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住在官黎坪，小时候这里是一
片农田，站在家门口，能看到天门山。 周边农
户住的大多是低矮的旧房子， 马路都不宽，
而且一下雨就变成‘泥路’。 ”永定区官黎坪
街道居民王女士是土生土长的张家界人，30
多岁的她与这座新兴之城一起成长。

建市 31 年来，官黎坪板块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天门山索道扶摇而上，星级酒店
和高档住宅小区林立，旅游配套设施完善，
在草木、鲜花的簇拥下，“景城一体化”凸显
得恰到好处。

巨变体现在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澧
水两岸众多滨河公园串珠成链， 城区高楼
鳞次栉比，四季花朵摇曳生姿，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城在绿中，人在景中。

城市在变大变美的同时， 道路也变宽
变多了。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全
市共新建、 改扩建道路 81 条共 132 公里，
基本拉通了滨水环线。围绕 9 个片区组团，
形成了组团式、差异化发展的格局。

一些小细节也悄然发生改变： 鹭鸶湾
滨水绿道设置自行车道、 人行道、 亲水平
台、绿化景观、栏杆、休闲场地，成为市民休
闲好去处；配置了共享单车，新设了自行车

道，让城里“单车族”有了专用车道；公交站
实施“港湾式”改造，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

张家界通过升级主次干道， 拉通滨河
线，建设城市高架，城市骨架不断拓展。 完
善地下网管，配置公园绿地，“微建设”持续
发力，城市精致度有效提高，城市颜值进一
步提升， 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一座进出
方便、安全快捷的“畅达城市”，宜游宜养、
舒适舒心的“休闲城市”，山清水秀、天朗地
净的“生态城市”，全域覆盖、智能高效的

“智慧城市”，诚信友善、和美品质的“文明
城市”正向世人走来。

三十年， 时光荏苒。 当年破旧的青瓦
房、 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早已经被高楼大厦
和宽阔公路代替， 靠南门口水运码头连接
的外面世界，也悄然变成了机场、高速公路
和火车站。“澧水绕群山、七溪皆归源、绿廊
通山水、一城带九岸”，成为张家界中心城
区景貌结构的生动体现。

城市大改造，家园更美好。生活与旅行
在舒适、舒心的张家界，每一次行走，都能
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民生至上的温度、 品质
优先的态度，以及幸福款款而来的脚步。

蓝蓝白云，白鹭飞舞，郁郁青青，四处
皆是绿色的模样；碧波微澜，人水和谐，漫
步于此，八方可闻生态的气息。

这是一幅城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美丽
画卷。走在张家界市区街头，绿树浓荫翠满
城，鲜花姹紫嫣红开遍，城市活力迸发、生
机盎然。

靓丽的城市颜值背后， 凝聚的是多年
来不断付出的汗水和智慧。

2015 年， 张家界以改善生活环境、建
设美丽家园、提升城市品位为出发点，推出
了“三化三改”及城市绿化攻坚项目，启动
绿化建设工程项目多达 30 余项；2017 年，

“三化三改”工作升级，“新三园”建设工程
相继上马，进一步提升了城市景观效果，同

年市城区各项绿化指标高标准通过“国家
森林城市”检查验收； 2018 年初，张家界
市再次将省级园林城市荣誉收入囊中，全
市重点民生项目“樟树角公园二期”、“东门
桥游园”先后立项，开始工程筹建；2019 年,
实施市中心城区花卉景观营造,使市区增加
了 9000 平方米花卉景观，同时通过补植灌
木小苗和地被植物，“补绿”24000 平方米。

坐拥源自天然的山水城市格局， 张家
界将城市中的山、水等元素与绿色相融，形
成一幅幅动人的画景。 通过大力推行立体
绿化，屋顶绿化、庭院绿化、边坡绿化，增大
城市绿量，也让张家界这座“山水之城”更
加绿意盎然。

“上世纪 90 年代，市里仅有几条老街，
绿化主要是街边几百棵行道树。 ”张家界市
城管局局长王章祥介绍， 经过多年的规划
建设，现在城区绿化覆盖城里 48 条街道、7
个城市公园、18 个绿地小游园以及整个澧
水两岸，绿化面积 160 余万平方米，行道树
3 万余株，绿化覆盖面积达 1352.90 万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达 40.55%，居民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

一个个公园与滨河绿地的建成， 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既充分考虑了市民的
生活需求，满足游览观赏功能，又为市民提
供了休闲娱乐场所，成为市民的绝佳去处。
这些地方成为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新客
厅”，让广大市民享受到绿化带来的更多实
惠。 为张家界谋长远，为民生谋福祉，一块
块“城市绿肺”、一座座“天然氧吧”，成为遍
布全城的“城市新客厅”，为城市建设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市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
肌理，是一个有机而复杂的“生命系
统”，需要通过精细化管理去提升城
市品质功能，让其吐纳呼吸有韵律、
脉搏起伏有节奏。

而公厕， 是一个可以“望闻问
切”的窗口。

前不久， 台湾彰化市公所清洁
队一行来到张家界参观公厕。 地板、
墙面、梳洗台光洁明亮，鲜花、绿植
点缀其间、生机盎然，淡淡的香气盈
满各个角落……给人以视觉， 甚至
是嗅觉上的享受。

“我们都知道张家界山水很美，
没想到公厕也这么美。 ”彰化市公所
清洁队负责人林先生参观后，称赞张
家界市城区公厕设计很有特色，第三
卫生间的设计也很人性化。 从今年 7
月开始，台湾彰化市公所已陆续安排
多批次来张家界市参观公厕，至今已
来了 12批共计 400余人。

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同样体现在道路
保洁、扬尘污染治理、市政设施维护等城市
管理的方方面面。

在城市道路保洁上，该市实行机械化清
扫与人工保洁结合的“3321”工作法。 市环卫
处每天出动洒水车、机扫车、高压冲洗车共
计 98 辆，组织 500 多名环卫工人，对市城区
354 万平方米主次干道实施“三道冲洗、三道
机扫、二次普扫、全天保洁”，有效控制扬尘
污染。

张家界中心城区 230 处垃圾点和 800
多个环保桶，全部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实现
市容环境卫生白天晚上一个样，大街小巷一
个样，有无检查一个样。

城市管理的精细，还体现在通过出台地
方性法规，对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
管控和治理。 近年来，张家界先后制定并实
施了《城镇绿化条例》、《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和《爱国卫生条例》地方性法规。

今年 1 至 9 月，张家界市城管执法支队
依据《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共规范整治在建
和待建工地共 50 个， 下达整改通知书或整
改督办函共 199 份， 责令冲洗降尘 200 余
次，督促整改不规范运输车辆 54 台，暂扣违
规运输车辆 30 余台。 市区建筑渣土扬尘现
象大大减少，渣土运输秩序不断好转。

精细管理补绿护绿，绿色也在回赠张家
界，使之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杨家界的峰
墙、茅岩河的漂流、江垭的温泉疗养……手
捧“绿金”的张家界人，正努力让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支撑、展现美丽形象
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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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旅游精品城市迈进
———张家界市旅游城市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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