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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5 日

第三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公布：多个项目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新网南京 11月 24日电 (记者申冉)24日，“第三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在东南大学公布。此次公布的共一百个建筑，遍布

中国多个城市，建造时间从 20世纪初至 20世纪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增加的多个现代建筑项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巨变，

令这份名单更添时代感。

据介绍，“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始创，首批 98个项目的名录于 2016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宝

蕴楼公布；第二批 100个项目的名录于 2017年在安徽池州发布。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在致辞中表示，“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以 20世纪建筑遗产的经典项目，体现传承中国城市文脉、建

设人文城市的理念。“自 2014年至今仅四年时间，自全国各地共遴选出 298项建筑经典项目，成为国家遗产保护的新类型。”

会上，由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黄元宣读了第三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入选名单，其中包括了：上海图书馆、北京体育馆、广东国际

大厦、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等一批现代优秀建筑；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盐业银行旧址等一批近代

建筑代表作。

记者注意到，在这批入选的上个世纪经典的建筑项目中，有不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的，极富时代感。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沉告诉记者，此次名录就特别入选了可谓改革开放见证物的深圳国贸大厦。

尽管这座位于深圳罗湖区、160米楼高的大楼，在如今高楼林立的市区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光”，但在上世纪 80年代，它曾是中国

第一高楼和最高的餐厅，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无数神话。

“当年，这座大楼从第 31层开始，就以 3天一层的盖楼速度，轰动全国，被誉为‘深圳速度’的代表。”李沉认为，建筑遗产的价

值不应单以年限来评定，特别是一些见证历史、甚至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建筑代表，也应列入名录，“除了考虑建筑本身的魅力，建筑对

社会的深远影响，也是我们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

“20世纪的这批优秀项目，是离我们最近，也依然在使用的建筑，如何在保护的过程当中去利用，如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去保护，是

我们共同的使命。”李沉表示，希望通过名录的公布，让这批建筑遗珠得到更好地保护。



此外，作为此次公布地的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有不少项目入选。据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奇介绍，“南京入选‘中国 20世

纪建筑遗产’的项目总数已达 20余项，在这批建筑遗产中，绝大多数都是诞生于 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建筑，也充分体现了南京的建筑遗

产在 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历程中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表示，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文物，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有幸入选了首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目前，该校正与南京共同筹建“亚洲建筑档案中心”。(完)



2018 年 11 月 24 日

垃圾随身带走！深圳梧桐山今起撤 500 余垃圾桶

南都讯 记者张小玲 “垃圾带下山，梧桐山更美丽——2018梧桐山净山环保行动”今日举行。今日起，梧桐山将开始撤掉５００多个

垃圾桶，只在关键地方和景点设置少量的垃圾分类投入点，让市民养成垃圾不落地的文明行为。

“垃圾带下山，梧桐山更美丽——2018梧桐山净山环保行动”今日举行，200余名“多彩梧桐”志愿者分别从盘山公路和泰山涧进行

清洁山野活动，身体力行地宣传“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环保理念，维护梧桐山的美丽风貌和深圳市作为“国家森林城市”的荣誉。

梧桐山是深圳最高峰，梧桐山风景区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深圳的自然博物馆与动植物基因库，更是深圳市民最喜爱的登

高揽胜之地。近年来，风景区加大了森林抚育力度，精心打造了以“万花屏”、“杜鹃谷”为代表的毛棉杜鹃花海景观，成为深圳一张最

新最闪亮的城市生态名片，吸引了大量游客，日游客量最高峰为 10万人次。

深圳市梧桐山风景管理处主任王定跃介绍，为保护梧桐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引导市民游客自觉随身带走垃圾，梧桐山景区管理处从今

日开始逐步撤走垃圾桶，只在重要节点与出入口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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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三人篮球赛面向全国招募百余支参赛队，热血八强即将出炉

