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城浙水风清桥 “路在林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千年古城焕新颜。 ”
国家风景园林专家在汝城调研时，多次给予高度评价。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行走汝城，一步一景，赏心悦目。 路是林荫路，园是绿

色创意园，路园相通，整个县城就像一个 9 平方公里的“大
观园”。

横贯县城南北的汝城大道长 15 公里， 隔离带和道路
两旁的绿化宽达 35 米，是高层次、高标准的沥青路。 一路
走来，乔木、灌木、草皮、竹篱高低错落有致，红花绿叶层次
分明，这样的林荫路让人赏心悦目。

如同汝城大道这样的林荫路，目前共有 13 条，达到林
荫标准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长达 4.7 万米。

而且， 该县充分利用城区多山多河少平地的地形特
点，合理布局道路网格、道路绿化，打造“一路一品”特色。

驱车行驶在林荫路下，暗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在每
条林荫路突出一种主要花卉： 九龙大道的乐昌含笑花、卢
阳大道的碧桃、吉祥路的木槿、滨河路的红千层……

更抢眼的是汝城的公园，古城与新景、生态与人文、绿
化与艺术交相辉映，园林绿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有机结
合，构筑了自然山水与人文胜景。

这些公园依山而建，“一山一主题” 的创意非常吸睛。
云头公园的杜英、烈士公园的桂花、濂溪广场的香樟、泰来
公园的樱花……每座公园主打品种都不一样。

在该县，历史文化与园林绿化的融合是多么贴切。 濂
溪公园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浮雕栩栩如生，仿佛向世人传授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神农园“神农作耒耜”
等园林小品，诉说着中华农耕文明的久远；五行园精心设
置的“太极图说”景观，让人感悟理学的博大精深……

穿越县城老街，走近津江湘南起义旧址群、军旗广场，
这个我党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 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红
色文化与园林绿化和谐统一， 还有交通广场骏马奔腾雕
塑、汝城北理学鼻祖周敦颐石雕等园林造景，无疑是当代
汝城文化与园林绿化结合的精品。

古城绿了、美了，长居于此的汝城人民有着切身体会。
市民肖勋雄告诉我们，城南钓鱼台原为选矿粗加工企业集
聚地，历经多年生产加工，矿渣曾堆积成山，寸草不生。 后
来，县里对选矿企业实行整体搬迁，并建设了濂溪公园，与
临江相对的濂溪书院翘首相望，现在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
处。

“以前，县城一支烟的工夫就遛达完了，连个散步的地
方都没有，街上行人稀稀疏疏。 现在，一座座公园如雨后春
笋，整个县城绿意葱茏，回家有种新的感觉。 ”肖勋雄说，人
们改变了整天在家打牌的陋习， 闲时到公园遛遛成为时
尚。 濂溪公园，只是汝城变绿、变美的一处缩影。

龙王庙公园先前是一片沼泽地， 随着城市骨架的拉
伸，商用价值凸现，曾有开发商出资 2 亿元拿地。但为增绿
于民，该县不为所动，将其开发成综合性公园，群众纷纷竖
起大拇指。

步入占地 11.7 公顷的龙王庙公园，高大的牌坊、古香
古色的祭台、照壁、亭台、楼阁，园内绿树成荫、水波荡漾，
它的恢弘气势和美丽景色，让游客留恋不已。 公园分静态
观赏区、动态观赏区、公共展示区、文化娱乐区等，每天游
客扎堆。

龙王庙公园的兴建，周边的商品房随之走俏，价位也
是水涨船高，由几年前的每平方米 1000 多元，涨至现在的
3000 多元，仍然相当火爆。

以“创园”为引，汝城县城蜕变成崭新的“绿城”。 基础
设施、生态文明、城乡环境齐头并进，绿地、公园、游园与城
乡面貌相得益彰。“绿遍城乡、花开四季、碧水穿城”的田园
美景，加上绝好的环境气候、厚重的文化底蕴，使该县成为
宜居、宜游、宜业的宝地。

“青山绕屏障，玉带缠身旁。 清晨薄雾罩轻纱，傍晚夕
阳迎彩霞。 ”去年年底，国务院参事、国家风景园林专家刘
秀晨来到汝城，看了县里的园林建设后，欣然写下了这样
的诗句。

天下园林何其多，汝城归来不看“园”，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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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汝城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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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已成功创建 ‘国家园林县

城 ’， 是全省首批迈进这个梯队的县

城！ ”生机盎然的春天，这个消息如春风

一般， 迅速传遍了汝城的山山水水，让

40 万汝城人民心神振奋。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罗

霄山片区连片扶贫开发县、 革命老区

县，论经济条件，汝城不算最好；讲硬件

基础，也不是最优。 然而凭什么拿到了

“国家园林县城”的“金字招牌”,似乎令

人百思不得其解。

阳春三月，我们走进汝城，切身感

受这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嬗变。

颜石敦 林航竹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湘江、赣江、珠江水
系流域贯穿全境，素有“鸡鸣三省，水注三江”之称。

汝城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理学文化的发源
地，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和“中国古祠堂之乡”，相
传人文始祖神农在当地耒山作耒耜，理学鼻祖周敦颐在
此著就《爱莲说》、《太极图说》等千古名篇。

在这块 2400 平方公里的红色热土上， 既留下了毛
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
辉印记，也养育了开国上将朱良才、李涛及宋裕和等开
国功臣。

