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6 日，岳麓山下的桃花岭公园开园!
4360 亩的桃花岭公园美得令人心醉！
如火如荼的桃花，绿翠欲滴的碧树，晶莹剔透的潭水，满山环绕的栈

道……静静地伫立于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内， 与山脚下的梅溪湖牵手呼
应，融为一体，构成一幅诗意盎然、美妙无限的山水画！

与桃花岭公园开园同时启幕的还有第二届梅溪湖、 洋湖花卉艺术
展。 60 种名贵花卉，构成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让春意盎然的梅溪湖、洋
湖，充满了花的妩媚，花的多情！

同时，洋湖湿地公园二期、梅岭公园也将同期开园！
长沙市委常委、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文彬

激情表示：“这将是一次视觉盛宴，一场精神洗礼！ ”
开园，花展，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其意义不只是一个个主题活动的

推出，而是一场场生态文明大戏上演！ 一个个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展示！
问世 5 年的大河西先导区，在一片荒原中造城，而它一次次呈现给

世人、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仅是一条条卧如蛟龙、展如鲲鹏的城市大道，
也不仅仅是一幢幢拔地而起、高耸云天的摩天大厦，而是一个个令人意
想不到、身热心跳的生态文明的杰作！

著名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专家伊利尔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
说出这个城市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

对于大河西先导区，刚刚 5 岁的新城，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但我
们透过它鲜嫩的尖角，透过它初显的端倪，我们看到了它如朝阳喷薄而
出的力量，那就是生态文明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所产生的磅礴力量。 生
态，成为这片新城的灵魂与支撑！

让我们透过这一个个生态的“杰作”，去寻找这座新城生态的灵魂，
生态的力量！

新加坡与天津市联手打造的滨海新区中新
生态城，是世界未来之城的标本，也是中国城市
的榜样。 而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梅溪湖国际新
城，去年 11 月，在北京京海宾馆与它比肩领取
“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的匾牌，获此殊荣的
全国仅 9家。 梅溪湖成为中部城市的唯一！

2013 年 1 月，梅溪湖国际新城又与中新生
态城同台，被住建部授予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创
建试点城区”。

2013 年 4 月初，梅溪湖国际新城受邀参加
住建部、 财政部联合召开的中国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座谈会，与之同坐的还是中新生态城。 梅溪
湖的介绍让两部领导特许延长 15分钟！

梅溪湖国际新城， 一座中国内陆中部省会
崛起的新城，为何一鸣惊人，与华夏一线城市的
新城并驾齐驱？ 又为何得以穿云破雾， 喷薄而
出，进入世界城市的视野？

细读梅溪湖国际新城崛起之旅， 我们不难
发现，生态文化，成为撬动梅溪湖国际新城建设
的支点；生态文化，成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魅力
之源！

先导区的建设者，以文心雕龙的匠心，以生
态文明的自觉， 打造着梅溪湖国际新城———这
座长沙乃至湖南的未来之城。

梅溪湖，5年前的卫星地图上， 还是一个山
旮旯，梅溪湖，其实没有湖，只有一个小水沟。

而今，她正在迅速演变成中国中部的“曼哈
顿”、长沙的“迪拜”。

2009 年 7 月，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挂牌成立
一周年时，在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由世界
著名设计公司规划设计的梅溪湖国际服
务区汇报展演，让人们眼热心跳。

这是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
河图》！ 这是运筹帷幄中的长沙未
来之城！

2011 年 6 月 24 日， 又一个令人热血沸腾
的场景上演。 两年前展演现代《清明上河图》的
喜来登酒店 4 楼国际会议厅内，“国际建筑大师
对话梅溪湖”精彩启幕。

世界 5家顶级建筑设计团队、3 位获普利兹
克奖的建筑大师齐聚一堂，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他们此行，只为一个目标：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设计投标。 做过世界建筑艺术极品的大师
们要在梅溪湖绘制中国顶级的艺术殿堂。

2012 年 10 月 26 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中奠基， 中国顶级的艺
术殿堂在中部内陆城市冉冉升起！

梅溪湖国际新城的精彩还不止如此。 她构
建了一个覆盖新城的绿色生态系统。 用先导区
管委会项目建设部副部长、 长沙梅溪湖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彭心旷的话说， 就是治山治水治
湖。 桃花岭、岳麓山的余脉，曾经被一把山火，烧
毁了几千亩山林。 采矿的铁锹， 让山体千疮百
孔，伤痕累累。 先导区的建设者覆绿护绿，新植
桃树 20 万株， 造出桃花仙境的桃花岭公园；造
出长沙最大的城市湖泊梅溪湖，3000 亩波光潋
滟的湖面，梅溪湖国际新城一切诗篇绕水展开。

