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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匠精神”
建设绿色精品

春天百花齐放，夏天绿意盎然，秋天叠翠流
金，冬天姿态万千……随着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
廊建设基本完成， 这条 18.55 公里长的绿色走
廊，串联起长沙城东最美绿色景观带，沿线香樟、
水杉、银杏、樱花等树种点缀其中，错落有致，一
派好风光。这个美丽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包含
着所有参建者的无私奉献。

作为项目的组织实施方，黄兴会展经济区管
委会组建了专业的工作队伍，安排一批优秀的青
年干部对项目进行管理。 为打赢这场战役，从 5
月 21 日以来，所有负责项目建设的干部，不分
昼夜鏖战在工作一线， 如期优质完成了项目建
设。

在之前的规划中，磁浮生态绿带二期没有公
园设计，为了进一步提升品质，按照长沙市“千园
之城”的要求，新增了 3 个主题公园；在绿化植被
打造过程中，注重将色彩属性、艺术特性综合考
虑， 以色彩鲜明的色叶或花卉营造景观亮点；公
园周边地势较低，多年来存在内涝问题，规划建
设部与镇、村对接 15 次，费尽心思制订出完善
的排水方案，在这些天连续的暴雨中经受住了考
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干部们走进了周边所有
因项目建设而受到影响的群众家里，一次次耐心
做好说服劝导工作，并严格公平地按政策开展土
地流转补偿工作，取得了百姓的信任，使项目顺
利推进。

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情况，所有的建
设者们选择了 “先公后私”， 克服连绵雨季的困
扰，连续牺牲 28 天周末，坚持奋战 100 天，人均
加晚班超过 30 个工作日。 为按期保质完成项目
建设， 他们经常与施工方和工人一起通宵加班，
血丝布满双眼，不管顶头直晒、热毒布满后背，不
惜冒雨穿梭、衣衫泥泞点点，以“工匠精神”高标
准完成了项目建设，在长沙新三年造绿行动的精
美画卷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理楠 周全）

绿色激活正能量
对于老百姓而言，绿色生态是最好的福利

之一———一口新鲜的空气、一片蓝蓝的天空、一
汪清澈的河水、一块绿色的树林，多么令人向往；
人们漫步林间，倾听蝉鸣鸟语，感受诗意栖居，推
窗可见绿、出门可踏青，多么令人陶醉。 这些，都
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因子。

我们常说：“上下同欲者胜”，在这方面，长沙
的决策者与老百姓早就想到一块去了。 今年，长
沙启动 “新三年造绿大行动”， 实施生态体系建
设、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增花添彩等七大重点工
程，彰显青山绕城、碧水绕城、绿树融城、繁花簇
城的城市魅力。

这其中，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建设尤为引
人注目。长沙磁浮快线是全国首条自主研发运营
的中低速磁浮快线，以强大的技术优势和绿色低
碳优势，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机场与高铁站两大交通
枢纽， 解决了旅客最为困扰的 “最后一公里”难
题，对于湖南构建“空铁联运”一体化网络、打造
中部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长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同时也是京广、沪昆两条高铁的“大十字”节点城
市，未来，磁浮快线经过的区域，将是高铁会展经
济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可以说是寸
土寸金。

在这样的情势下， 长沙仍然坚持生态第一、
绿色发展， 在磁浮快线沿线建设一条宽 200 米
至 600 米不等的生态绿带走廊， 打造出一个可
观、可游、可赏、可憩，具有“空铁联动”时代特色
的城市绿地开放体系。这正说明了长沙的决策者
们，牢牢把握住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大局，抓
牢抓实生态文明建设， 为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
力，让人们共享更多绿色福利，最终将“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而长沙县的建设者们，以铁
一般的执行力，让蓝图变成了现实。

美好的环境激活的是一座城市的正能量，相
信在“共享绿色福利”这一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长
沙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必将稳步提升。

(李东晓 陈永刚)� � � �

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建设基本完成———

在春色里，起航！

陈永刚 孙理楠

迎着朝阳，一列磁浮列车满载乘客缓缓驶出，如同

一名技艺娴熟的冰舞选手悄悄地划过冰面， 悄无声息

“贴地飞行”；车窗外，是希望的田野、清清的浏阳河、绿

意盎然的村庄，绿带走廊“一路随行”，满目葱茏，

美不胜收。

6 月 27 日，随着三大主题公园建成

向市民开放， 标志着长沙磁浮生态绿带

走廊建设基本完成。全长 18.55 公里、宽

200 至 600 米不等的生态绿带走廊气

势非凡，“春花含笑”、“夏绿浓荫”、“秋叶

硕果”、“冬枝傲雪”的四季美景呈现在市

民和乘客眼前。

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伴随着磁浮线
路，从长沙火车南站一路蜿蜒至黄花国际机
场，沿劳动东路、黄兴大道、机场高速前行，
依次穿过高铁新城、大型居住组团、滨河湿
地绿带、 汽车工业园及黄兴会展经济区，是
“长沙新三年造绿大行动” 的 7 大重点工程
之一。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建设坚持‘宜林则
林、宜花则花、应绿尽绿’，形成四季景观，打
造可观、可游、可赏、可憩的城市绿地开放体
系。 ”长沙市造绿复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浏阳河为界，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项目由
长沙县、雨花区负责建设。其中，长沙县段由
黄兴会展经济区管委会负责承建， 全长
16.59 公里，占项目总长度的 90%左右，按照

