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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峰 李军

通讯员 黄廉基 沈舒丹 尹姮

美哉，株洲！

6

月

25

日，记者踏上株洲这片

热土， 顿时被眼前醉人的绿迷住

了———这是一幅以绿为底色的彰

显现代工业文明特征的生态宜居

城市画卷！

绿， 之所以成为今日株洲最

浓重的色彩、最迷人的风景，得力

于株洲市委、市政府“建设以现代

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

市”的战略抉择。

绿色，与“工业株洲”同行

作为“一五”时期全国重点建

设的

8

个工业城市之一，株洲在创

造了新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 、第

一台航空发动机等

100

多个“工业

第一”辉煌的同时，一直抱着一个

工业新城的绿色梦想。

株洲市园林绿化局张正佳局

长介绍，从

2000

年提出“创建省级

园林城市”目标，致力建设“以现代

工业文明为特征，还原城市山水秀

美容貌”的园林城市，到

2003

年达

到省标后，又提出“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口号。历经

5

年努力，终于在

2007

年

10

月顺利通过考核验收，与

全国其他

34

个城市一起荣登“国家

园林城市”颁奖台，成为长株潭城

市群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就在这

8

年的“园林城市”创建

中，株洲不仅形成了“城郊依绿枕、

四港系两洲、一江串众园、绿网织

新城”的园林绿化格局，还成功甩

掉了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 “黑帽

子”，并加冕了一顶“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的桂冠。从此，人们脑海里株

洲过去那种“污染严重、灰霾蔽日”

的工业城市轮廓，已完全被“山绿

水碧、气清天蓝”的新形象所取代。

跻身 “国家园林城市 ”行列 ，

只是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以绿为美 ，以水为源 ，以人

为本 。”

2010

年

1

月 ， 株洲市明确

“建设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

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

“增绿添景 、深化延伸 、整体

提升。”今年初，株洲市又作出“创

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决定。

城市园林绿化，既增

绿色又添新景

株洲湘江风光带沿江两岸绿

亮绿亮的， 使株洲这座现代时尚

的山水桥城“一江两岸十景”滨水

景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走进位于天元大桥上游的

“十景”之一“时尚生活”的驳岸与

滩地，就像在翻阅一部“海边森林

王国的童话”，浓浓的绿阴里静谧

得似乎听得见王子与公主喜不自

禁的窃窃私语……

几位正在种植名贵大树的株

洲园林人， 颇为自豪地回应记者

的连珠提问： 这是我们株洲人仅

用

1

年时间打造出的绿色驳岸 ；

2010

年 ，株洲将 “城市提质 ”排在

“园区攻坚、旅游升温 ”三大战役

之首， 而且首仗就在城市园林绿

化战线打响。

“加快实施城市园林绿化工

程，既增绿色又添新景 。”为表明

营造和谐、自然、生态城市园林景

观的坚强决心，市委、市政府带头

拆除了沿线围墙还绿于民。 近年

来， 全市共拆除主次干道和重要

地段围墙

131

处、

1.8

万余米， 使围

墙内的大片绿地融入街边路边 ，

既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 又增强

了城市绿视美感。

针对前几年存在的精品不多、

特色不鲜明、 植物品种较单调、植

物配置不丰富、 缺乏生态性等不

足， 株洲园林人紧盯促 “净”、塑

“美”、置“景”、怡“情”目标，推出“城

市公共绿地扩张、一路一景道路景

观、和谐拆围还绿于民、老旧社区

提质改造、节约型园林式绿化及全

方位立体化项目”等攻坚战。

穿行于株洲城区， 眼前是一

派“显山、露水、融城”的新市貌。

现在， 该市建成区拥有面貌

一新的公园

15

个，形成了“魅力株

洲·公园长廊”独特景观。同时，绿

化广场和街头绿地达到

158

个，使

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

2008

年以前

的

549

公顷增加到

857

公顷。目前，

株洲城区绿地率达

45.5%

、绿化覆

盖率达

50%

、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

积达

14.3

平方米，

3

大指标均超出

“国家园林城市 ”标准 。株洲市区

有

57

个居民小区先后被评为省 、

市级园林式小区， 全市有独立庭

院的

320

家单位中，获得省市级园

林式单位称号的就有

221

家，占总

数的

69%

。

“绿色洼地”效应日益凸显

随着一批批战略投资者纷至

沓来，一批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和低碳环保产业项目的不断进驻，

株洲，正在印证着市委书记陈君文

“绿色也能形成洼地效应，环境更能

集聚各方财富”的经典语言。

“城市面貌的变化，是全市人

民感受最直接、 影响最深刻的变

化， 也是吸引外来投资者最直观

的印象。只有株洲变美了，株洲的

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与长久竞

争力都会大幅提升。”在绿化提质

的建设工地， 陈君文还这样算着

“细账”：“树之于城市就像肝脏之

于人类，多种一亩树，一年就能多

吸纳

60

吨灰尘 ； 绿化率每增长

10%

， 空气中二氧化硫就降低

30%

，致癌物质就降低

20%

，城区

夏天的温度就下降

1

摄氏度……”