银杏公园、梅岭公园等六大公园建成开放，
中央绿轴等三条生态景观轴绕湖蜿蜒。 赏月、映
日、瞻星、听雨、看云、观花、惜春、安夏、纳秋、藏
冬十岛依山傍水，融为一体。

绿色交通形成网络。

30 平方公里的梅溪湖新城，15 条总长超过
30公里的城市主、次干道建成通车，纵贯新城的
地铁 2 号线西延线 2015 年竣工通车；环保电瓶
车已采购到位，即将投入使用；公共自行车系统
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有望今年 5 月投入使
用；绿色公交、龙王港游道船行系统等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 未来的梅溪湖国际新城，一定为绿色
交通之城。

绿色建筑星罗棋布。
2012年秋季开学招生的长郡梅溪湖中学不

仅校园里绿树环绕，绿草茵茵，其屋顶、墙壁、阳
台全被常青藤包裹。 这个被住建部授予“二星级
建筑”的学校，只是梅溪湖推广绿色建筑的一个
点，绿色建筑已由点到面、由单体到整体，绿色
建筑已星罗棋布。

刚刚投入使用的岳麓山实验小学， 师生们
惊讶地发现，虽然教室里没有电源空调，竟一样
冬暖夏凉，为什么？ 这里采用了地源热泵系统，
通过地下水温差产生的热源，直接给教室采暖、
散热。 如此，一年可节约用电 5 万度，相当于每
年少排放 39250千克二氧化碳。

绿色能源的推广， 在梅溪湖国际新城已成
势。 地源热泵、光伏太阳能的使用，已是司空见
惯，集中式能源站建设正如日中天，新城中央广
场 90 万平米的城市综合体， 一个小小的站房，
就可将冷暖、光电送至每个角落。

绿色管理如坐春风。
正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梅溪湖国

际新城，将三网融合，引百兆光纤入户，当居民
生活中的千头万绪，梳理成网络终端，只需在显
示屏前轻轻移动鼠标，足不出户便可敲定。

当管理演绎成数字，智能新城跃然而现。
一个绿色体系层层覆盖的新城， 必然是一

个诗意的栖居之地。
梅溪湖国际新城， 一个今日湘人翔梦、逐

梦、圆梦之城！

洋湖垸，定位于洋湖总部经济区。 一个高楼
林立的总部经济区，按常规的建设思路，一定要
付出环境的代价。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寸土寸金
的总部经济区，同时再造了一个城市的“绿肺”，创
出了一个生活污水生态治理的成功样本。

洋湖垸，建造了中部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
创建了洋湖再生水厂，在全国首次、湖南唯一采
用“MSBR+ 人工湿地”治污工艺处理城市生活

污水。
洋湖的样本， 源于先导区建设者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胆创新，独辟蹊径。 创新，生态文明
之树才会奇花绽放！

北依岳麓山，东临湘江，与省政府隔江相望
的洋湖垸，原是一片沼泽地，一个水窝子，年年
遭洪水袭击，境内百姓苦不堪言。

对洋湖垸的建设，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裁、 长沙先导洋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危建新精辟地概括为“尊重自然，敬畏自
然，修复自然。 ”

敬畏自然， 洋湖垸的建设处处彰显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光。

湿地公园的堤岸，一改混凝土的浇注之法，

用植物替代，湿地满目杂草，没有大刀阔斧的砍
伐，而是引进水草，构造海绵状的保护层，就如
给地面盖了层厚厚的丝绵被，让污染物在“丝绵
被”下“过滤”、“净化”。

4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第一期已于 2011 年
6 月开园，给人们呈现了“一台一榭二亭二廊十
三桥”的景观；今天开园的湿地公园第二期，展
示了湿地生物的多样性， 由 1500个品种、15 万
株湿地生物和 150 种亚热带动物和昆虫组成的
洋湖湿地公园，构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长沙市一叶硕大的“绿肺”，耸立于湘江的西岸，
为城市两岸市民担扛“吐故纳新”重任！

洋湖湿地公园附近，一个青藤盖顶、碧草绕
梁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 2012年 8月 15
日投产的中国首家生态再生水厂———洋湖再生
水厂。

城市污水的处理， 是当今人类环保的头等
大事。 传统的处理工艺就是建造污水处理厂，采
取工程处理办法来进行。 建一个日处理量为 10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需 3 至 4 亿元， 公共财政负
担巨大又极易给环境带来二次污染， 既不经济
又不环保。

