆花园居民区已宣布

加盟，居民都兴奋不已；里士满地区一所监狱

也将种植监狱食堂所需蔬菜，并准备对囚犯

进行园艺培训。假如你有参与的热情却不懂

伦敦推出“首都种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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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协会召开第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北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协会第二届四次常

务理事会于2009年1月15日在卧佛寺山庄召

开，协会会长、常务理事单位以及北京市园林

绿化服务中心领导36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北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协会会长张顺喜主持。

会上宣读了2008年协会工作总结、财务

报告以及2009年工作计划。协会会长张顺

喜为增强协会工作，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建议

在以后工作中增加以下内容：1.加强与国内

外其他协会的交流，加强沟通。2.为北京企

业外出施工创造条件，加强协会会员自律，提

高整体素质。3.加强协会内部管理，做好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协助政府工作，制止不正当

竞争。4.继续搞好优质工程评比工作，评出

行业的先进水平。北京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主任马新生在会上介绍了目前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市场管理的相关信息，并表示：园林绿化

服务中心将继续积极配合协会工作。

（北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协会）

各地信息

种植技术也没关系，伦敦政府还会为所有人

提供技术支持，如何选种、如何灌溉，都将变

得轻而易举。

约翰逊说，计划“既能让伦敦更绿、更美、

令人身心愉悦，又能提供物美价廉的食物，减

少运输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英国对于

进口食品的依赖，还能教育下一代珍惜食

物。‘首都种植’计划对社区和环境可谓一举

多赢。”

也许，“首都种植”计划将给金融危机阴

云笼罩下的伦敦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绿色时报）

2009年1月6日上午，国际兰花论坛在

海南三亚市举行。来自马来西亚、英国、瑞

士、缅甸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的5位兰花专家

作了生动而专业的演讲，并与众多兰花专家

展开现场交流与讨论。

马来西亚胡姬种植人协会会长黄镜河详

细介绍了马来西亚兰花种植状况；英国兰花

协会会长Henry Oakeley讲述了他在秘鲁的

寻 找 兰 花 之 旅 ；瑞 士 兰 花 基 金 会 会 长

Thomas Renz介绍了瑞士兰花基金会在兰

花研究工作上的成就；缅甸花艺协会CEC成

员Saw Lwin着重谈缅甸兰花品种的重现与

发现；台湾育种者协会监事长陈隆辉演讲的

内容是关于天鹅兰的育种。

专家们精彩的演讲，配上美轮美奂的幻

灯片，让人全方位地领略了兰花的魅力。

（三亚晨报）

国际兰花论坛在海南三亚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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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庆典，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的

《2009年全市环境建设工作要点》，国庆期

间，将以奥运景观布置标准，在长安街及其周

边地区、天安门广场地区、主要环路和重点大

街设计布置国庆城市景观。同时，按照奥运

模式，对环境秩序进行全面管控。

根据《2009年全市环境建设工作要点》，

60周年国庆庆典将成为今年北京城市环境

保障的重头戏之一，2009年4—9月，北京将

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和建设，重点对长安街及

其周边等地区的景观环境进行提升整治，并

提高夜景照明、园林绿化、牌匾标志等景观标

准。同时，开展国庆游园活动场所环境整治，

对178个城市公园、27个风景名胜区、322个

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环境整治。

（张天一）

北京2009年国庆布景沿用奥运标准

东营大力倡导文化园林建设

为进一步提高绿化水平，丰富造林绿化

文化内涵, 彰显城市品位和魅力，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强文化园林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在东营市范围内大力倡

导文化园林建设。

按照东营市绿化工程建设总体规划，将

坚持政府推动、统一规划、自愿参与、民建公

助的原则，在主要交通路口、重点绿化景区、

城郊、乡村、企业、学校、机关驻地及公共墓地

等规划建设文化园林。文化园林建设的重点

主要以青年林、爱情林、亲子林、师生林及烈

士陵园等为主题的纪念性文化园林和以弘扬

单位文化尤其是企业文化为主题的公益性文

化园林为主。

园林选址按照就近建设和社区共享的原

则，园林标准必须具有一定纪念性或公益性

文化特色、符合当地实际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景观效果明显，园林规划由承建方根据主

题要求和文化特色自主设计或委托专业公司

设计，文化园林的水、路等配套建设工程由当

地相关部门负责规划设计并协调有关部门、

单位组织实施。

凡自愿建设文化园林的单位和个人，经

审核批准，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一是建设纪

念性文化园林的，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园

林建设方可以冠名挂牌或立碑述志；二是建

设公益性文化园林的，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

前提下，园林建设方可以设立广告性企业冠

名或功德性冠名；三是文化园林建设统一纳

入当地绿化工程建设总体规划，由园林所在

地政府根据项目性质和投资主体性质分别采

取划拨或出让、租赁等方式提供建设林地，当

地政府相关部门在水利配套、规划设计及林

木确权等方面给予协调支持。

东营市将把文化园林建设列为绿化工程

的重要内容，并纳入年度考核计划，对成效显

著的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

单位则相应扣减年度考核分值。

（张立福 宋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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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9-2025）》获国务院批准

