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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8月23日报道，用来喝水的保温杯突然“火”了，黑豹乐队鼓
手赵明义被拍到腆着发福的肚子，手握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保温杯成了中
年大叔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样的“年龄歧视”没什么意义。9 图/陶小莫

“移动智慧城市”令人期待

□冯军福

“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

矛/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眼

看着太阳落了下去/这时候不必再

有爱的诗句/全世界就在那里，早已

拉下了离别的帷幕……”读起来是

不是文美意丰？可很少人知道，这

样的诗歌竟出自机器人之手。

8月19日，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

在华西都市报开设专栏，发布自己的

诗作。据了解，小冰师出名门，它的

现代诗创作能力师承1920年以来的

519位中国现代诗人，包括徐志摩、余

光中、北岛、顾城等。而且经过 6000

分钟、10000次的迭代学习，小冰的诗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当年新闻行业的写稿机器人投

入使用时，有人认为机器人只能做

简单的数据归纳和分析，不能进行

情感创作，如今机器人也开始学着

写诗，让人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发

展速度之快。有人认为，机器人不

懂风花雪月，也不知道家国情怀。

所谓写诗，只是把诗句进行简单组

合；有人则认为机器人写诗是文明

高度发展的产物，不必纠结诗写得

好不好；亦有人担忧，机器人开始

“插足”人类的精神世界，未来诗人、

作家会不会被完全替代？

IBM 创始人托马斯·沃森讲过

一句名言：“机器应该工作，人类应

该思考。”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人

在很多领域完全可以取代人。但不

得不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又固执

地抱着一种孤傲心态：机器并不是

无所不能，比如文学创作，因其寄托

着人类独有的情感，冷冰冰的机器

人在这方面取代不了人。

诗歌可以生产，但“诗意”却无

法复制。在笔者看来，机器人小冰

的诗作并不具有“诗意”。好的诗歌

至少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原

创。英国诗人雪莱说，“植物必须从

种子里抽芽，不然就不会开花”。在

不少诗人眼中，小冰无法进入那颗

种子内部，它的诗多是凭记忆模

仿。二是情感共鸣。我们读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为了感悟

诗人对质朴、单纯而又自由的人生境

界的向往。诗意的作品建立在诗人

丰富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读者在诗

作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引发共鸣。如

果写诗的人没有故事，那即便拥有丰

富的词库、华丽的句库，也不能写出

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作品。

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机器人

写诗并不可怕，却是一种倒逼和鞭

策。让诗歌富有诗意，需要诗人在

创作时更走心，树立精品意识，创造

出更多具有生活温度、内容厚度和

思想高度的作品，这样才不至于被

机器人取代。9

“诗意”能生产吗？

□本报评论员 刘婵

近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

展成品住宅的指导意见》（下称《意

见》），明确我省成品住宅的建设目

标：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所有

巿、县新开工建设商品住宅，全部要

按 照 成 品 住 宅 设 计 建 设（不 含 4

层 以 下 住 宅 及 单 套 面 积 大 于 200

平方米的住宅）。这意味着，未来

“精装房”将成为河南房地产市场的

主流产品。（见8月23日《大河报》）
其实早在 2016 年年初，我省就

曾提出在新开工住宅中逐年提高成

品住宅比例，要求到 2020 年，新开

工全装修成品住宅占新建住宅面积

比例，省辖市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争取达到 80%，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争取全覆盖，县城(市)要

