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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巨轮 领航复兴
实习记者 孙延安
本报记者 陈嘉堃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巨轮启航，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天安门城楼、长安街、中轴线与广

场的核心元素构成的“巍巍巨轮”造型
格外引人注目。这一设计主题寓意中
国共产党从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启
航，历经百年航程，成为领航中国行稳
致远的“巍巍巨轮”。

构思巧妙、内涵丰富、寓意深刻。
设计的背后，凝结着庆祝大会服务

保障和广场活动指挥部、设计团队半年
的心血。记者专访策划设计团队，揭示

“巍巍巨轮”背后的故事。

彩虹桥将党徽年号连为一体

庆祝大会现场布置设计工作从今
年1月初就正式开始了。据庆祝大会服
务保障和广场活动指挥部策划设计部
部长田忠利介绍，指挥部组织10位专家
和8个创意团队对庆祝大会的现场布置
方案进行设计，经过反复修改，最终确
定了中央美术学院团队的“巍巍巨轮”
设计方案。

站在广场上，散发着金黄色光彩的
巨大党徽和“1921”“2021”年号熠熠生
辉，十分醒目。党徽年号位于人民英雄
纪念碑的北侧、“巍巍巨轮”的船首位
置，象征党永立时代潮头，继续劈波斩
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
天，整个造型兼具政治性、功能性和艺
术性。

田忠利介绍，党徽年号总高15米，总
跨度71米。党徽直径7.1米，年号高3.8
米，基座以“彩虹桥”为基本造型，采用中
间高两侧低的三条弧线相连。“在最初的
很多设计方案中，党徽年号按照传统的景
观基座形式呈现，虽然在视觉风格上是一
个整体，但摆放位置显得比较分散。经过
前后60多次修改完善，最终确定通过‘彩
虹桥’将党徽和年号衔接起来。”田忠利
说，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跨
越了百年征程，将党徽和年号连成一体，
寓意连接历史、现在与未来。

对于材质和颜色的选择，设计团队
经过了反复比较和琢磨。党徽年号外
表皮采用铝板，基座选择国旗红的亚光
漆，“红色的亚光漆对周围环境有一个
反射，显得很灵动。”田忠利说。

党徽按照使用规范选择了金黄色，
为达到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金光闪闪、光

彩照人的效果，设计团队专门制作了 7
种金色样板，在向阳和背光、晴天和阴
天等不同天气条件下试验，通过各个方
向反复审看，最终选定了一款最稳定、
反光条件最好的金黄色。

党徽年号造型不仅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感，还同时满足了实用功能的需
要。在庆祝大会中，三军仪仗队要从人
民英雄纪念碑台阶行进至国旗杆，其间
需要完成 100 个正步和队形调整等动
作。如果党徽按照原先的想法设计成
基座的形式，三军仪仗队经过时需绕行
一圈，不仅可能弱化仪式感，空间距离
也受限制。“彩虹桥”的出现巧妙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将之参考作为行
进仪式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升旗仪式
的重要背景，这一设计也得到了仪仗队
的赞许。

党徽年号的设计还考虑到现场观众
的需求。田忠利说，党徽年号的高度、跨
度都经过反复论证、反复模拟试验，并经
过场景化勘测，最终确定为15米的最佳
高度。不仅考虑到南侧观众不会被遮
挡，而且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人民英雄
纪念碑上的文字也不会被遮挡。

海浪纹花坛寓意时代浪潮

在广场上，除了党徽年号和座椅，
花坛的摆放也颇有深意。花坛分布于
金水桥南两侧、广场座席中间、长安街
座席两端、纪念堂两侧、正阳门城楼北
侧和人民大会堂东门及国家博物馆西
门前广场，组成 20 余段“海浪纹”花
坛，与“巍巍巨轮”相互呼应。中央美
术学院设计团队成员钟山风说，花坛
图案以中国传统海浪纹图样为基础，
并进行现代化设计，突出百年征程波
澜壮阔。

