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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已出台政策，凡屋顶进行绿
化的，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4月8日，站
在湖南省商会大厦裙楼5楼屋顶平台
绿油油的草坪旁， 天泉科技公司总裁
周建国告诉记者。 省商会大厦屋顶草
坪是去年铺就的， 总面积达1100平方
米。 一年多过去了， 草坪依旧郁郁葱
葱，仿若厚厚的绿色地毯，又如连片的
绿色宝石，令人赏心悦目。

集成式屋顶草坪， 是天泉科技的
专利发明。 它由移动式生态草盘拼成，
具有无土栽培，无伤害搬移，质量轻，
不损害屋顶等特点。

该项专利发明，用在斜面式的屋顶
上， 则像给屋顶戴了一顶漂亮的绿色草
帽。

去过张家界的游客， 或许都会惊
叹该市哈利路亚音乐厅屋顶就像一道
美不胜收的风景：4000平方米的斜面
式屋顶，全部被茵茵绿草覆盖，如诗如
画， 别具一格， 给人童话般的梦幻感
觉。

而制造这顶目前国内最大的斜面
式屋顶草帽， 天泉科技公司仅花了不
到一个月时间。

城区钢筋水泥浇铸的大楼， 鳞次
栉比，屋顶大都“闲着”，如能给这些楼
宇屋顶戴上漂亮的草帽，种上草坪，那
将给城市的“混凝土森林”增添一些灵
性，带来赏心悦目的风景；更重要的是
它为寸土寸金的城市开辟了新的生态
空间，能有效地吸附大气浮尘，净化空
气。

周建国告诉记者，治理城市雾霾、

沙尘污染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
屋顶绿化。 根据科学测算，花园式屋顶
绿化平均滞尘量达到每平方米12.3克，
天泉集成式屋顶草坪平均滞尘量达到
每平方米8.5克， 年滞尘量约每平方米
150克。 如整个长株潭地区屋顶增加绿
化覆盖面积近700万平方米，每年可滞
尘1050吨，可以有效地改善空气。

不仅如此， 如果一个城市把屋顶
面积全部利用起来进行绿化， 城市上
空的二氧化碳将减少80％左右； 盛夏

时节，屋顶绿地能大量减少
房顶建筑材料的热辐射和
城市的热岛效应，令该建筑
顶楼空间平均温度下降2摄
氏度。 另外，植物的茎叶对
雨水有截流作用，而种植基
质吸水功能又可以把大量

降水储存起来， 屋顶绿化有助于城市
有效蓄积与利用雨水， 减轻城市排水
系统压力。

此外， 一般地面绿化的建设造价约
每平方米3至4万元， 而屋顶绿化造价约
每平方米200至700元。 利用建筑屋顶进
行绿化， 可低成本地大大缓解城市用地
紧张的矛盾。

然而，给屋顶戴上草帽，在长沙以
及我国其他城市推广得并不快。

天泉科技董事长梁伟， 是一个为
推广屋顶绿化奔走了14年的女企业
家。 她告诉记者，“从我们2001年在长
沙完成的第一个屋顶绿化， 到如今10
多年过去， 长沙的屋顶绿化面积大约
有10多万平方米吧。 ”

这个数据，与梁伟梦想实现700万
平方米的屋顶绿化覆盖，差距巨大。

“传统的屋顶绿化工程在技术层
面，有两大瓶颈。 一个是房屋屋顶的荷
重能力。 如果是建草坪，传统的施工方
式要求屋顶承载力要达到每平方米
150至200公斤，土壤介质厚度15至20
厘米；如果有树木花草，那屋顶承载力
要达到每平方米500至600公斤， 土壤
介质厚度为50至80厘米。 很多上世纪

80年代之前建造的老房子， 就无法达
到承重要求。二是植物品种。屋顶上种
植的植物需要品种强壮并具有抵抗极
端气候条件的能力。 ”周建国介绍。

针对这些技术瓶颈， 天泉科技用
10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发明了拥有13
项国家专利的一整套屋顶绿化专利技
术， 使给屋顶戴草帽变得既轻巧又方
便。

一是草帽变轻了。 用屋顶专用轻型
基质代替土壤栽培， 这一基质采用农业
废弃物谷壳灰、锯木渣、秸秆等制成，无
色无味，超薄轻松，使草坪重量变轻，仅
为传统施工方法的三分之一， 解决了屋
顶载重的问题。