南都讯 见习记者谢粤蕾 一场比赛，两方对抗，三人成队。11月 24日，上午众多篮球爱好者聚集在深圳市罗湖区金光华广场，他们

中大部分是 2018罗湖区第七届“罗雪儿”杯街头三人篮球赛的参赛者，该比赛由深圳市罗湖区文化体育局主办、深圳市罗湖区篮球协会

承办，面向全国开放招募了 100多支参赛队伍，两天内共有 120多场比赛，最后前八强将获得奖励。

现场共有三个比赛场地，分为正赛和三分球大赛两个部分，正赛设置男子公开组、男子青年组、男子少年组、女子公开组、女子青少

年组共 5个组别，三分球大赛报名资格无组别和年龄限制。比赛中，球员们娴熟流畅的运球、迅猛的突破、精准的投篮等一系列精湛的篮

球技术频频引起场外篮球爱好者们的喝彩，也吸引了很多居民驻足观看。

据罗湖区篮球协会会长介绍，“罗雪儿杯”街头三人篮球赛旨在进一步弘扬体育精神，打造具有罗湖代表性的本土体育品牌民间篮球

赛事，将篮球运动深深扎根于民间，发掘更多篮球人才，开创中国篮球未来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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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四分钟”全民互助急救！500 深圳人免费考急救证领急救包

学会急救防不测，关键时刻出援手。11月 24日下午，在深圳中学力行楼室内篮球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公益急救培训活动，

罗湖东门 500街坊免费参加学习并现场考急救证，罗湖急救中心 50名急救导师集体上阵辅导。据悉，这是自今年深圳市颁布《深圳经济

特区医疗急救条例》以来，全市最大规模的公益急救培训活动。

本次活动共邀请了 8名罗湖急救中心专业讲师对居民进行心肺复苏、AED（体外除颤仪）使用、创伤急救、气道梗阻、烫伤扭伤、急

性脑血管病的识别等基本急救理论知识培训，同时还按照 10名学员配备 1名导师，邀请了 50名罗湖医院集团专业急救导师进行实操培训

和考核。

活动的开始东门街道办吕毅书记带领大家宣誓《健康宣言》，随后学习基本急救理论知识后。在实操环节，500余名居民十人一组，

在专业老师和助教的帮助下，居民们从不知所措，到有模有样地对模拟人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整个过程有序顺利地进行。居民杨女

士实操完全过程后十分激动，表示十分有收获，起码以后出去遇到别人有晕倒等情况敢迈出第一步了。完成所有的培训后，居民们领取了

家庭急救包，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急救结业证书。

据吕毅书记介绍，接下来东门街道将开展在校师生、物业保安、商家义工急救培训，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提升居民的急救技

能普及率，与此同时，还将 7各社区工作站打造成常态化急救培训学校，建设普惠型健康社区，依法组织居民学急救，打造“黄金四分钟”

全民互助急救网，提升居民急救技能普及率将是街道卫健工作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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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从警路，倾一生为民情

1981年，18岁的我受当警察的父亲影响，立志从警并报名参加了深圳市警察招考。这一年我顺利穿上警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

察。

子继父志 我在从警之路上成长

从警之初，我被分配到深圳火车站，负责站内治安秩序维护，兼顾打击“倒票”黄牛党。初入警队，光凭勇气与敬仰，想成为一名合

格的警察显然是不够的。而身边的“老前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忙碌着，不诉苦，无怨

言，脚踏实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上世纪 80年代，整个深圳只有这一个火车站，大部分出入深圳的旅客，都须经此站。当时深圳火车站设施简陋，旅客众多，尤其是

春运期间，火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

我们铁路警察挤在其中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呼吸困难。我们既要维护好秩序，让旅客顺利回家，又要保障滞

留旅客人身财产安全，身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

在铁路警察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十二年。这段经历在我三十多年的从警生涯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无论是我父亲，还是这些铁路

老民警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他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即使面对旅客群众的误解和指责，也平心静气地做好解释，耐心应对。他

们尊重自己的职业，珍惜自己的岗位……，也会对自己经手的案子引以为傲。我学到了，也体会到了。

深夜埋伏一举破获非法套汇巨案

我曾参与破获一宗涉案金额巨大的非法套汇案，至今记忆犹新。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位线人提供了一条线索：罗湖某旧住宅区二