2009年1月20日，《仙居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2009-2025）》获国务院批准。该规

划是指导仙居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和管理

的重要依据。

仙居风景名胜区于2002年5月经国务院

批准为第四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2年

底，仙居旅游部门委托北京景环风景园林咨

询中心、北京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编制《仙居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于2003

年3月完成初稿。规划经过了县、市、省级等

多次专家会议评审，在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

改调整后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查。此后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部际联席审查会

议要求先后4次进行了修改。

国务院批准该规划中明确了仙居风景名

胜区面积为158m2，要求按照《风景名胜区条

例》及《总体规划》确定的分区分级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地质地貌、瀑布水体、

森林植被等风景名胜资源，特别要加强对神

仙居、景星岩、俞坑等重要景观资源的保护管

理，确保风景名胜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下一步，仙居风景名胜区将遵照国务院

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要求，严格依照《仙居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抓紧组织编制风景名

胜区详细规划，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后，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景区内各项建设。依

托仙居县城建设风景名胜区旅游服务设施，

进一步完善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游客安全

设施以及环境卫生、污水处理、防灾减灾、道

路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并抓紧制定风

景名胜区保护和管理的实施细则。

（浙江省旅游局信息中心）

2008年底入冬以来，北京日降水量不足

0.1mm的连续天数已达100天。北京市园林

绿化局提前做好准备，将园林春灌时间提早

半个月，以降低干旱对绿地的影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绿地管理处处长杨志

华介绍，目前植物还处于休眠期，土壤还在结

冻，2月下旬，如果土壤化冻，相关部门将立

即投入大量人力，开展春季浇水。相比往年

3月初才开始春季灌溉，提前春灌将使植物

更早得到充足的水分。

目前，北京市行道树木有90%以上都是

北京乡土树种，抗旱抗寒能力较强。部分非

本土树种，如法国梧桐、大叶黄杨、雪松等抗

旱能力较弱的植物，自2008年11月份开始已

经陆续给植物浇冻水，补充了大量水分。因

此，当前的干旱情况，对植物生长和园林景观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北京城市绿地的灌溉大

多采用再生水，并使用节水喷灌方式。即使

遇到降水不足的季节，对绿地和树木的养护

也比较有利。

（中国花卉报）

北京园林春灌提前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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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武汉梅花节在东湖磨山景区举行

2009年是中国生态旅游年，为充分体现

和谐安定、祥和、团结、友善的良好生态旅游

环境，扩大东湖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武汉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推出“2009中国武汉梅

花节”活动，于1月25日—3月8日在东湖梅

园举行。本次梅花节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中

国梅花研究中心主办；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

景区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旅游局承办。

东湖梅园现占地53.3hm2、植梅10000余

株、拥有梅花品种309种，位列中国四大梅园

之首。中国武汉梅花节至今已举办27届。

本届梅花节作为湖北省政府和省旅游局

开展的“湖北人游湖北”活动的第一站，东湖

生态旅游风景区通过精心组织，以“精彩东

湖，春到梅园”为主题，集观赏性，科普性、知

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以赏梅游园、科

普宣传、文化交流等为主要内容的8项文化

活动，全方位、多形式展示梅花美景和深邃的

文化内涵。

（新华网湖北频道）

由重庆市园林局举办的第二届十佳园林

式单位、小区和市街评选近日揭晓，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等10个园林式单位、北

部新区金科天籁城·中华坊等10个园林式小

区、北部新区210迎宾大道等10条园林市街

分别获奖。

评选将植物造景作为重要原则之一，要

求基调树种、骨干树种突出，孤植树形态优

美；绿地内植物群体配置效果好，生态效应突

出。其中单位绿化要求植物种植面积占绿化

面积80％以上，小区要求绿化覆盖率45%以

上、绿地率40%以上。同时，评选对绿化之外

的细节检查也十分严格。要求道路平整，标

志线规范，下水道、窨井、水箅子、框盖、路沿

完好无缺损；雕塑及园林小品也要造型美观，

尺度、体量、色调与环境协调，安置位置恰当。

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曾获奖单位、小区

及市街可多次申报参评。

（李颖）

重庆评出十佳园林式单位、小区及市街

郑州为行道树和绿化带紧急“解渴”