汝城还是“中国温泉之乡”，热水镇温泉是华南地区
流量最大、水温最高、水质最好、面积最广的天然热泉，
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县内森林资源丰富，有林地面积 209 万余亩，森林
覆盖率 73.69%。 还保有原始次生林 13 万亩， 其中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 拥有华南地区保
存最好、物种最多的原始次生林，被赞誉为“南岭植物王
国”。 此前，该县已列入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我们的优势在生态，发展在生态，希望也在生态，
绿色崛起是必由之路。 ”聊起县里的发展，汝城县委书记
方南玲条理清晰地说。

然而，如何实现绿色崛起？ 县里主要领导通过调研
后一致认为，作好生态文章，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园林
县城”，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了解到，从 2009 年起，汝城先后投入 5 亿元，
深入推进绿化攻坚， 并成功挺进了“省级园林县城”行
列。

“随着绿量的增加，绿化档次的提升，让生活在这个
城市的人们尝到了甜头。 ”汝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志文
告诉我们，近年以来，县里围绕“建设现代田园温泉城
市，打造生态高地、理学圣地、养生福地”的发展定位，科
学谋划“国家级园林县城”创建工作。

为此，该县从园林绿化系列规划编修及制度建设入
手，融入传统理学，确立了“一带两圈、六水十园”的城市
生态体系， 即打造浙水河风光带和县城外围生态圈、内
环生态圈，综合治理九塘江、益道江、东泉水、津江、斗山
水、官桥水，并建设濂溪、龙王庙等 10 大公园。

“让县城走进公园，让公园拥抱县城！ ”汝城县提出，
不搞重复建设，不搞豆腐渣工程，花最少的钱办最漂亮
的事。 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让人们享受满满的获得
感。

打造“国家园林县城”，在汝城一呼百应。

“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务必一举成功！ ”县政
府副处级干部、县“创建办”负责人刘晓青回忆道，
面对群众的殷殷期盼， 县里主要领导在动员大会
上庄严承诺。

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
汝城县委、县政府把它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组建了最强的领导小组， 出台了最严厉的考核奖
惩办法。

为破解资金难题，近 3 年采取政府带动、全县
动员、政策倾斜、市场运作等举措，共筹集 2.33 亿
元。 先后对县城公园游园、街道广场、小区庭院等
进行绿化，立体推进“建绿、还绿、插绿、增绿、补
绿、护绿”工程，园林建设掀开新篇章。

在新城区，汝城以公园游园为重点，积极进行
建绿。 位于新行政中心后山的拙政公园，占地 8.5
万平方米，绿地达 6.7 万平方米，广种红豆杉、桂
花、香樟等数十个当地树种。 拙政公园景观美化亮
化净化等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成为展现本土历史
民俗文化及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

市民朱建华骄傲地告诉我们， 像拙政这般漂
亮的公园游园共有 19 个，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今
日汝城， 开窗见绿、 出门进园， 500 米内就有公
园，300 米内可见游园。

在老城区，汝城实施“拆违增绿”行动，在主次
干道沿线进行拆违、拆墙、退地，强力还绿。 并筹资
60 亿元，对城区水、电、路、气、通信等市政工程进
行提质改造，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走进老城区农商行家属区， 只见一棵棵红豆
杉、水杉健硕挺拔，樱花、桃花开得正欢，一群群蜜
蜂闻香而来。 社区负责人介绍，家属区拆掉数百米
长的围墙后，原先狭窄的街道变得宽敞起来，院内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景象一览无遗，成为一道不
可或缺的靓丽风景。

对新建小区庭院，该县“见缝插绿”，积极引导
开发商先做景观后建房，并对窗台、屋顶等进行立
体绿化。 目前，全县节约型绿地建设率达 86.84%，
有 50 家小区庭院成功创建省、市“园林式小区”。

不仅如此，汝城还推行“绿荫行动”，加快城市
林荫道路、 公园广场林荫景观、 林荫停车场等建
设，进一步增绿。 同时，以道路提质为手段，进行补
绿，打造了汝城大道、神农大道、卢阳大道等 26 条
道路绿化精品。

在汝城采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群众参与创
建“国家园林县城”的热情。 全民共建、捐建、认建
园林绿化蔚然成风，谭合平、何高华、龙腾公司、鼎

天集团、三星矿业等个人和企业的故事，让人津津
乐道。

曾经的矿老板谭合平， 个人捐款 100 余万元
支持生态建设。 他说，植树就是植绿，造林就是造
福，一座城市只有树立绿色观念，才能持续发展。

建绿，更需护绿。 园林绿化管理所负责人何志
强说，他们制订了县城绿线专项规划，绿线就是底
线，不容侵犯。 他们还创新实行“数字汝城”，对绿
地、 古树名木、 园林病虫害防治等实施精细化管
护。

“乱砍滥伐、损绿毁绿，我们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 ”何志强介绍，这几年没有出现一起损绿毁绿
案件。

3 年“创园”不寻常，汝城人民交出了一份沉甸
甸的答卷，共栽植乔木、灌木、花卉等 2.5 亿余株。
目前， 县城绿地面积 326.7 公顷， 公园绿地面积
73.63 公顷，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分别达 39.05%、36.3%、10.37 平方米，均超过国
家园林县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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