楼有个非法套汇的窝点，生意火爆异常。收到线索后，我带着两名同事在窝点周边蹲点摸排，一连观察了三周，摸清他们作案规律：“客

人”往往深夜时分独自一人前来套现，他们交易时间短，从进去不过几分钟，完成交易后匆匆离开。晚上十一点后，二楼的灯亮了，意味

着“客人”来了。

一天凌晨，我和两位同事早早来到居民楼下蹲守，密切监视这栋楼里面往来的每一个人。约凌晨三点，一名男子单手拎着手提箱，四



处张望，见四下无人，他快速窜入楼内，二楼的灯随即亮了起来。

“马上行动！他们在交易了。”我带队迅速冲上楼，将正在交易的二人当场抓获，现场搜出 30多个装满纸币的袋子，里面装有九百

多万人民币、十五万港币和两万多美金。这是有史以来，罗湖区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非法套汇案。

果断出击 成功营救人质

2013年，我来到了大望这个有着三个治安村、两万五千多常住人口的社区，负责片区治安管理。去年初的一天，晚上十时许，一对年

轻的父母焦急地来报案：“我儿子被人绑架了，绑匪要 20万”。这对夫妻声音发抖，语无伦次，身体都在战栗。我赶紧扶他们坐了下来，

给他们倒上水，“你们别担心，有我们在！”

这对夫妻交待了孩子常玩的几个地方，我立即和同事赶往现场调查。在一个小商店老板那里找到了有利线索：最近三天，有两个生面

孔年轻人在他店打桌球，失踪的小孩当时也在店里玩，孩子还认识其中的一人，小孩失踪后，两人也未再出现。

“陌生脸孔、孩子认识一人、三人都不见了！”我立刻查看商店周边监控，发现孩子失踪当天傍晚，两名年轻人先一步离开了商店。

不多时，孩子也沿着同一方向离开，随后没了下落。

“这两人极有可能就是绑匪”，夫妻俩现场指认，监控中的一人曾在他们工厂做过两年。很快，我们通过刑侦手段，确定二人位置，

迅速展开救援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绑匪”打了个措手不及。案发不到二十个小时，将“绑匪”缉拿归案，成功营救出孩

子。孩子父母紧紧抱着孩子对我们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无怨无悔从警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白驹过隙，一晃 37年过去。无论是套汇案、还是绑架案，都是我从警生涯中的个案。不管从事铁路民警、刑警、特勤还是社区民警，

日常工作都事关百姓安危、生活稳定。

深感责任重大，我不敢有丝毫马虎与懈怠，唯恐父亲失望，百姓受累。凭着当初的那份敬仰，我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情怀，用真诚与

敬业搭建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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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带下山”！梧桐山风景区开展净山行动

11月 24日上午 9点，以“垃圾带下山，梧桐山更美丽”为主题的“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在梧桐山风景区举行。在启动仪式上，梧

桐山风景区总支书记、管理处主任王定跃介绍了“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的基本情况，揭开了“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的序幕。

学生代表和登山爱好者代表分别发表了环保宣言，号召游客在登山途中捡拾垃圾、清洁山野，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保护环境、爱护自

然。值得一提的是，梧桐山风景区将陆续撤掉景区内的部分垃圾桶，鼓励游客减少制造垃圾，在登山过程中把垃圾带下山，避免对森林和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在启动仪式最后的环节，在场领导共同上台，触发启动装置，“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正式开始。随后，200余名“多彩梧桐”志愿

者分别从梧桐山北路和泰山涧进行了清洁山野活动，通过宣传和示范作用，贯彻“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环保理念，积极地维护梧

桐山的美丽风貌和深圳市作为“国家森林城市”的荣誉。

近年来，深圳通过“垃圾不落地”的宣传，形成了市民全民参与环保行动的局面，对城市环卫工作、城市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环境保

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垃圾带下山”是梧桐山风景区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新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介绍，作为深圳市第一

个撤除部分垃圾桶的自然风景区，梧桐山风景区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保护梧桐山宝贵的生态资源，促进登山游客的环保意识，实现人

与自然和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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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发起净山行动，鼓励将垃圾带下山，梧桐山将撤掉一批垃圾桶

