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国际的高度，以国际
的理念，一个地处偏僻无人
知晓的葡萄沟， 短短几年，
打造成一个可与世界对话
的国际新城，这是梅溪湖带
给我们的惊诧！

其实， 就在两年前，这
座国际新城， 还叫片区，叫
梅溪湖片区，后来，又变更
为国际服务区，今天，梅溪
湖国际新城闪亮登场。

如果说，名称只是一个
符号， 而梅溪湖国际新城，
这个符号有太多的内涵，从
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决
策者求索的足迹、突破的勇
气、创新的执着！

据说，波士顿的查尔斯
河，一个半世纪前，还是一
个泥泞遍野、四处盐沼的入海口，曾为一
个巨大的污水滩，是哈佛大学校长之子、
麻省理工校长不懈努力， 潮汐盐沼滩变
成了迷人的淡水湖。 有志之士的接力赛，
织出了波士顿迷人的城市滨水立体画
卷！

长沙决策者的执着与坚守， 长沙决
策者的开拓与进取， 造就了梅溪湖国际
新城的卓尔不凡， 创出中国中部地区的
“人间天堂”！

如果， 我们还沉浸在梅溪湖东片区
的壮美中， 还在为现代版的 《清明上河
图》赞叹，那么我们已经落伍，梅溪湖的
建设车轮已经碾过它，滚滚向前了。 西拓
之旅，杰作连篇，城市中轴线、科技广场、
儿童公园、国际会议中心，以尽善尽美掀
动新的诗篇。

梅溪湖，必定属于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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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湖国际新城总规划面积约 32 平
方公里， 是长沙大河西先导区重点开发片
区，以三环线为界，分为一期、二期两个片
区。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 总面积约
22078 亩，其中高新区范围约 10488 亩，岳
麓区范围约 11590 亩， 预计一级开发直接
成本总投入约 272 亿元。

按照“城市新中心、生态智慧城”的总
体功能定位，2013 年以来， 先导区全面启
动了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 规划工作，
SWA、AECOM、广规院等国内外一流规划
团队参与了该项工作。按照规划，片区将形
成两山、两湖、两轴、三中心的格局。其中两
山即为片区南部倚靠岳麓山余脉的桃花岭
和象鼻窝山体； 两湖即为已建成的水域面
积为 3000 亩的梅溪湖和规划中的 2000
亩儿童公园具有的集中水面湖体； 两轴即
以城市发展为依托形成的东西向城市中轴
线， 以龙王港河为依托形成的东西向生态
观光绿轴；三中心即梅溪湖西岸集聚金融、
商业、 办公和企业总部的 CBD 中心商务
区，以科技广场为核心具有科技研发、文化
会展功能的现代科技中心区， 以儿童公园
为核心具有旅游休闲、 生态宜居功能的休
闲娱乐区等三大核心功能区； 此外片区还
将形成包括三环线绿轴、 梅溪湖路西延线
绿轴在内的多条生态绿轴廊道； 形成包括
高端医疗、教育、体育设施的多元化的社区
公共服务配套体系。

梅溪湖国际新城力争通过三年时间，
到 2016 年，全面完成以“五横七纵”骨干路
网为标志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以科技广
场、城市岛、儿童公园、梅溪湖国际会议中
心为代表的引领性项目建设， 初步展现长
沙新城中心的风采。

“中国结”步行桥
2013 年 10 月 23 日， 由荷兰 Next 建

筑事务所设计的梅岭公园 - 体育公园跨龙
王港河步行桥， 在激烈的设计竞赛中脱颖
而出。 其设计灵感源自中国民间的古老艺
术， 相互交织的造型如同一条长长的中国
结，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结”步行桥。2013
年 11 月 26 日，梅溪湖“中国结”步行桥与
卡塔尔的 2022 年世界杯体育场、美国苹果
新总部大楼等著名建筑，共同入选了 CNN
评选的“世界最性感建筑”。

这座步行桥属于龙王港河总体规划的
一部分，旨在为龙王港河注入全新活力，建
成后将成为梅溪湖甚至长沙独特的地标性
建筑。整座桥梁长约 150 米，高约 24 米，犹
如一条飘带，横跨龙王港河，连接梅岭公园

