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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２０13年3月20日 星期三8

本报记者 奉永成

梅溪湖的房子有多高

单从字面解读，梅溪湖就是个很有想象空
间的地方，又因为在岳麓山的西面，更沾了不
少岳麓山的灵气，青山如黛，绿树成荫，空气里
自有一种清爽的味道， 到这里来休闲的人们，
会被这里满眼的绿色所陶醉。

3月9日，长沙迎来入春后又一个天气晴朗
的周末，人们纷纷举家外出踏春。长沙梅溪湖
因为有山有水，成了人们外出踏春的目的地之
一。

65岁的陈新华是个“老长沙”了。3月9日一
大早， 当儿子和孙子讨论去哪儿玩的时候，他
力挺去梅溪湖。“几年前，我经常骑车来这里钓
鱼，这里空气清新，绿地环绕，坐在池塘边，甩
下钓竿，抬头放眼望去，满眼绿色尽收眼底，真
是件快乐的事。”陈新华告诉记者，自己有几年
没来这里了，从新闻中听说这里在开发成集生
态休闲、文化旅游和高档住宅于一体的综合型
项目，就一直想来看看。

这天上午，陈新华一大家子，带着风筝，拿
着相机，从西二环汽车西站边的入口进入梅溪
湖，步行上湖中的梅溪湖桥，沿着湖两边的宽
敞大道散步，但带来的风筝一直被他孙子抓在
手中。“曾试着在路上放了一次，差点挂到正在
施工的房子上，只好收起来了。”陈新华的儿子
指着已开盘的中建梅溪湖一号楼盘告诉记者。

走了一个多小时，陈新华老人发现，一些
小山坡被推平用作房产开发。陈新华站在中建
梅溪湖一号楼盘前的大道上，指着地下和东面
的金茂梅溪湖楼盘告诉记者，这些地方，以前
都是坡地， 站在这些坡地上抬眼望去满眼绿
色，现在抬眼望去，全是高层楼盘，要看青山只
能站到山脚下。

“一个生态休闲、文化旅游的地方，建这么
多高楼，还谈什么生态？站在湖边看不到山，站
在山脚下看不到湖，跟在小区散步没区别。”一
直从事旅游景观设计的湖南省世界遗产和风
景名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源，曾长时间关注过
梅溪湖的规划和建设，他认为梅溪湖的房子要
矮一点， 太高了就挡住了原本的生态景观，破
坏了梅溪湖的灵气。

3月9日上午，记者在中建梅溪湖一号和金
茂梅溪湖两个楼盘前，随机采访了10位前来散
步踏春的市民，他们均对在这里建高楼表示反
对，认为作为一个市民休闲、旅游的地方，建筑
应该矮一点。

记者从梅溪湖正在开建高层的中建梅溪
湖一号和金茂梅溪湖两个楼盘处了解到，中建
梅溪湖一号为25层电梯房，层高2.9米，金茂梅
溪湖多为16和18层的小高层，同时，这两个开
发商今年都打算开发新的项目， 预计均为高
层。

“从视觉上来说，高层确实会挡住人们站
在路上看山看湖的视线，但是业主在这里住得
舒服。” 金茂梅溪湖项目一位姓黎的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业主站在房子里，既可看山，也可看
湖。

记者站在梅溪湖桥上，抬头望去，南边已
经建起了20多栋45米以上的高楼或小高层，其
中中建梅溪湖一号最高处高达70多米，已建成
封顶的有10栋，金茂梅溪湖项目有12栋45米以
上的小高层已经建成封顶。从早先公布的一份
梅溪湖规划中看到，建成后，中央商务区围绕
梅溪湖西段而建，其建筑物的高度自东向西逐
步增高，在中心区域最高位置达400米，如果加
上外围的CBD建筑，整个梅溪湖区域45米以上
的高楼至少超过30栋。

未来会是什么样

看山、看湖。这种独特的山水环境，在当代
城市圈内可谓难得一见。梅溪湖正是因为这种
独特的地理和环境优势，在市民们心中的地位
越来越高，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的灯展，更是
吸引了无数市民们的眼球。 元宵节当天，20多
万的人流量，也使这里的人气达到了有史以来
的高点。

未来的梅溪湖到底会是个什么样？是高楼
林立的普通高档小区，还是山水相宜的风景区
般的生态新城？很多市民都想揭开这个谜团。

“未来的梅溪湖将打造成一座国际服务与

创新城。”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办事处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07
年开始，长沙市政府启动集防洪、生态产业、文
化旅游和高档住宅开发于一体的梅溪湖综合
开发项目， 按照市政府“未来河西城市中心”
的定位和“两型社会”的理念，建成后的梅溪湖
将成为放大智力资源的园区、 对外开放的平
台、国际会展中心、金融后援基地、文化旅游和
生态宜居新城。对于记者“建很多高楼会不会
破坏生态，影响原生态景观”的提问，这名工作
人员表示这不是其专业范围，无法回答。但他
同时表示，整个梅溪湖的规划，都是通过了专
家和政府部门的多次论证。