11 月 24 日上午，以 " 垃圾带下山，梧桐山更美丽 " 为主题的 "2018 梧桐山净山行动 " 在梧桐山风景区举行，200 余名志愿者登

山清理游客丢弃的垃圾。另据梧桐山风景管理处介绍，从活动当天起，梧桐山将陆续撤掉约 500 个垃圾桶，只在关键地方和景点设置少

量的垃圾分类投放点，让市民养成垃圾带下山、垃圾不落地的文明行为。

当天上午，来自深圳市城管局、罗湖区城管局和教育局以及东湖街道、莲塘街道等单位的 200 余名 " 多彩梧桐 " 志愿者分别从梧桐

山北路和泰山涧登山，沿途进行清洁山野活动，通过宣传和示范作用，提高登山游客的环保意识。

梧桐山是深圳最高峰，梧桐山风景区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更是深圳市民最喜爱的登高揽胜之地。近年来，风景区加大了

森林抚育力度，精心打造了以 " 万花屏 "、" 杜鹃谷 " 为代表的毛棉杜鹃花海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日游客量最高峰为 10 万人次。

深圳市梧桐山风景管理处主任王定跃介绍，为保护梧桐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引导市民游客自觉随身带走垃圾，梧桐山景区管理处从 24

日开始逐步撤走垃圾桶，只在重要节点与出入口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鼓励游客减少制造垃圾，在登山过程中把垃圾带下山，避免对森林

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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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三十四届菊花展开幕 展出 4 万盆菊花，品种达 120 多个

深圳市第三十四届菊花展将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在东湖公园开幕，本届菊展以 " 美丽深圳 • 盛世创菊 " 为主题，突出创新理念，

主要展出地点在西大门、杜鹃园、沿湖步道、棕榈园、人工湖、阳光草坪、钓鱼区和花木园。

作为 2018 深圳公园文化季的重点活动之一，东湖公园菊花展将展出树菊、大立菊、悬崖菊、球型菊、盆景菊、大花型和小花型普通

菊、地被菊、荷兰小菊共计约 4 万盆，品种达 120 多个。

在阳光草坪内，有高达 8 米、直径 6 米的大型菊花球装置 " 菊开盛世 "，以南派菊艺特有的一花一竹的大立菊绑扎方式，将六千多

朵菊花按每圈递增 6 朵，层层排列裱扎而成，共 66 圈，取意 " 六六无穷 "，十分壮观。

钓鱼区的 " 月映东湖 "，一轮由菊花裱扎而成的月牙立于水面，莹莹生辉。

杜鹃园的 " 鲜花礼盒 "，由菊花裱扎而成的大型礼盒层层相叠，运用镜面和鲜花作出繁花似锦的效果。

棕榈园内各种菊花扎制的小动物，雪山及热气球构成了景点 " 动物迷踪 "；三艘大小不一由菊花扎制而成的花船满载鲜花，飘荡在人

工湖湖面，构成了景点 " 水韵菊香 "；沿湖步道沿着河岸悬挂 400 盆悬崖菊，与水面倒影相映成趣，亦可隔水远观。位于西大门、花木

园及南门的三层透视互动菊花装置，将一朵菊花拆分成三部分，按比例喷绘，人在花中行，拍摄效果奇趣；花木园内 7 块大型摄影展板

展出历届菊花展的摄影作品 42 幅；西门另有鲜切花制作的内嵌式镂空菊花拍摄板，可供游客拍摄留念。

杜鹃园内的独头、9 朵和 30 朵的品种菊和盆景菊，置于特制的仿古博古架上集中展出。

本次菊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既有互动性强的三层透视花艺装置，又有表现传统菊花裱扎精湛工艺的大型菊花球，且增加了

夜间灯光效果。布置景点范围也较往年有扩展，在人工湖及沿岸都布置了景点，加强了水面倒影和远观效果，也有利于疏散观展的人流量。

为避免交通拥堵，请广大市民朋友在游园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同时，为保证公园环境整洁有序，请市民积极践行垃圾不落地理念，

文明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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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多居民报名学急救 罗湖东门街道发布《健康宣言》

11 月 24 日下午，500 多人齐聚深圳中学篮球馆，他们是主动报名来参加罗湖东门街道家庭急救培训班的。

当天 " 你学急救我买单，欢迎来到培训班 " 健康东门随手急救活动上，东门街道发布了《东门健康宣言》，请来了罗湖医院集团 8 位

急救医生，讲解身边常见的伤害的急救，同时该集团的 50 名医生护士，现场分批手把手培训到场的居民如何进行心肺复苏。

500 多居民报名参加培训 50 名医院急救导师手把手教

当天，罗湖区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毅带领下，到场 500 多名居民一起举起右手，声音洪亮的发表了《东门健康宣言》，" 我承诺：

