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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的一天，云淡风轻，暖阳正
好。

长沙南大门提质改造项目———先锋
公园试开园， 人们纷纷涌入：“这里以前
很糟，垃圾遍地。现在，树多草绿，漂漂亮
亮。 晚饭后可到这儿跳跳舞、散散步，休
闲休闲， 这可是政府给我们的大大福
利！ ”周边居民们纷纷称赞道。

先锋公园总用地面积 27728 平方
米，绿地率达到 75%。 园内绿草如茵、鲜
花似锦、 树木成林， 与四周形成完美衔
接，正如“芙蓉国”之“芙蓉镜”，令人眼前
一亮。 它与“绿化一批”工程中的融城广
场、芙蓉南路林荫大道项目紧紧相连，互
为衬托。 如今，居民们常常三五成群，在
各自的小队伍中展开群文活动， 人们互
相捕捉着一幅幅和气、幸福的生活画面。

“绿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为百姓带来
福祉。”天心区为政者以此为“绿化一批”
建设初衷。

从区委书记曾超群挂帅， 进行一周
一调度、半月一通报、一月一次项目推进
会，到区长朱东铁下到基层察民情、纳民
意、识民需；从区委副书记王雄文每晚 8
时坚持项目工地调度解难题， 再到一线
建设者们“5+2”、“白 + 黑”高强度作业
……一个个绿化项目自民意中诞生、在
解难中推进、在魄力中建成———

与长沙理工大学一墙之隔的黄土岭
社区公园，原地脏、乱、差、隐患大。 居民一
经反映，收到答复：“拆！ ”花灌木紫薇、樱
花、木芙蓉、红枫等花卉，为周边居民营造
了“四季有景，步移景异”的景观效果。

莲花农民安置小区内， 一块土地荒

废多年，搭棚子、倒垃圾，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 建！ 原地新建的莲花社区公园，园
林小品、 铺设健身步道及安装健身器材
为居民提供健身的好去处。人们下楼，置
入公园。

机关大院内是何景？拆！天心经开区
机关大院拆掉围墙， 首次实行全面环境
提质改造，新增绿化面积 7600 平方米，
园区园外，一片绿色的海洋。

划入天心版图不久的暮云片区，城市
品质跟不上。建！暮云街道敲定长株潭两型
示范片区规划，设计暮云新村和许兴村，采
用“一园一带四季”的设计理念，一幅中式
田园风景图将很快向民众展现……

一碧万顷锦如春，浓浓翠色涌南城。
坚守民本情怀的“绿化一批”工程还在强
势推进，幸福南城，与绿色共融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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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 置身新建的先锋公园，你或能感
受到这般景象———在层层绿浪中，捕了一群
飞蝶，吸了一股清香，吮了一嘴甘甜；

也可徜徉在环城绿带生态圈里， 观望
着：哦，绿浪，它在随风漾起，时而静止、时而
涌动，层层叠叠、深深浅浅中，还露出了姹紫
嫣红、竞相吐蕊的苗头。

这儿，是天心。 处处是绿、步步闻芳，总
袒露着春意阑珊般的景象———

为加快打造“湘江东岸的璀璨明珠”，大
力推进商贸老区、金融强区、文化新区“三
区”建设，今年年初，长沙市天心区在全区掀
起了一场以“征拆一批、招引一批、建设一
批、绿化一批、提升一批” 五个一批为主要
内容的攻坚战。 “绿化一批”，成圆梦璀璨天
心的重要抓手。

12 个总类别 ，96 个子项目 ， 总投资
13.9 亿元，建成面积 384.37 公顷，至此，
按照天心区委书记曾超群“高标准设计、 高
要求栽植、高品质展示”的要求，天心开启了
史上最大规模的造绿大行动。

如今，半年未至，绿化项目开工率已达
到 90%！

闲步南城，已是满城绿意入眼来！

道路坑洼，杂草丛生，违建店铺无序
经营……天心绕城高速雀园路出入城
口， 这片昔日处在城乡结合部的拆违荒
地，似乎从未与美感沾边。

但， 出入城口是一个城市展示其形
象的名片啊。

结合长沙市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契
机，2015 年， 天心区以 1 亿元的大手笔
投入，启动入城口周边整治项目建设，矢
志扮靓这片荒芜之地。

征拆， 动迁农业人口 140 余人；拆
违，拆除过渡及临建房屋 27 处，促使临
街企业 8 家（含设备、 材料及附属设施
等）、商业门面 25 家搬迁；绿化，两厢播
绿面积达 5.2 万平方米；整治，运动场、
游乐场、健身广场、自行车道建设一应俱
全……昔日的拆违荒岛， 在天心建设者
的匠心描绘下， 摇身变为景色怡人的休
闲大公园。今年 4 月，崭新容貌令人为之
赞叹。