同时，大会当天的天安门广场也是
群众的海洋，“海浪纹”花坛和观众座席
构成整体，寓意“巍巍巨轮”穿越时代的
浪潮扬帆再启航，体现出新时代的进取
精神。

据了解，本次大会使用的花卉近
100万盆，面积达2.3万平方米。因为这
次大会的时间是在夏季，要求花卉能够
耐高温强光，连续开花能力强，还要能
适应连续降雨。同时，为了能够完美表
达设计意图，要求花卉开花后植株整体

平整，花卉进入广场布置时也要精工细
作，确保线型流畅。

座椅按照人体工学设计

广场上的座椅按照人体工学进行
设计，外形美观，坐起来舒适，还可以翻
转折叠。座椅的材质能经受日晒雨淋，
保持不褪色。记者在现场发现，座椅虽
然是可以翻转折叠的，但并不会发出声
响。原来，座椅的翻转处设置了阻尼
器，实现慢开慢合降低噪音。

本着环保节俭的原则，座椅在活
动后都可以再利用，这已经成为了惯
例，本次大会的部分座椅就采用了国
庆 70 周年庆典时使用过的座椅。往
年广场活动中，观礼台座椅间距 50厘
米，这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座椅左右
间距扩大到 75 厘米，前后间距扩大到
1米。

田忠利还告诉记者，为了方便观众
快速找到座椅位置，主要利用颜色来区
分大的区域，观众可以直观快捷地找到
大致区域，再通过现场志愿者的引导，
从而确保大量观众有序、快速就座。

巨大党徽和“1921”“2021”年号熠熠生辉，十分醒目。党徽年号位于“巨轮”的船首位置，象征党永立时代潮头，继续劈波斩
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本报记者 程功摄

首都风范 精益求精
本报记者 陈嘉堃 实习记者 孙延安

宏伟的党徽，7万多席座椅，7万多平方米地毯，
100面矗立的红旗，硕大的LED显示屏，以及多彩的广
场花卉装饰……从设计图纸转为实物，所有的这些要
素建设都是由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广场活动指挥部
（简称“庆广指”）的工程建设部完成的。从统筹设计流
程到实操演练，再到转运进场搭建，直至拆卸撤场，工
程建设部的工作贯穿全程，确保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的圆满成功。

7万多席座椅
搭建不易拆更难

如何完美实现设计效果，需要在工程建设阶段下
大功夫。北京市国资委党委成立庆祝大会的服务保障
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牵头组建“庆广指”工程建
设部，并从委机关、国有企业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管理团
队。“此次服务保障任务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国资系统
的充分信任，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始终坚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确保工程建设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以
实际行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北京市国资委二级巡
视员、“庆广指”工程建设部部长屈少波的话语掷地有
声。

大会现场设置座椅超 7万席，这个数量在历年的
庆祝活动中是最多的，分布在观礼台、长安街区域和广
场区域，比国庆 70周年庆典的座椅数量增加了一倍
多，座椅分红、黄、橙、绿、浅蓝、深蓝6种颜色。“7万多
座椅，要按照颜色安置在指定区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
成搭建和撤场无疑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相比于搭
建，撤场时间更为紧张，难度更大。”北京建工集团董事
马铁山说。

长安街区域看台东西全长约 700 米，2.7 万多个
座席数量相当于国庆 70 周年整个广场的座席数
量。此次大会首次在长安街主路上设置观众席，这
意味着无论在搭建期、大会期间还是撤场期，长安街
都要断路封闭，对交通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最大限
度降低对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在方案设计之初就
对此进行了重点考虑，设计方案先后经历了 3 次重
大调整和十几次微调，搭建时间也从最初的 40小时
减少到 18小时，最终压缩到 6.5小时。

占座椅数量最多的广场区域的座椅要在 12小时
内完成撤场，为此，工程建设部组织各相关企业,通过
不断的演练来发现问题、磨练技巧，最终形成快捷、有

序、熟练的工作流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进行了
9次座椅分区安装演练,以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高质量
地完成任务。

隔3小时喷漆一次
5遍以上党徽闪亮

广场上最醒目的装置是党徽，金灿灿的党徽在阳
光照射下分外夺目。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工程建设
部下足了功夫。作为党徽现场施工负责人，北京城建
集团副总经理张晋勋一丝不苟地把关每一个施工细
节。他曾经参与了国庆70周年广场要素建设，对于此
次参与党徽年号建设，他深有感触。“为了完美地实现
设计效果，我们制作了多个模型，进行了拼装演练，针
对细节反复推敲打磨，确保达到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
失。”张晋勋说道。