达到 60%以上。专家分析指出，之

所以政策会提前，或许跟环保有

关。毛坯房交付后，业主装修往往

产生大量建筑垃圾。据测算，一套

90 平方米的毛坯房，因装修产生的

建筑垃圾平均达 2吨多。

纵观国内外商品房市场，成品

住宅是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房地产市场成熟的标志之一。在日

本、欧美等住宅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成品住宅占据的市场份额相

当大。在国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早在2010年发布的《成品住房装修技

术标准》，是全国第一部有强制性条文

的住房装修标准。而此前一项关于购

房者置业偏好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区，购房者对精装

修成品住宅的接受度超过了50%。

虽说成品住宅的发展是大势所

趋，环保、质量、效率等优势也显而

易见，但在我国，它的推广却非顺风

顺水——其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至

今仍不足 5%，并且多运用在体育馆

等公共建筑中。其中，有技术不够

成熟的原因，一些建筑施工单位缺

乏经验，技术水平低下、管理不到

位，造成工程质量还比不上传统建

筑。相较技术上的缺陷，成本因素

对于成品住宅推广的制约显得更为

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项目规模

小造成的，也更亟待化解。

问题所指便是前进方向，成品

住宅能够蹄疾步稳向前推进，政策

外力不可或缺。事实上，已有不少

省市出于环保、节能、推进建筑方式

变革等目的相继出台了激励扶持政

策。而我省此次出台的《意见》，有

些是“硬杠杠”，比如新开工建设的

装配式住宅项目和推行绿色建筑的

住宅项目、公共租赁住房、酒店式公

寓必须按成品住宅标准建设；有些

则是“真金白银”，比如房企实际装

修成本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成品

住宅项目建筑废弃物处置费，可由

地方政府予以减免……《意见》的措

施方向明确，我们期待政策能在各

地早日落地，相信随着扶持力度的

加大，装配式成品住宅在中原大地

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的定位。不管是毛坯房

还是成品住宅，都应以更好地满足

老百姓的住房需求为目标，促进住

宅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这个

角度说，成品住宅不能成为高房价

的推手，更不能以次充好欺骗消费

者，对相关市场主体而言，这既是机

遇更是挑战。9

蹄疾步稳发展成品住宅
成品住宅不能成为高房

价的推手，更不能以次充好欺

骗消费者，对相关市场主体而

言，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8月 19日，西安市和蚂蚁金服签署合作协议，共

同推进西安“移动智慧城市”建设，双方约定将在商

业、交通、民生、政务和信用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让

商业更智能、金融更普惠、社会更高效，提升老百姓

获得感，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城市升级，打造古城

“新智慧”。（8月21日《西安日报》）
在移动互联技术应用如火如荼的今天，用技术

提升效能、用技术服务城市、用技术改善民生，早已

是大势所趋。推进“移动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对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积极拥抱，是对“新经济、新

活力”的有力践行。

移动支付在政务办事、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

可以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借助支付宝的入口，充分

享受到“移动智慧城市”带来的各种便捷与便利。信

息社会条件下，现代大都市要变得更美好，就必须以

信息为核心，重构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只有让信

息的流通更合理、有序、便捷，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

工作生活，人民群众才会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政府是科技创新的助推器，要引导企业技术创

新，政府又要做科技应用的先行者，积极引入创新成

果，从而实现行政效率的巨大提升。显然，“移动智

慧城市”不仅仅是个新名词，它无疑会为城市升级提

质贡献更多力量。3 （姚村社）

加大快递包装回收力度
网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拿到包裹

后，快递包装该如何处理呢？有的人会将快递包装

撕碎，有的人则会随手扔掉……这些处理方式都会

造成资源浪费以及产生包装污染。为应对包装污染

问题，京东已在重庆推行快递纸箱回收业务。（8月
23日《重庆晨报》）

近年来，随着快递业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包装

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一个科学

可行的解决方法。如今，快递纸箱回收让人看到了破解

问题的曙光。实施快递纸箱回收，打通了快递包装回收

的通道，这无疑是消除快递包装污染的有效之举。

此前，一些快递公司已经在包装的材质上下功

夫，从源头减少快递包装污染，比如菜鸟网络成立了

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推出了 100%可生物降解的

快递包装袋和无胶带拉链式环保纸箱，已有近 50万

绿色包裹送达消费者手中。早在 2014年，顺丰特制

的绿色纸箱已经开始应用到快递配送中。

如果要彻底根除快递包装带来的污染问题，还

需要电商、快递行业加大包装回收的推广力度，将塑

料包装等一并纳入回收范围，同时精简包装，减少包

装浪费。有关部门可鼓励电商企业、快递公司推出

奖励回收等措施，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共同消除

快递业带来的污染。9 （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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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李雪婷 吴晨玮