我的健康我负责，我努力做到合理膳食、积极运动、戒烟限酒、心里阳光 …… 我宣誓：终生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去换取财富、地位和

荣誉。"

几位东门居民代表随后登台，演出了一个公园锻炼突发状况抢救成功的故事，并跳起了 " 健康一日谣 "。该节目之前代表深圳市参加

全省居民健康素养知识竞赛荣膺 " 团体一等奖 " 和 " 优秀组织奖 " 两项最高荣誉。

8 名罗湖急救中心专业讲师随后登场，对居民进行心肺复苏、AED（体外除颤仪）使用、创伤急救、气道梗阻、烫伤扭伤、急性脑血

管病的识别等基本急救理论知识培训。

急救讲师更是把韩剧《太阳的后裔》剧照放上来，请大家看男主角给女主角做心肺复苏的方法对不对。放大剧照，看到男主角按压位

置都搞到女主角的脖子，人工呼吸时没有按压住鼻翼，现场引来一片笑声。

另外一位急救讲师则讲解了 AED 使用方法，她透露，打开微信，进入我的钱包—城市服务——急救服务，可以查看到深圳的 AED 分

布地图。目前深圳已经投放了 500 余台 AED，地铁沿线有 200 台。

另外几位讲师则讲述了平时常见的病症急救知识，如流鼻血、骨折、烫伤、流血、扭伤等的处理方法。讲师表示，很多人认为流鼻血

后仰头，卡鱼刺吞饭团和喝醋，烫伤起泡挑破，烫伤涂牙膏和酱油等都是错误的。他现场传授了流鼻血应该前倾，捏住鼻翼，遇到鱼刺应

该找尽快找到鱼刺取出，烫伤后应用流动的水冲十多分钟等多种方法。

随后，在深圳中学的篮球场，60 套 CPR（心肺复苏）教具模型，4 台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实机摆放整齐，500 余名居民十人一



组，50 名义工作为辅助助教，全程配合来自罗医集团的 50 名急救导师，居民们先后认真进行了急救理论学习和实操培训，完成所有的

培训并且考核合格者还获得了急救结业证书，获赠家庭急救包。

东门正建设普惠性健康社区 打造 " 黄金四分钟 " 全民互助急救网

据悉，这是自今年深圳市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以来，全市最大规模的公益急救培训活动。东门街道负责人表示，该活

动在微信上启动报名，数天内就有 7000 余名居民进行了关注，仅两天就有 556 名居民抢先报名成功。从报名的数据显示，男性 147 人，

女性 409 人，对急救的关注度女性明显高于男性；18 至 30 周岁 92 人，31 至 45 周岁 350 人，46 至 60 周岁 114 人，大多数学员

年龄在 31 周岁至 45 周岁之间占学员总数的 63%。报名的居民不局限在东门街道，不少从南山福田赶来。

坐在记者身边 60 多岁的一位阿姨表示，急救这些事对自己好，对别人也好，多学习总没错。而居住在翠竹街道的 30 多岁的邹女士

也和朋友一起赶来学习，她表示，学会急救，万一遇到可能真的救人一命，意义很重大。

东门街道书记吕毅书记表示，该街道正建设普惠型健康社区，打造 " 黄金四分钟 " 全民互助急救网，接下来东门街道将开展在校师

生、物业保安、商家义工急救培训，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提升居民的急救技能普及率，与此同时，还将 7 个社区工作站打造成

常态化急救培训学校。

"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健康也是党建引领下，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目标，尤其是日均人流量 32 万多的东门街道，急切需要这类急救

知识和器材。万一发生突发事件，有懂行的人站出来，救下一个人，那就是温馨的东门，安全的东门，人人互相关怀的东门。" 同时，他

透露，今年到明年东门街道将投放 80 台 AED，其中东门老街马上将投放 5 台 AED，主要放置到物业管理中心，宾馆大堂等。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评选中，东门健康社区项目因提倡 "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 被列入全国十大经典案例，同

时该项目获得深圳市家庭发展十大品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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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垃圾带下山”模式，梧桐山风景区净山行动落幕