和体育公园。 桥身采用钢结构打造，精心设
计的灯光装饰能营造出不同的色彩氛围。
步行桥看起来几乎没有尽头， 蜿蜒的天桥
出现多条通道， 共设有 3 条步行道、5 个节
点， 可以满足从梅岭公园至体育公园跨支
路、跨龙王港河、跨梅溪湖路的多种人行交
通需求。 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到达桥
的对岸， 也可以在桥上欣赏龙王港的优美
景色，远望去，“中国结”步行桥本身又是一
个极富变化，充满艺术美感的建筑作品。

梅溪湖城市岛
城市岛是位于梅溪湖西岸，城市中轴线

东端头的一座人工岛屿。 它面积约为 2 万
平方米，呈长方形体块，紧邻 CBD 组团，沿
湖有众多商业核心建筑， 处在梅溪湖国际
新城关键节点，定位为公共开敞空间。

岛上的标志性建筑物是一个高约 30
米、直径约 80 米的双螺旋观景平台。 两条
螺旋型的曲线通道采用空心钢梁架结构，
通过这条环绕建筑的路径向上， 人们既可
以欣赏现代化的城市风光， 又可以享受大
自然湖面美景。

城市岛由德国最大的建筑事务所之一
的 KSP 建筑师事务设计，其设计理念体现
了“融”和“汇”两字。 两条相互环绕螺旋上
升的构筑物形态呼应“融”的内在含义。 它
象征着梅溪湖国际新城作为“两型”社会的
典型新城， 将城市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相融
合，成为一座生态之城、繁荣之城。 而“汇”
意为梅溪湖国际新城作为文化之城和创新
之城， 将吸引和汇集各国企业和各专业人

才，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居住和商务中心。

长沙儿童公园
长沙儿童公园位于梅溪湖国际新城中

轴线西端。 总用地面积约 2000 亩，包括水
域和陆域两大板块， 水域面积包括雷锋湖、
石坝河、马头坝河、雷锋新河等；陆域面积包
括建筑、露天游乐、公共绿地、公共配套等。

儿童公园将采用先进、科学的标准，将
自然、生态、节能、环保、安全理念贯穿设
计，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设计典
范。 除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儿童公园园区
及周边还将引入众多形态的经营性项目完
善配套，如迷你儿童酒店、童话概念餐厅、
主题乐园、儿童医院、儿童剧场、儿童影院、
儿童书城、儿童摄影、科技馆、主题馆、儿童
教育基地、自然与高科技体验基地、少儿影
视培训基地等。

儿童公园由美国 AECOM 公司设计，
目前已完成概念规划设计，预计在 2016 年
基本建成， 建成后将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
儿童公园。

梅溪湖科技广场
梅溪湖科技广场位于梅溪湖国际新城

中轴线中段，北临中轴线，南临龙王港河，
西临金菊路，东临听雨路，总用地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

梅溪湖科技广场是梅溪湖国际新城二
期的重点引领性项目， 作为带动新区建设
发展的旗舰项目， 其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项展览中心， 项目
主要包括会展中心、 室外广场和配套区三
大功能区。

梅溪湖科技广场由美国 Gensler 建筑
事务所设计。 广场的两个展厅如同两片叶
子，飘落在城市中央，巧妙而又自然地连接
了城市中轴线和龙王港河生态轴， 会展建
筑体往南边打开了山水景观面， 营建了水
岸娱乐活动带。 梅溪湖科技广场将在 2014
年开工，2016 年竣工，建成后将成为梅溪湖
国际新城的核心项目。

梅溪湖国际会议中心

梅溪湖度假酒店位于梅溪湖国际新城
二期，南面紧邻象鼻窝森林公园，北面连接
龙王港河，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良好，山明
水秀，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自然资源。

梅溪湖度假酒店定位为中国中部地区
一流会议度假酒店，总投资约 16 亿元人民
币，总建筑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项目规划
用地约 530 亩， 包含一座国际品牌五星级
度假酒店及其配套酒店服务式公寓， 配备
高端的休闲度假设施和会议设施， 将打造
成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重要配套项目。

目前，酒店规划设计工作已经启动，计
划于 2014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10 月
完工， 建成后将填补长沙高端度假酒店市
场空白。

1 月 23 日晚， 农历小年的前夜，
2014 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宵灯会渐
次亮灯，在这片流光溢彩的灯海里，有
一组起名为《西拓》的大型灯组，惹人
眼花缭乱，令人心旷神怡！

全长 42 米、 高 10 米的灯组《西
拓》，气势恢宏，色彩斑斓。 巧夺天工的
城市中轴线、 双螺旋观景台蛇行而上
的城市岛，占地 2000 亩的长沙儿童公
园、 如两片绿叶伸展的科技广场浓缩
成灯箱， 如花瓣般绽放在波光潋滟的
梅溪湖畔！