二是制作草帽更简单了。 发明的
屋顶专用种植盘， 是一个长宽各50厘
米的神奇的盘子，具有负荷轻小，抗压
力强、蓄水量大、排水性快、透气性好
等特点，草种在盘子里，不影响屋顶结
构，不破坏屋顶表面，屋顶绿化工程也
变得简单有趣， 成片的草坪就是用这
样的几十个或数百个盘子拼接而成，
使草坪可轻松移动，易养护。 将传统的
屋顶绿化解决方案由原工程施工模式
升级为产品模式。

三是编织草帽的草更强壮了。 如
省商会大厦上的草坪采用的是两种
草，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可耐受60摄氏
度高温， 也可抵御零下15摄氏度的低
温。

为了让更多的城市屋顶戴上漂亮
的草帽， 天泉科技在岳麓区莲花镇租
赁了8000亩土地， 建成了中国目前最
大的屋顶专用植物生产基地， 产品俏
销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等地。

“希望政府对屋顶绿化进行政策
引导，推进楼宇‘戴草帽’行动。 我们坚
信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
对优良空气的追求， 我们的路将越走
越宽阔。 ”梁伟充满期待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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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31个省 （市 、 自治
区） 人大官网发现， 互动板块建
设缓慢。 代表与群众沟通仍然以
调研、 视察、 走访等传统模式为
主， 群众通过手机、 电子邮件等
“点对点” 方式联系到代表不太容
易。 31个省 （市、 自治区） 人大
官网， 没有一个公开了人大代表
的手机联系方式。 （4月11日《中国
青年报》）

如果说每年三月是全国的人
大代表集中反映民意、共商国是的
时期，那么平常的日子里，就是人
大代表征集民众诉求的过程。总体
来说，当前各地人大代表联系群众
的方式主要有调研、考察、设立群
众接待日等形式。 然而，因为种种
原因，这种方式很难达到深入的效
果，很多要反映问题的群众也找不
到代表。近年来屡屡有雷人议案见
诸报端，大多是因为代表与群众缺
乏沟通所致。

群众是希望向代表反映问题
的。3月12日，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
完成了对31个省 （市、 自治区）的
5097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期待代
表委员主动公开联系方式吗”的在
线调查。结果显示，91.2%的人希望
公布联系方式能成为制度化规定。

想找代表的群众很多，而能找

到代表的概率很小，这是值得深思
的现实。 2010年10月修订的《代表
法》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或原
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听
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
为人民服务”，“代表应当采取多种
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
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
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
的询问，接受监督”。如果连手机号
码都成了秘密，民意如何与代表无
缝接轨？

这些年，人大代表号码该不该
公开的讨论并不少。 客观地说，代
表号码公开后， 确实面临多重烦
恼：一是没日没夜的电话，二是民
众容易将之混淆成“万能热线”，三
是代表非专职， 平时有自己的工
作。 也正因如此，不少地方不少代
表曾尝试公开电话，但要么无疾而
终，要么被“呼叫转移”。 所以公开
前必须做好配套的前提工作，在制
度上要跟进：首先，隐私保护要到
位，对于恶意骚扰或商业广告要究
责；其次，游戏规则要厘清，什么时
候接听、 接听那些方面的内容，要
有宣传引导。

调研也好、视察也罢，蜻蜓点
水的民意接触总归是不解渴的，人
大代表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证选
区的群众有说话的权利。 这一点，
应该是共识。

本报讯 原湖南建筑工程总公
司副厅级离休干部杨秀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3年4月2日逝世，
享年85岁。

杨秀同志1928年7月出生于
北京怀柔县， 1945年12月参加
工作， 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去冬今春， 我国多个城市持续出现雾霾天气， 引起人们对城市空气质量的高度
关注。 如何在拥挤的城市中植绿添绿， 吸尘降尘？ 屋顶绿化， 这一不占用土地的空
中高科技绿化形式， 正大步走进公众的视野———

减少雾霾，给屋顶戴个“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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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同志逝世

天泉科技公司在湖南商会大厦五
楼平台种植的集成式屋顶移动草坪长
势良好。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