党徽外饰面的喷涂很讲究技巧。喷漆需要每隔3
小时才能进行一遍，静置 3小时的目的是让每遍漆膜
达到干燥或固化，然后对漆面进行检查，对有瑕疵的地
方进行打磨修补，且修补不会对底漆造成影响。为了
准确把控喷漆的颜色，需要一次调够足够量的油漆，按
照一个方向喷涂，控制喷枪角度、喷头漆面叠加量、走
枪速度，喷涂过程中需要在各个角度进行观察，确保每
遍喷涂都均匀平整。

整个外饰面需要喷涂 5遍以上，每喷一遍都进行
打磨，检查色彩均匀无误才完成喷涂。有着十几年喷
漆经验的喷漆工张锋参与了此次喷漆，面对巨大的党
徽，他时而要借助起重机登高，时而要俯身弯腰，喷漆
时同一个姿势要保持 20分钟以上。只要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张锋表示任何辛苦付出他都不觉得累。

由于受广场安装条件和工期限制，党徽年号的制
作安装精度控制难度极大。工作人员要将 70米长的
台拱划分为7个吊装单元，单元之间采用法兰盘连接，
安装误差需控制在2毫米以内。安装主拱3个吊装单
元需要 3台吊车同时作业进行空中接龙，桁架合拢后
吊车才能松钩。通过施工人员的合力攻坚，党徽年号
施工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人人见面 车车过手
转场运输采用“专属订制”

根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整体工作
安排，“庆广指”工程建设部所负责的转运工作统一由
祥龙物流集团承担。运输任务对专业技术要求非常

高，不同的运输对象需要设计出不同的运输技术方案。
党徽在运输的过程中怕震动，而它的宽度达到了

7.1 米，远远超过了现有公路行车宽度的限定。转运
的过程中，五环的多处匝道是其必经之地，匝道的宽
度差不多也是 7米。若要像普通物品一样选择普通
货车转运党徽，明显行不通。转运工作部门曾考虑过
对途中部分点位两侧的路牌、灯杆及护栏等设施进行
拆卸改造，但那实属万不得已的下策，不仅影响正常
的交通秩序，后期恢复的工作量还会很大。经过多次
调研与论证，转运工作部门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
专用车，车的技术性能充分适应不同的道路情况，让
党徽转运有了“专属订制”方案。既保障了安全，还能
将转运过程中对道路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这种特
种运输车叫做轴线车，是一种类似于积木的模块结
构，横向纵向都可以临时拼凑，来达到加长加宽的目
的。不同于一般牵引车的模式，轴线车可以通过人工
手动转向，根据不同的路况随时对其进行操控。

轴线车可以升降，当遇到匝道时，可以将承载着党
徽的车身高度升起来，使之高于两侧护栏，继而从护栏
上方“跨”过去，通过这段匝道再将其降下来。即便如
此，转运人员还是很谨小慎微，从升到降，等到完全通
过，200余米长的匝道前后足足需要七八分钟。

整个过程离不开转运人员的密切配合。驾驶员
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秀司机，为防止不熟悉路线，还有
专门的行车保障组进行护送，重要路口有专人指挥。
光是过匝道，就需要4名引导员和1名指挥进行协作。

广场花坛的运输也都有“专属订制”方案。为保持
花坛的整体性，相关工作人员订制了160个铁架子，待
摆好相应的图案后分别装上80辆车，用钢丝绳捆扎牢
固。“本次运输任务时间紧、数量大、种类多、专业技术
要求高，需要多方协调、通力配合，所以根据不同的转
运要素，我们对应研究了不同的转运方案。”祥龙物流
集团技术顾问魏振民说。

祥龙物流集团党委副书记沈志梅介绍，此次转运
任务总共出动 800多辆车、2900多车次以及 2000多
人。针对不同的运输，在交管部门的配合下，总共设计
了 22条基本路线及 30多个方案，每个方案都反复推
演，通过实地实操演练，不断优化细节。转运任务按照