洋湖再生水厂通过人工湿地， 形成一个独
特的“土壤———微生物———植物生态系统”，催
生了从污水到中水再到清水的奇妙， 其运营成
本降低了 1/3。

洋湖再生水厂开辟了中水回用新径， 河西
新城的新居民家庭将装两套水管， 一个是生活
用水的自来水水管，一个是清洁用水的中水管。

洋湖垸生态文明的“金果”，也带来经济效益
的“金果”。 11.9 平方公里的片区，湿地公园、道
路、绿地占去了 8.6平方公里，可开发建设的用地
仅仅 3.3 平方公里， 可就是这 3.3 平方公里，因
“绿肺”而点石成金，省信用联社、中赢广场、柏宁
酒店等高端项目纷纷抢滩入驻。 公园里的城市、
水国中的城市雏形展现！

独辟蹊径，城市“绿肺”正释放诱人的魅力！

生态文明， 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热络的
词。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此，“美丽中国”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当人类走过农耕文明， 进入工业文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人类在创
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
危机和能源危机，人与自然的和谐面临有史
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人类不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有鸟
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和静肃。

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下迅速崛起的中国，
在一次次生态危机敲响的警钟中深刻意识
到：人类应是大自然进化树上开得最美丽的
花，而不是最活跃的毒瘤。

生态文明的中国行动，是地球上最具震
撼力的壮举，而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建设者又
是壮举中的先行者！

记者惊讶发现，早在 2010 年，长沙大河
西先导区管委会就以红头文件形式， 出台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
案》，以后，每年新春伊始，生态文明建设方
案作为先导区的第一号文件， 年年如期出
台。

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让开发建设与
环境保护陷于矛盾，要造长沙新城的“先导
区”，如何解开“死结”，探索新路？

生态制度创新是保障。
先导区大胆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机制。
不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当人们

还在怀疑、猜测中，一份大河西先导区空间
布局蓝图让人耳目一新：1200 平方公里的
规划范围区，610 平方公里圈上禁建红线，
150 平方公里划为限建区，余下的才是可建
设开发区，仅 380 平方公里；湿地、林地、生
态廊道纳入保护区，设立生态“高压线”。

这是运用国际流行的“反规划法”———
首先确定禁建区和限建区，再确定开发建设
区。 这样的顶层设计，确保生态不再成为“牺
牲品”。

在生态治理、修复和环境建设中，探索
建立了落后产能淘汰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生产污染治理机制和资源节约奖励机制
……机制的创新，引领着生态文明新体系构
建。

制度先行， 先导区在 1200 平方公里的
规划区内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碧水蓝天
整治行动！

湘江之滨，曾经的工业强镇坪塘，由于
数十家化工建材企业的污染， 使得天无亮
色、树木蒙尘。

而关闭污染企业之路关山重重，企业要
出路，职工要生存，伤筋动骨的关闭行动年
年搞，次次皆成“无言的结局”。

先导区在新机制引导下，政府投入 2 亿
元，2008 年 11 月在全国率先成立环境资源
交易所，敲响排污权交易第一锣。

在成熟的利益机制面前，坪塘污染产业
全线退出，而且退得高高兴兴，风平浪静。 20
多家污染企业关闭退出、寿终正寝。

此举让湘江每年减排污染物 40 万吨，
占长沙城区排污量的 45%！

哭泣的湘江不再哭泣；污染的土地重焕
生机！

河流，是先导区生态整治的重中之重。
靳江河，是河西地区的“母亲河”，发源

于宁乡白鹤山的靳江河，自西向东曲曲折折
130公里，流入湘江。 而这条蜿蜒东来，送来
一个又一个“稻菽千重浪”的河流，然而，近
年随着两岸经济的发展，靳江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 昔日的河西“母亲河”遍体鳞伤，部分
河段异味冲天，鱼虾近乎绝迹。

2011 年，靳江河整治开战，先导区投资
6亿元， 流域三个区县 19 个村镇合理治污，
沿线 3家纸厂关停，100家网箱养殖户退出，
20 家非法采砂场退出， 流域两厢 200 米范
围内的 5 万多平方米的畜禽养殖栏舍全部
关闭退出。

一系列釜底抽薪之举，靳江河水质由 IV
类提升到 III类！

龙王港， 曾是一条浑浊不堪的臭水沟，
成为先导区范围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先导区
在龙王港挥剑斩“污龙”，全线实施雨、污分
流，全面截污，堵死污源……

马桥河、八曲河、雷锋河、云盖河、沩水、
湘江河西流域的八条支河全面整治，不留死
角！

如今，“八水”河畔碧水清风，玉带流动，
白鹭高翔，空气优良率由先导区成立之初的
87%提高到如今的 95%！

先导区的天，是蔚蓝的天，先导区的水，
是清澈的水。

碧水蓝天，成为这座新城永恒的底色！

创建机制 碧水蓝天重构

独辟蹊径 城市“绿肺”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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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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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桃花岭景区

绿意浓江山逐梦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