《西拓》，首次将梅溪湖国际新城城
市中轴线规划蓝图立体呈现， 城市岛、
儿童公园、科技广场、国际会议中心等
引领性项目，以灯光作品的形式向我们
展示它如诗如画的美；也以灯的艺术向
我们抒发它迎战马年的誓词！

规划：又出新彩

2013 年 8 月 25 日，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大河西先导区多
次调研后， 激情地说：“大河西先导区
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

示范区，不仅要成就我们自己‘两型’社
会建设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要为全国

‘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一个标杆、一个示
范、一个版本，让别人可以遵循、可以参
照、可以借鉴。这个责任就不是一个‘自
家的事情自家干’的问题，而是要承担
起全国试点、示范的责任。 ”

梅溪湖国际新城的建设者，就是以
这样的使命，这样的担当，高起点规划，
面向全球邀请国际一流设计团队绘制
蓝图。

2009 年 6 月， 由美国 KPF 公司、
英国阿特金斯公司联手设计梅溪湖现
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2011年 6月，由 3家普利兹克建筑
奖获得者在内的 5 家国际设计团队“对
话梅溪湖”，扎哈·哈迪德脱颖而出，亲自
出任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设计；

2013 年 11 月 26 日， 梅溪湖国际
新城建设再传佳音， 由荷兰 NEXT 公
司设计的梅岭公园———体育公园步行
桥方案，以其古典的“中国结”造型大获
好评，与卡塔尔 2022 年世界杯体育场、
美国苹果新总部大楼等著名建筑一起，
共同入选美国 CNN 评选的“世界最性
感建筑”。

美国 Gensler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科技广场、德国 KSP 建筑事务所设计
的城市岛、 美国 AECOM 公司设计的
儿童公园，纷纷出笼，设计新颖、造型
独特，走在现代设计的最前沿。 伫立于
全球建筑设计巅峰， 由无数顶级设计
大师设计的梅溪湖国际新城， 让中部
的长沙，昂首于国际一流城市之林！

建设，再创新速

梅溪湖国际新城自 2009 年 3 月
启动建设以来，实现了每日有新进展、
每月有新变化、每年有新形象。 4 年时
间共完成一级土地开发投资总额超过
180 亿元，不到一年完成片区 3000 多
户、1 万余人的拆迁，腾地 1.8 万亩；总
里程超过 30 公里的 15 条主次干道竣
工， 地铁 2 号线区间段成功试运行；
3000 亩梅溪湖湖泊综合整治工程、龙
王港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一期）竣工；
总面积超过 8300 亩的桃花岭景区、梅
岭公园等六大公园建成开放； 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冉冉崛起。 就在 2013 年，
400 万平方米的建筑如雨后春笋生长
在梅溪湖这片热土上。

40 万人口、14 平方公里的梅溪湖
国际新城一期即东片区已成雏形；20
万人口、18 平方公里的二期即西片区

又拉开骨架。
2014 年，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

将投入拆迁建设资金超过 50 亿元，启
动梅溪湖路西延线、梅溪湖国际会议中
心、科技广场等 18个项目建设。

新春前夕，梅溪湖国际新城西片区
的三环线隧道工程施工现场车水马龙，
机声隆隆。 这个曾为高架桥的干道，将
国际新城划为两块， 一个大胆的创意，
将干道下地变成隧道，打通了梅溪湖国
际新城向西发展的壁垒，4.33 公里长、
总投资 12.5 亿元的三环线隧道工程
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15 年
7 月竣工投入使用。

城市，精彩频现

作为“城市新中心，生态智慧城”的
梅溪湖国际新城，以推动“两型”示范为
目标，坚持高品质建设，构筑绿色生态
系统，打造绿色交通网络，普及绿色建
筑技术，推广绿色能源使用，建立绿色
管理平台；

建成 3 条生态景观轴，形成了集地
铁、公交、有轨电车、城际轨道、公共自
行车、船行系统于一体的绿色综合出行
系统；

梅溪湖绿建展示中心获得全国首
个英国绿色建筑标准杰出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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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湖城市岛效果图

龙王港 长沙儿童公园

“中国结”步行桥

文/ 陶小爱 王颖 文艳

本版图片由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提供

梅溪湖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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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拓》灯光作品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