“人人见面，车车过手”的管理要求，对运输车辆逐一进
行73项技术标准的验收。同时，以车辆北斗指挥系统
为基础，进行信息化精准调度，实时掌控车辆及司机是
否按照线路在正常行驶，若出现偏航的情况，会第一时
间进行指挥调度。“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影响整
体，所以每个环节都不容有失。”魏振民说。

本报记者 于丽爽 通讯员 李莉

巨幅党旗长 9米、宽 6米，巨幅
标语长14米、宽2.5米，在高空，每小
时 160公里至 180公里的飞行速度
下，依然展开平整、色彩鲜艳、完好无
损，“就像挂在空中一般”。一位现场
参会者说。

如此高速气流的冲击下，普通的
巨幅旗帜尾部会产生剧烈抖动，旗帜
边缘局部受损，甚至会被撕裂。这次
使用的巨幅旗帜表现为何如此之
好？原来，旗帜是采用航天技术制作
的。

继承担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
年庆典活动红宫灯，纪念抗战胜利70周
年阅兵巨幅红旗，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
兵巨幅红旗以及大型充气灯笼项目之
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508所又承担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巨幅红旗研制任务。

“在气流中飞行时，旗面尾部受
到的惯性力大小与材料的质量分布
率成正比，因此在保证强度的前提
下，旗面材料越轻，加载到旗面的破
坏力越小。”技术人员介绍。经过对
各种不同类型材料的对比，508所
研制团队最终选择了航天器降落伞
伞衣用的一种高强锦丝绸料作为旗
面材料，以适应高速气流的冲刷。
这种材料强度高、质量轻，即使出现
小面积破损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脱丝
现象，而且抖动声音小。其锦丝长
丝的线密度可以达到 20旦或更小，
粗细仅有一般头发丝直径的三分之
一，强度却可达普通民用锦丝强度
的两倍，比神舟飞船降落伞伞衣材
料强度还高 17%，而重量却降低了

15%。
但这种材料透光度太强，高空飞

行展示效果并不完美。508所与材
料厂家合力攻关，在原布料上使用了
特制涂料工艺，既改善了外观，从地
面看过去旗帜图案清晰；又使党旗具
备很好的防雨能力，即使雨滴落在旗
面上也会迅速滑落，丝毫不影响党旗
在高空飘扬。

这种轻薄柔软的锦丝绸材料自身
刚度不够，在空中遇到高速气流冲击，
不仅容易发生破损撕裂，旗面尾部还
会发生较大变形。为此，508所研制
团队几经探索、验证，结合降落伞流固
耦合仿真分析和真实飞行试验数据，
在旗面尾部增加“风兜”结构，提高了
旗帜整体刚度。“风兜”截面为梯形，位
于旗面尾部的两侧，梯形的大小依据
旗面尺寸大小设计。高空飞行时，“风
兜”充气张满，增加旗面的气动稳定
性。“风兜”可以大大提高旗面尾部的
受力拒变能力，大大减轻风力对旗面
尾部的压迫，既保证旗面完美平整展
开，又使旗面免于受损。

508所还总结形成了“七步成旗”
技术加工工艺，即“挑、裁、点、缝、验、
记、成”，从材料选用到制成成品，每一
步工序都经过严格把控，确保万无一
失。如每块面料裁剪前均要自然放置
12小时以上，释放材料应力，避免褶皱
导致尺寸偏差。每处拼接位置均采用
航天器降落伞的缝制工艺，确保固定
缝纫尺寸内的针脚数量满足要求。每
面党旗、标语制作完成后均按照航天
降落伞的研制标准，对原材料、表观质
量、缝纫质量、安装位置、产品尺寸进
行检验验收，并有独立完整的质量过
程记录，可层层追溯。

材料选用航天器降落伞伞衣用料

巨幅党旗航天技术制作

本报记者 叶晓彦

《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走在大路上》……7月1日上午
的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
歌曲轮番响起，现场7万名群众和与
会代表的情绪被不断点燃，纷纷跟着
合唱队员们一起合唱。负责引导大
家合唱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首次设置的 36名情绪
引导分指挥。

情绪引导分指挥全部来自首都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中心表演区的
14 名分指挥一起，共同开展训练。

“他们不仅具备专业指挥能力，更重
要的是要将饱满的情绪释放在广场
上，传递到现场群众中间。”首都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刚说。