“城区段两侧各 100 米、 城郊段两侧各 300
米”的标准进行绿化建设。

作为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建设的“主
阵地”，长沙县段共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工程
12.04 公里绿带已于 2016 年 7 月完工，投

资约 2 亿元，主要对磁浮（榨山港以东）两厢
300 米范围内的土地进行绿化提质和配套
设施建设，绿化面积达 6910 亩。项目二期全
长 3.2 公里（不含榨山港湿地公园 1.35 公里
范围），主要对磁浮（东四路至浏阳河东岸）
两厢 100 米范围内的土地进行绿化提质改
造，绿化面积达 600 余亩。

磁浮造绿地，城市成公园

“长沙磁浮快线工程在全国和全省具有重
要地位和影响力，是实现高铁、地铁、机场无
缝对接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一个有世界先进高
科技含量的技术领先型创新项目。 建设好磁
浮生态绿带走廊这个形象窗口，长沙县责无旁
贷。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
曾超群介绍，为了把生态绿带走廊这个长沙磁
浮快线最大的配套景观工程打造好，长沙县将
之列为全县重点民生工程和生态工程，始终坚
持“宜林则林、宜花则花、应绿尽绿”的原则，
精心规划、严把质量、狠抓进度、全力推进建
设。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按照高标准、大色块、立
体化、多维度、生态化的要求，使其四季有景、步
步有景，形成“桥在林中、车在绿中、人在景中”
的景观效果。目前已栽种了香樟、银杏、樱花、桂

花、朴树、栾树、北美红枫等大型乔木 6 万余株，
栽植波斯菊、茶梅、春鹃、兰花、鸢尾、吉祥草等
地被植物 80 万平方米，形成简洁明快的乔木列
阵和红、黄、绿曲折变化的灌木色带，搭配各色
植被形成图画般的风格， 将长沙磁浮快线打造
成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

在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建设中， 本地树种占
比约 70%，这些树种更适应本地气候。为了保证
栽种植物的存活率， 黄兴会展经济区管委会科
学安排工期， 将绿化的施工时期相对集中在冬
季和春季，方便植物移植，成活率也高。 在不宜
种树的季节，则主要进行植被养护、地形整理、
排水施工等工作。 在绿化提质中还进行了多处

“微地形”改造，将土地整理出更自然、有起伏的
地貌，再在上面设计栽种植被。比起整齐划一的
行道树，“微地形”更加贴近自然生态。

大树、灌木、植被，构建如画美景

调整后范围： 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项目二期西起浏阳河，
东至东四线，全长 3.2 公里，总设计面积 600 亩。

重点打造的文体公园设计范围

种植、地形给排水设计范围

两厢 100 米设计范围

事实上，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不
仅是磁浮线乘客养眼的“景观带”，
也将成为市民锻炼休闲的“运动
带”。

黄兴会展经济区管委会负责人
介绍， 绿带沿线除对磁浮线安全保
护有要求的地段，90%都是开放式
的，便于市民游玩观赏。

项目一期在磁浮朗
木梨站重点建

设了 4 个集中连片的标准足球
场———朗

木梨市民足球公园向市民开
放，4 个球场分别沿劳动东路两侧并
列分布，总占地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包括灯光、座椅、卫生间、停车位等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项目二期则重点打造了总面积
达 6 万平方米的三大主题公园，三
大公园总长 1.2 公里， 宽 50 米，分
为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体育运动公
园和市民休闲公园。 党建文化主题
公园长 300 米，面积约 1.57 万平方
米， 是全省目前唯一的县直机关党
建主题公园。 公园内建造了以“点亮
微心愿、服务微民生”为主题的“心
愿亭”，全面落实长沙县“民生立县”
战略，推进“党建 + 民生”工作，还建
设有入党誓词碑、图说党史墙、本土
英烈展等主题建筑。 组织党员活动
时，可以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提出一
条民生建议、感受一次革命洗礼、体

验一次体育竞技，全县党员教育活动
有了主阵地。

体育运动公园长 400 米， 面积
约 1.68 万平方米，布置 2 个网球场、
4 个篮球场、2 个门球场等专业球
场，还专门开辟了广场舞场地，以满
足老、中、青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运
动需求，不会出现广场舞大妈抢篮球
场的尴尬场景。市民休闲公园长 500
米，面积达 2.75 万平方米，布置了若
干儿童游乐设施和健身器械，寓教于
乐。

三大公园主题突出、 区域独立，
通过一条 2.5 公里的游步道相互串
联，将党建文化、健身运动和休闲娱
乐功能有机结合。 三大公园内公厕、
休息长廊、管理用房（兼便民服务中
心）、 生态停车场和自行车位等设施
一应俱全，便于使用和管理。

“家门口有了公园，以后出门就
是绿地，就是美景。 ”附近黄兴镇敢
胜村村民黄海爷爷高兴地把今后的
生活都规划好了：早上到休闲公园晨
练， 下午和老伴儿在党建公园里溜
达，晚上搞点农家乐，为来体育公园
锻炼的市民提供农家饭，又可以增加
一笔收入。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不仅成为了
生态景观工程，也真正成为了百姓欢
迎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市民休闲和运动的好去处

磁浮列车在绿色和春意中穿行。
范远志 摄

党建文化主题公园里景色宜人。 章帝 摄

市民在刚建成开放的体育运动公园打球健身。
范远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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