淇水千古流，一河诗赋唱九州。8
月22日，在鹤壁市淇河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观景台上凭栏远眺，大片苍秀
繁茂的绿植环抱着清澈如碧的河水，
星罗棋布的小岛恰如其分地点缀其
中，如诗如画。

作为淇河生态区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淇河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块
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城市中心，人们
在这里可以畅享湿地之美，沐浴清新
空气，感悟自然的旷达和生命的空
灵。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孕育了优
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湿地景观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凸显了北方河流湿
地的独特神韵。

淇河生态区项目位于鹤壁市淇河
流域，规划面积约 43平方公里,西至
天然太极图景区、东至大白线、北至冷
泉村、南至礼河寨。项目区自然资源、
景观及人文景观丰富，有火山地幔、温
泉、天然太极图、浮山森林公园、千年
古刹金山嘉佑禅寺、青岩寺佛洞、北魏
群佛石雕、罗贯中隐居处、墨子修身处
千佛洞等人文景观。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将项目从空间分布上沿淇河
呈带状珠链结构划分了三段十二景即
七大生态山水主题景区园区，五大主
题开发组团。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完
成投资3.2亿元。其中，淇河国家湿地
公园完成投资1.33亿元，已经呈现出
水道蜿蜒、万绿青英、鸟语花香、鱼翔
浅底的湿地景色。

如画美景 再现诗韵淇河

淇水悠悠，诗韵悠悠。淇河国家
湿地公园内以《诗经》中9首诗为主题
的9个岛已经建成，称为诗经九洲，星
罗棋布的散落在河道中。据介绍，这9
座小岛分别是桃夭、淇奥（yù）、摽
（biào）有梅、采薇、桑中、芄（wán）
兰 、关 雎 、定 之 方 中 、蒹（jiān）葭
（jiā）。

如今，桃夭岛上，桃之夭夭，烁烁
其华；采薇岛上，杨柳依依，脉脉含情；
淇奥（yù）岛上，绿竹青青，翠叶婆娑；
桑中岛上，桑柘繁茂，其叶沃若……昔
日古人笔下描述的淇河两岸自然风光
再度重现。

“我们按照传统五行之说建设的
‘金之铄’‘水之源’‘木之林’‘火之石’
‘土之丘’五大主题公园中除‘火之石’
公园正在建设，都已建成，园区相对应
地呈现出白、蓝、绿、红、黄5种颜色为
代表的大面积的植物色块，凸显了生
态之美。”负责湿地公园建设的河南鹤
壁国土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金荣告
诉记者。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于 2009年 11
月启动建设，2011年年底被确定为国
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总面积 332.5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271公顷，湿地率
81.43%。园内分生态保育区、管理服
务区和宣教与生态体验区三大功能
区。

诗经九洲就位于宣教与生态休
闲区。该区是开展科普宣传，发展生
态休闲旅游，展示淇河文化和民俗风
情的主要区域。融合了陆地生态系
统和水生生态系统，把水、土壤、气
候、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多种生物交
汇在一起，规划打造最具现代特色的
科普区。

截至目前，公园内建筑面积1600
平方米的湿地科普馆主体工程已经
完成，游客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中。生
态停车场、沿淇步道、园路木栈道、观
景塔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基本上全
部完成。

原始风貌 引来百鸟翔集

在生态保育区，灌丛、草地、水域、
滩涂镶嵌分布，处处展现着湿地自然
原始风貌的优美风光。该区是淇河鲫
鱼、水禽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主
要开展保护、恢复、监测等必需的保护
管理活动，不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
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

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各种植物
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各类动物提供
了栖息地。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生
长着维管束植物90科 506种，脊椎动