自1951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使郑州市

的行道树和街头绿化带面临严峻考验。近

日，郑州市绿化工程管理处动员职工积极行

动起来，为市管道路上的行道树和绿化带紧

急“解渴”。

在郑花路、未来路、郑汴路、中原路、长江

路、桐柏路等道路上，绿化工人通过用水车拉

水、抽水等各种方式，为行道树和花坛花带里

的花草浇水，以缓解旱情，确保植物正常生长。

据郑州市绿化工程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缓解旱情，正月初七一上班，全处干

部职工便立即投入到抗旱保苗的工作中。他

们实行24小时人停车不停的作业方式，确保

不漏浇一株苗木，确保植物不因缺水而出现

萎蔫和死亡。2月10日前，郑州市主次干道

上行道树和花坛花带浇灌工作将全部完成。

（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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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第15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从1月25日—

2月13日举行，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花卉

造型让市民感受到园林博览会的艺术魅力。

本次博览会由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市劳动与

社保局联合举办，并首次举行儿童作品展和

室外插花展。

本届园博会首次推出室外大型插花展

示，以“美化居所”和“环保”为主题，在越秀公

园小鹿广场举行。本次插花展由往年的“室

内小型插花”发展成“室外大型插花”，大的作

品占地面积达10m2，内容包括日式插花、西

欧荷兰插花等，现场还进行插花专场表演和

观众互动活动。

为方便市民就近参观游览，园博会除了

在越秀公园主会场外，还开设了文化公园、烈

士陵园、流花湖公园、晓港公园和荔湾湖公园

5个分会场，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节日游览

选择。

（李作铿 陈菲）

亚洲最大天然雪主题滑雪公园开园

2009年1月14日，“2009中国长白山国

际雪文化旅游节”在黑龙江长白山风景区开

幕，与此同时沉寂了半年的亚洲最大天然雪

主题滑雪公园——长白山国际天然滑雪公园

也正式开园。

“2009中国长白山国际雪文化旅游节”

由吉林省旅游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白山市人

民政府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吉林省生态旅

游和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深度挖掘冰

雪旅游的文化内涵。

活动以“天地有大美，雪域长白山”为主

题，充分展现长白山的冰雪旅游资源优势和

魅力，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雪资源，不

断提升长白山旅游产品的档次和文化内涵，

倾力打造“亚洲最大天然滑雪公园”这一国际

级冰雪旅游品牌。

（城市规划网）

天津建植物标本采集区向市民免费开放

为了拉近园林景观与市民的距离，天津

市将以大沽南路、解放南路、水上公园西路、

开发区西区、临港工业区5个区域总面积近

60万m2的绿地为基地，在基地中划定特定区

域，建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植物标本采集

互动区。

天津市花卉管理中心的负责人李玉军介

绍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园林造景时，

设计师总是通过巧妙的构思消除人与园林景

观和绿地间的距离感。在我国，这种亲近自

然的绿化造景方式还处于起步阶段。天津市

为率先开展此项工作，特别构思在特定区域

建设标本采集区试点，引导市民友善对待身

边的绿色园林景观”。

标本采集区将于2009年植树节前后正

式向市民开放。为引导市民科学、合理、适量

地在标本区内进行采集，天津市园林建设总

公司会在上述5个区域内安排园林绿化专家

对市民进行现场指导。

（刘超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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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北京百万庄建设部北配楼337号(100835) 电话：(010)88382517-821 传真：(010)88381394

第五届北京兰展举办

日前，北京植物园举办了第五届北京兰

花展。此次展览共展出 100 多个品种的

10000余株花卉，以各色兰花为主，爪唇兰等

50多个品种的兰花为首次展出。

展览中大家既可以欣赏到卡特兰、石斛

兰、蝴蝶兰等花色美丽的洋兰，也可以欣赏到

春兰、蕙兰等香气宜人的国兰。此次兰展中

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首次展出的巨兰属兰花

——熊宝兰，这株巨兰有一人高，很多游客都

与这株兰花一比高低。展览期间还进行了猜

谜、花灯、科普小游戏等多项活动。

（马强）

增江两岸亚运前建成广州最大湿地公园

广州增城将在增江流域两岸规划设计一

个面积为50km2的新城区。增江两岸将建成

30m2的广州最大湿地公园。同时还会建设

亚运会龙舟赛赛场，及沙滩泳场、游艇俱乐

部、体育公园的城市新景观。

该新城区是增城市根据广州市副中心的

定位规划设计的。目前新城区辖内的增江两

岸规划设计已基本敲定，将于今年开建。

（范如石 柯琳）

上海植物园迎春花展开幕

2009年1月21日，2009迎春花展在上海

植物园开幕。反季节牡丹、反季节郁金香、造

型杜鹃、热带兰花、观赏凤梨等珍奇花卉提前

催花，营造出春天般繁花盛开的美景。

在上海植物园的华东地区温室里，生长

着 3000 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植物。

2000多盆、34个品种的反季节牡丹成为本次

花展主角之一。通过催花技术，植物园的专

家把这些牡丹的花期从4月提前到了春节期

间。

（郁文艳）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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