株洲变美了， 市民成为直接

的受益者。去年，城区空气质量良

好以上的天数达到

345

天，良好率

达

94.5%

，空气质量首年度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

凡是来过株洲的总要感叹一

番：“株洲城市环境优美堪比新加

坡， 还有如香港成了不夜城！”一

批又一批投资者则说 ：“株洲 ，一

个老工业基地，如此重生态、抓绿

化、 抓环保， 我们选择这里没有

错。”

如今，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

天装备、汽车整车及零配件、陶瓷、

服饰

5

大

1000

亿产业集群正在绿色

株洲迅速崛起；神农城、华强基地、

职教城及株洲湘江风光带

4

大

100

亿工程正在引领着株洲绿色消费

型生态示范项目的建设。作为高新

技术产业的标志性企业，“

5115

”工

程中

5

个过

100

亿元的企业已有

3

家、

10

个过

50

亿元的企业已有

4

家，

其

2010

年总产值已接近全市规模

工业比重的“半壁江山”，成为我省

新型工业化中一道鲜亮的风景线，

株洲因之

4

年蝉联 “全省推进新型

工业化工作红旗单位”。

这醉人的绿啊， 不仅美了株

洲，而且富了株洲！

本报记者 李军 李文峰 通讯员 李兴华 尹姮

澄清一碧的湖面，有鸳鸯戏水，野鸭游弋；九曲回

肠的水上栈道，由亲水平台相连，有袅然亭榭相依；阳

光照耀下的湖水，涟漪荡漾，粼光闪烁，阵风吹来，摇动

一湖风景……

6

月

25

日，记者来到位于株洲市高新区的栗雨休闲

谷人工湖边，面对如画美景，顿生“此景只应天上有，人

间难得几回闻”的感怀。难怪热情的主人将这里作为他

们迎接“热土潇湘”采访团的第一站。

作为株洲“旅游升温”战役重点的栗雨休闲谷，于

2009

年

11

月动工，今年

2

月正式开园，总投资

2

亿元。

按照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理念，株洲市在大力推

进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精心建设了栗雨中央

商务区，规划面积

6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12

万，拟建设成

为集办公、研发、商业、教育、居住、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综合服务区。

栗雨休闲谷就位于该商务区中心地带， 由株洲大

道、珠江北路、栗雨西路等

6

条城市道路围合而成，总面

积

878

亩，其中人工湖水面

480

多亩。该项目因地制宜设

计了观光、休闲、滨水风情

3

个功能区域；自然山体在保

留原生植物群落的同时， 疏密有致地点缀了特色风景

林，并巧设茶吧等休闲设施，形成了融人文与生态于一

体的环湖景观。湖岸围设亲水平台、水上栈道等休闲景

观。人工湖水中科学配置适宜的水生植物，利用水生植

物的姿韵、线条、色彩等自然属性，实现水质的净化并

丰富水体景观。 还依山绕湖建设了长度分别

3700

米、

3600

米的环谷主游道和自行车道， 成为产业园区里的

“桃花源”。

流水潺潺，飞珠溅玉，几经跌宕之后化为涓涓细流

汇入湖中。栗雨休闲谷的人工瀑布，以其深山溪涧般的

雅韵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利用这

一地段地势南高北低的特点， 设计这道

3

级人工瀑布，

水源就是经该市河西污水处理厂净化的工业和生活废

水，每年汇入人工湖的回收用水上百万吨，构成了一道

设景和治污比肩同行的靓丽风景线。

依栏相拥生笑意，频伴芳草映深情。即将走入婚姻

殿堂的株洲市民易香华和未婚妻来到这里拍起了婚纱

照，将人生一个个美好的瞬间定格在这美景之中，一拍

就是

2

个多小时。易香华告诉记者，他们就是附近的居

民，在选择拍婚纱照的地点时，两人都不约而同想到了

栗雨休闲谷，因为这里“已经够美了”。对这样的场景，

游览车司机小何已是司空见惯， 他说他每天都要接待

几批前来拍照的新人。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栖。据悉，栗雨休闲谷周边

目前已成功引入商务项目

6

个。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之

一的广东美的集团斥巨资来此打造总面积达

70

余万平

方米，集写字楼、公寓及酒店于一体的房产项目，已经

破土动工。

产业园区里的“桃花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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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人的绿

———“工业株洲”

彰显生态宜居之美

———株洲市栗雨休闲谷速写

6

月

25

日， 株洲市栗雨休闲谷， 市民在人工湖边放风筝。 栗雨休闲谷是该市旅游升温的重点项目，

对游人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