物87科351种，包括150多种鸟类，灰
鹤、苍鹭等为国家级保护动物。不仅
如此，园内物华天宝，许沟温泉和火山
地质岩景观弥足珍贵，淇河鲫鱼为湿
地公园特有鱼类，被列为河南省重点
保护动物，缠丝鸭蛋仅在温泉湿地条
件下独有，为蛋中名品、地方特产。

“生态保育区面积有 248.1公顷，
主要是保护淇河湿地原始生态系统，
恢复滩涂植被，我们与环保部门合
作，对湿地公园内大气环境质量进行
实时监测，与河南城建学院合作，对
湿地公园内水环境质量29项指标、植
物资源、动物资源等进行动态监测，

并根据检测结果强化保护效果。”高
金荣介绍。

现在的淇河国家湿地公园水更清
了、鸟更多了、景更美了。根据对淇河
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监测，淇河国家湿
地公园2016年林地面积较2011年湿
地公园规划初期增加20公顷，森林覆
盖率达40%以上，生物多样性增加，与
2011年年底调查相比，维管束植物增
加 29 科 158 种，脊椎动物增加 15 科
86种。让鹤壁人民引以为傲的淇河
水质常年保持在国家地面水Ⅰ－Ⅱ类
水质标准，可直接入口。

时值初秋，记者看到，这里鱼翔浅
底，白鹭振翅，众多陶醉于大自然的摄
影爱好者，用镜头捕捉枝头小憩的飞
鸟，独自吟唱的爬虫，以及朝阳下风姿
绰约的花草树木，把生命的每一次灵
动精准定格，向世人阐述自然的优美
与和谐。

不仅如此，丰富的物种使得淇河
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市民欢迎的科普教
育场所。湿地公园在开展世界湿地日
宣传、“爱鸟周”宣传、野生动物宣传月
活动的基础上，每年 4月结合淇河文
化节开展湿地文化专题宣传，举办湿
地摄影大赛、湿地科普知识进校园等
活动，颇受好评。园区还建立了鹤壁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宣传湿地文化。

目前，淇河湿地国家公园已经成
为集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完整、景观资
源丰富、科普宣教设施完善、文化底蕴
深厚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公园。

自然人文 游客慕名而至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只是淇河生态
区建设的一个缩影。从鹤壁市委、市政
府到淇滨区委、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淇
河生态区的建设，多次与我省投融资平
台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
对接洽谈，最终确定由其控股公司河南
鹤壁国土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生态区的
保护建设任务。规划范围内摆放了“智
启南山、呦呦鹿鸣、风雅淇郡、商邑淇
畔、采薇淇奥”五个开发组团和“绿竹猗
猗、桧楫松舟、泉源在左、金山传奇、桑
中淇上、淇水滺滺、浮山掠影”七大景
区，沿淇河自上而下呈带状分布。

生态环境建设是鹤壁市生态活力
幸福之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该市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市、
区两级政府成立了淇河生态保护建设
办公室、淇河生态区办公室、鹤壁淇河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淇河综合执法
大队、湿地公园巡逻队等建设管理服
务部门，并相继出台了《鹤壁市淇河保
护实施办法》《鹤壁淇河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办法》等文件，开展淇河湿地环境
的综合整治保护和鸟类栖息地保护专
项活动，统筹打造以旅游、生态、低碳、
文化四大产业为核心，集休闲度假、文
化创意、现代农业、健康养生于一体的
生态文化旅游胜地。

淇河生态保护与开发办公室负责
同志介绍，淇河流域地形复杂，湿地类
型多样，曾为商、周时期全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时期赵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淇河两岸历史人
文遗迹丰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鹤壁淇河国家湿地公园在科学保护，
合理利用湿地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
湿地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保护、挖
掘和利用。

现如今，位于城市中间，这片既
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有浓郁的人文
特色的淇河生态区已经成为城市的

“后花园”，彰显了鹤壁市良好的生态
环境。每天都有不少的外地游客来
到淇河生态区，欣赏淇河风光，体验
湿地之美。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瞰

犹如翡翠的诗经九洲 （本栏图片均由张文凯摄）

花意烂漫

倚红偎翠

淇河湿地 染绿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