7首歌曲大都是行进式曲风的作
品，演唱者需要有饱满的情绪，才能
表达出最佳效果。中心表演区的14
名分指挥可以提前与3000名合唱队
员反复合练，可是对于情绪引导分指
挥来说，他们无法提前与群众见面，
合练更是无从谈起，这是摆在他们面
前的巨大难题。

“对着空气练，照着镜子练，找同
学练，逮着机会就‘变脸’。”情绪引导
分指挥马云霏是个性格开朗的大三
女生，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说话也非
常幽默。“我以前其实挺内向的，当上
情绪引导分指挥之后，我发现我越来
越自信了。”3个多月的不间断训练，
让马云霏获益匪浅。

马云霏说，作为情绪引导分指
挥，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对于歌曲
的理解和情感传递给现场群众，让

他们受到感染，不由自主地跟着一
起合唱。日常除了要练习体能和指
挥动作，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
练习表情。本身就不是指挥专业出
身，性格又偏内向，有时候顾得上指
挥动作，就顾不上表情了。

“广场很大，有的群众坐得远，
我们的表情要相对夸张，远处的人
才能看得见。”没学过表演，刚开始
训练的时候，马云霏的表情总过不
了关，眼睛睁得不够大、嘴张得不够
大，挨过不少批评。

不服输的她就对着镜子苦练，
“自己唱歌的时候，表情的确很微弱，
如果要让远处的观众看得清，得至少
夸大一倍。”把眼睛睁大、把嘴张圆，
就连眉毛也跟着节奏一挑一挑，气息
加重一些，上半身的起伏也夸大一
些，情绪立刻就表达出来了。

找到感觉之后，只要有机会，马
云霏就调动情绪，反复练习，宿舍的
墙壁、洗手间的镜子都是她练习的观
众，她还会主动拉着其他情绪引导分
指挥，让他们帮忙挑错。渐渐地，马
云霏突破自己内心的障碍，将一个自
信的情绪引导分指挥展现了出来。

平时，情绪引导分指挥也会跟
着其他分指挥一起到合唱团里去排
练，平常都是对着自己练习的马云
霏觉得这是个练习的好机会，就把
合唱团的学生们当观众，以最好的
状态指挥演唱。有一次排练的过程
中她忽然发现，同学们一直跟着她
一起唱，就连脸上的表情都跟她几
乎一模一样，那个瞬间，她意识到自
己成功了，她终于知道一名情绪引
导分指挥的使命是什么了。

现场观众热情这样被点燃

本报记者 张蕾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开始前，参会人员佩戴着为
庆祝活动特别设计、制作的口罩，有
序步入天安门广场。记者注意到，定
制口罩采用了红黄为主的暖色系和
较为抽象的水纹图案设计。据口罩
生产方介绍，口罩在面料、材质的选
择上，既考虑到防疫效果，又兼顾了
透气性和舒适性。

接到设计任务后，承担口罩图案
设计的单位之一——北京工美集团
首先组织设计团队重温党史，汲取灵
感。工美设计团队的设计师绝大多
数是 90后，“设计之初，我们首先要
对设计元素进行整合。”设计师李明
仁说，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从
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的红船开始，共产
党人一路行来乘风破浪，成为领航中

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由此我们
研讨确定了设计方向，认为海浪应该
作为主要设计元素，所以在设计的样
图中重点强调了对水纹的运用。”

北京工美集团最终被选用的设
计方案呈现出像丝带一样的波浪
纹，由右下向左中朝着一个点汇
聚。李明仁说：“它其实是抽象的海
浪，同时我们也借鉴了中国元素中
象征喜庆的丝带。而多条波浪纹向
着一个点汇聚，也象征着中国共产
党强大的凝聚力。

在颜色的设计上，主设计图以红
色和黄色作为主色调，橙色作为中间
的渐变色。李明仁介绍说，这是考虑
到党徽是由红色和金色组成，演变成
设计图就是红、黄色调为主，同时五星
红旗也是由红色和黄色组成的。基于
这个主色调，又衍生出了深浅不同的
其他颜色，以满足不同的搭配需要。

口罩红黄色调上的水纹图案

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