11月 24日上午 9点，以“垃圾带下山，梧桐山更美丽”为主题的“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在梧桐山风景区举行，罗湖区城管局党委

书记、副局长曾惠卿，梧桐山风景区总支书记、管理处主任王定跃，深圳市城管宣教中心副主任郭仪，罗湖区东湖街道办大队长方海峰，

罗湖区莲塘街道办队长邓立辉等领导以及深圳多家主流媒体出席了本次活动。在启动仪式上，梧桐山风景区总支书记、管理处主任王定跃

介绍了“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的基本情况，揭开了“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代表和登山爱好者代表分别发表了环保宣言，号召游客在登山途中捡拾垃圾、清洁山野，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保

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梧桐山风景区也将陆续撤掉景区内的部分垃圾桶，鼓励游客减少制造垃圾，在登山过程中把垃圾带下山，避免

对森林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在启动仪式最后的环节，在场领导共同上台，触发启动装置，由罗湖区城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曾惠卿宣布“2018梧桐山净山行动”

正式开始。

随后，200余名“多彩梧桐”志愿者分别从梧桐山北路和泰山涧进行了清洁山野活动，通过宣传和示范作用，贯彻“垃圾不落地，深

圳更美丽”的环保理念，积极地维护梧桐山的美丽风貌和深圳市作为“国家森林城市”的荣誉。

近年来，通过“垃圾不落地”的宣传，形成了市民全民参与环保行动的局面，对城市环卫工作、城市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垃圾带下山”是梧桐山风景区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新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深圳市第一个撤除部分垃

圾桶的自然风景区，梧桐山风景区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保护梧桐山宝贵的生态资源，促进登山游客的环保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和谐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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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三十四届菊花展东湖公园开展 超 120 种品种共计 4 万盆菊花亮相

11月 24日，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深圳市第三十四届菊花展将于 11月 26日在东湖公园开幕，本次菊花展以“美丽深圳·盛世创

菊”为主题，突出创新理念，主要展出地点在西大门、杜鹃园、沿湖步道、棕榈园、人工湖、阳光草坪、钓鱼区和花木园。

据了解，本次菊花展是 2018深圳公园文化季的重点活动之一，展出树菊、大立菊、悬崖菊、球型菊、盆景菊、大花型和小花型普通

菊、地被菊、荷兰小菊共计约 4万盆，品种达 120多个。

据介绍，在阳光草坪内有高达 8米，直径 6米的大型菊花球装置“菊开盛世”，以南派菊艺特有的一花一竹的大立菊绑扎方式，将六

千多朵菊花按每圈递增 6朵，层层排列裱扎而成，共 66圈，十分壮观；钓鱼区的“月映东湖”，有一轮由菊花裱扎而成的月牙立于水面，

莹莹生辉；杜鹃园的“鲜花礼盒”，由菊花裱扎而成的大型礼盒层层相叠，运用镜面和鲜花作出繁花似锦的效果；棕榈园内各种菊花扎制

的小动物，雪山及热气球构成了景点“动物迷踪”；三艘大小不一由菊花扎制而成的花船满载鲜花，飘荡在人工湖湖面，构成了景点“水

韵菊香”；沿湖步道沿着河岸悬挂 400盆悬崖菊，与水面倒影相映成趣，亦可隔水远观；位于西大门、花木园及南门的三层透视互动菊花

装置，将一朵菊花拆分成三部分，按比例喷绘，人在花中行，拍摄效果奇趣；花木园内 7 块大型摄影展板展出历届菊花展的摄影作品 42

幅；西门另有鲜切花制作的内嵌式镂空菊花拍摄板，可供游客拍摄留念；杜鹃园内的独头、9朵和 30朵的品种菊和盆景菊，置于特制的仿

古博古架上集中展出。

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本次菊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既有互动性强的三层透视花艺装置，又有表现传统菊花裱扎精

湛工艺的大型菊花球，且增加了夜间灯光效果。布置景点范围也较往年有所扩展，在人工湖及沿岸都布置了景点，加强了水面倒影和远观

效果，也有利于疏散观展的人流量。

市城管局提醒市民，为避免交通拥堵，请广大市民在游园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同时，为保证公园环境整洁有序，请市民积极践行垃

圾不落地理念，文明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