巧织条条绿带， 又何止在入城口一
带。

斥资 4 亿元启动建设的环城绿带生
态圈建设，欲将景致绕天心。 环城绿带西
起湘江大道，东至 107国道，全长约 5500
米， 规划建设范围为道路两厢各 100米，
总建设用地面积约 1650亩。目前，示范段
已经完成拆迁， 绿化完成 66%，5 月底可
建成。 犹如春光乍泄般冲动，环城绿带一

下便没了脏乱差的丝丝迹象。
邀请同济大学设计，投资过亿元，栽

植的数千株法桐、木芙蓉、三角枫、美人
梅频频舞动生姿，安装的数千盏射树灯、
草坪灯、LED 流星灯流光四射， 新增的
数万平方米地被上， 八角金盘、 红叶石
楠、 大花萱草随风漾起滚滚绿浪……芙
蓉南路景观提质工程，尽将高标准设计、
高要求栽植、 高品质展示的理念完美展
现。如今，行走在这个绿树成荫整洁大气
的生态走廊， 人们惊呼， 这哪是一条路

啊，这分明就是一个披着“路”皮，实则美
丽丰富的城市公园。

在大规模的拆违透绿行动中， 昔日
周边乱搭乱建、 袒露泥泞的南湖路立交
桥、 湘府路大桥道路两厢等也在纷纷启
动绿化建设，数千平方米的立体绿化，让
这儿从此绿常在、花不谢。

……
随着绿化一批的大力推进，如今，绿带

纵横遍布，网织天心。 一幅“城在绿中人在
景中”美丽画卷正愈描愈靓、徐徐抖开。

天心阁古城墙陈迹斑驳、 太平老街
戏曲悠扬， 火宫殿楼台亭阁、 曲栏回廊
……天心古城，古色古香，风景不殊。

在文化城里播绿，绿，不仅仅是生态
的锦绣如春， 更重在文化表达的四季为
春。

于是，天心区诗情播绿，以“绿”为元
素，在新建的公园，糅入了历史韵味。

作为今年天心区“绿化一批”的重点
工程，西厢公园在栽植银杏、香樟、红枫、
蔷薇等各类乔木 300 余株， 铺设草皮
5500 平方米，进行大面积植绿后，又注
重与历史文化接轨，建起刻有“天心阁”
三字的高大门楼， 令其与天心阁融为一
体，凸显天心阁庄严、厚重的文化底蕴。

同时，针对公园周边棚户区改造，天
心区还以“修旧如旧”的思路，通过挖掘

历史底蕴， 寻求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商
业成功结合起来的经营模式， 对街巷进
行改造， 打造一条体现长沙清末民初时
期传统人文风貌的“宽窄巷子”。这样，便
能与天心阁周边怀旧特色的高正街、和
乐街等文化巷区相融。

如今，西厢文化公园已建成开园。洁
白的牌楼，青翠的景致，引得人们常常在
园中吹拉弹唱一番。

已经建成开园的绍基文化社区公
园，原是一块空坪隙地，被周边居民开垦
为菜地， 杂草丛生。 而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晚清书法家何绍基墓便坐落附
近。为保护文物，天心区以现代园林中混
合式手法为主，以现代景观空间“游”的
设计构想为主轴，借助中式园林穿、透、
掩、 映、 虚实结合及回游庭院的造园技

巧， 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历史遗迹味
道的文化公园。现在，周边居民常徜徉园
内，话古韵、谈今朝，别有一番滋味。

沉淀的历史文化可以装进绿景内，
现代的文明如何渗入播绿行动中？

天心区在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启动
中庭景观提质工程， 在尽可能保证原有
地面造景的情况下，增加供职员休憩、饮
咖啡、饮茶的塑木景观平台、游步道以及
各种园林植物造景 650 平方米。 中心植
物组景、植物景墙、花箱、园林小品催生
绿意，铁制木笼、各式造型景观瓶、景石
组景妙趣横生。在有格调、很小资的环境
里，创客们灵感大发、创意迭出……

深沉厚重的文化历史感， 与满目葱
茏、整洁有序的现代都市感相互交融、渗
透，使天心从骨子里透出美。

拆违透绿，昔日杂乱的雀园路出入城口惊艳蜕变，芙蓉南路 10 公里林荫
大道挥尽绿意，环城绿带生态圈完美呈世，美丽南城———

诗意播绿，新建的西厢公园里或吹拉、或弹唱，绍基社区文化公园里话古
韵、谈今朝，创谷大楼中有格调、很小资，人文南城———

尽心还绿，已开园的先锋公园里群文活动一场又一场， 莲花安置小区下楼现美
景，美丽暮云提质提档似绿海，幸福南城———

街巷嵌在绿带中

古今融在绿意中

温暖裹在绿园中

兴马洲———都市里的世外桃源。 陈杰 摄 版式设计 冉明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沿江村蔬菜种植
基地。 郭立亮 摄

长沙市芙蓉南路旁的楼盘在绿色环抱中。
郭立亮 摄

湘府文化公园。 鲁米 摄

天心阁西厢公园。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