记者从2009年公布的长沙市梅溪湖总体
规划中看到， 规划不仅体现《清明上河图》中
人、自然、城市的相互交融，还将一切围绕水而
展开，湖边辐射出一系列运河直达社区。规划
设计方美国盖尔国际的设计师曾表示，建成后
的梅溪湖片区就像一个摩天轮， 主湖为中轴，
外围是CBD建筑，再往外是住宅区，整个布局
呈放射状， 水在这里汇聚成一个40公顷的湖

泊，相当于未来新城区的“客厅”， 位于龙王港
河岸的景观带，长约10公里，为区域内最长的
公共线性公园， 最适宜人们早上在这里慢跑、
锻炼身体，傍晚悠闲地散步。

在一份官方公示的文件中， 记者看到，梅
溪湖的整个规划坚持低碳、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

在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官方政务网上，记者
看到，在2011年8月20日公示的《先导区梅溪湖
片区控制性规划（优化）拟调整公示》中，梅溪
湖片区控制性规划优化方案、规划构思及形态
结构，要求利用自然山、水的楔入由梅溪湖绿
心向外围发散，环湖布置核心圈层（以公共服
务功能为主），外围布置居住、文教等辅助功能
区，形成中心放射的“摩天轮”结构。通过开敞
水体空间将桃花岭和大坡山体楔入， 形成山、
水、城交融的空间格局，形成“组
团发展、圈层式生长、放射结构”
的形态结构。

而金茂梅溪湖项目的销售人
员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不用多

久，这里就会成为长沙的另一个中心城。

房子能不能矮一点

用生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打造
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新城，这看上去十分美好的
蓝图，一些市民心里却打上问号。

林业渠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长沙市民，他对
梅溪湖平地而起的高楼非常反感：“你看这一
栋栋高楼就像一道道闪电， 横空将青山和湖
水，拦腰截断。”林业渠站在梅溪湖大桥上指着
正南面的几栋高楼说，就算为了开发和整个规
划的需要，要建商住楼的话，也不用建这么高，
可以矮一点。

梅溪湖的房子到底能不能矮一点？
刘源认为，梅溪湖的房子应该矮一点。
“梅溪湖的灵气就在于山和水，一旦建了

高楼阻隔了山和水的视觉空间，灵气也就少了
许多，跟其他所有由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区没有
多少区别了。” 刘源认为， 梅溪湖在开发过程
中，要着重保持山、水的原样，规划中，必须围
绕青山和绿水做文章。

“要开发一个地方，建筑、地产肯定是少不
了，梅溪湖也一样，但是要对建筑、地产商进行
约束，可以盖不遮挡视线的多层建筑，而不是
高层。”刘源说。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更是直接、果
断地告诉记者：梅溪湖肯定不能建高楼。

“出现高楼是对整个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柳教授说，梅溪湖的规划理念是生态、低碳和可
持续性发展， 并且要求环湖布置核心圈层以公
共服务功能为主， 这些理念很清楚地表明梅溪
湖将重点打造一个供市民休闲、供政府“会客”
的生态场所。在这样一个场所中，如果要搞建筑
的话，只能建一些别墅或四层左右的楼房，像现
在正在建的20多层的高楼，不仅挡住了山景、园
景，对整个园区的景观也是一个硬伤。

柳教授认为，在梅溪湖建高楼，唯一受益
的是建筑商。他说，同样一块地，建20层楼房的
利润和4层楼房的利润相差十万八千里。 少数
人短期内受益，但从长远看，不断矗立的高楼，
于我们的城市和子孙，是一种难以消弭的痛。

长沙西二环的拉通，今年春节期间的盛大灯展，让更多长沙人知道了“梅溪湖”这个地名。现在，不少市民
将青山绿水的梅溪湖当作了一个休闲的好地方。而这里，开发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人
们发现，当高楼矗立，一些地方原来山水相连的美丽风景也随之消失。市民和专家纷纷呼吁———

梅溪湖:建筑能不能矮一点

3月19日， 长沙岳麓山下梅溪湖畔正在建设中的高楼。 本报记者 摄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3月 19日

第 2013071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9 1000 104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39 160 262240

3 0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3月19日 第201303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558317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2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53055
4 1863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364
91992

1487883
12258836

87
3406
51239
398448

3000
200
10
5

0314 15 21 331303
（上接1版）
通报指出，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制定八项

规定， 坚持改进作风从自身做起， 充分体现
了中央领导集体落实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
针和求真务实、 狠抓作风转变的坚定决心，
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各地区各部门相应制定
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 并采取措施狠
抓落实。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 改进工作作
风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但仍有少数领导干部
无视规定， 我行我素， 顶风违纪， 在社会上
造成恶劣影响， 这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

通报强调，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是
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必须认认真真抓， 持之
以恒抓， 咬牙做下去。 决不能有令不行、 有
禁不止， 决不能走形式、 搞变通。 要加大惩
戒力度， 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 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
处理等手段， 不仅要严肃追究直接人员的责
任， 而且要依据规定对有关领导进行问责，
同时经济上予以退赔。 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
题， 查找漏洞和薄弱环节， 强化建章立制，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