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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财富的象征；中国人依水而居，是
古仕先贤遗留的古训。北龙湖湿地就是一
个优良生态系统的缩影，湿地公园16万平方
米，整个湿地面积达 60多万平方米。2016
年开始建设的东运河公园、西运河公园、如
意运河公园、湿地公园、东商业公园、西商业
公园、龙湖外环公园、祭伯城遗址公园、纪念
公园、体育公园等十大公园面积达 231.2万
平方米、乔灌木总量 76626株，包含了运动
类、综合类、湿地类、商业类、植物科普类、遗
址类、宣传类等多种类型公园。

在北湿地公园，草长莺飞。这里以郑州
地域性植物为基础，同时由大大小小的生态
岛屿构成，以其丰富的植物种类营造出具有
高品质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白鹭、水鸭、
鸳鸯等鸟类及其他生物栖息，为市民提供了
一个亲近水体和自然的休闲空间。

在郑州建投总公司项目总监刘生荣看
来，这里就是郑东新区的“城市绿肺”，每天
在这儿工作很开心。空气新鲜，环境优美，
看着梦想中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幸福感爆
棚。“植被绿化的吸水性是打造海绵城市的
根基，我们将整个湿地加入了‘雨水回用系
统’，雨季储水旱季灌溉，节约水资源，实现
循环利用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必然方
向。”

打造城市“绿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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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百城建设提质，是河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0月

30日，为期两天的全省文明城市创建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会议召开。

这是河南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

水润中原。湖是郑州的眸子，是散落在城市中的镜子，映射出的是郑州

这些年的城市崛起和飞速发展。大河网特别策划“绿色有我”系列报道，聚焦

生态文明建设，以“湖润绿城”为点，辐射全省。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郑州市入选全国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

市，随着中原城市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国家支持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落地，诸多战略利好叠加，带给郑

州空前的机遇。

龙湖

龙子湖周边，庭院建设、碎石小道、亲水设
施、园林小品、景观照明，近40000株乔木郁郁
葱葱，一年之中，春夏秋三季花开不绝，芬芳馥
郁。走进其中，感受到的是充满活力、蓬勃向
上的氛围，体验的是有山有水、心旷神怡的生
态自然。

龙子湖承担了整个大学园区的泄洪调节
功能，该区域地势低洼，城市雨洪将无法自流
排泄，易造成龙子湖地区洪涝灾害。正在修建
的龙子湖水系工程将利用调洪库容确保龙子
湖地区的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同时有效的积
蓄雨水，减少城市河道防洪压力，保证重复利
用宝贵的雨水资源。环龙子湖的湖滨公园与
周边各高校关系密切，与各校区的景观相互渗
透。设计力求打开各校园入口与龙子湖的对
景视线并拓展亲水慢行体系，打造具有校园特
色的滨水景观空间，水与校园相映相生，形成

“亲水校园”的景观特色。
夏末秋初，早晨7点多的龙子湖环湖步道

边上，青草萋萋，凉风习习。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的陈思勤老师说：“这里环境比较好，休闲有
地方去，尤其是带娃。这个湖为高校园区创造
了优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为实现高校之
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供了可能。”

芳容扮靓大学城

龙 湖子

2013年 10月 10日，中国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合作的水资源管理方案子项
目，也是UNDP在全球实施的第一个“城市口
袋湿地项目”——郑州莲湖湿地公园，宣告完
成改建。

回忆起当初项目落户郑州，郑州太古可
口可乐公司环境安全健康经理黄建军说：“改
建项目以水资源循环利用理论为基础，不对
当地水资源造成额外负担，有效开发利用已
有的水资源，补给城市湿地系统。”

如今，改造各方取莲湖公园之立意，以莲
花为主景，局部湖岸种植了千屈菜、香蒲、水
葱、菖蒲、茭白等挺水植物，形成了自然的滨
湖景观。水质也达到了 GB/T18921-2002
观赏性景观用水（湖泊类）。河道区进行生态
净化后，湖面区继续净化。黄建军说：“我们
现在放养的是草食和杂食性鱼类，可以吃浮
游动植物、底栖动物。莲花、香蒲等挺水植
物，伊乐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草鱼、花鲢
等滤食性鱼类，螺蛳、河蚌等底栖动物共同构
成水生食物链，实现良性循环。”

本项目的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叶春博士说，在国外，利用城
市降水、内河湖泊或者城市污水处理厂里的
中水再造生态湿地，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
现象，希望该项目成为企业、政府、大学、公众
共同参与建设美丽城市家园的典型案例。

“城市口袋湿地”

莲湖

相信每个热爱艺术的人都是河南艺术
中心的常客，在位于如意湖不远处的艺术中
心几乎成了整个中原的文艺殿堂。

如意湖文化广场办主任徐见胜告诉记
者，2012年时，会展中心一年也就90多场会
展，现在发展到一年200多场。会展中心不
是在举办展览，就是布展准备，使用率相当
高。据徐见胜回忆，从2014年开始，每天晚
上湖边人流量迅速增加，特别是夏天，乘凉
消暑的市民明显增多，甚至通宵有人。文化
广场办不得不增加了30名巡防人员和50名
保安进行两班倒巡逻值班，办公人员从早上
六七点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正常。

记者从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了解到，
如意湖在规划之初，即按照四星级旅游景区
标准配备，特色游步道、生态步道、山地自行
车道、旅游电车循环游……利用水路游船带
您惬意畅游，餐饮购物一应俱全，让前来的
市民和游客充分享受到星级的便利与舒适。

作为郑州接待过领导和贵宾最多的地
方，郑东新区将继续以“高大上”的姿态带领
郑州走向国际舞台，如意湖，将期待着和龙
湖的首尾相连，见证郑州的城市崛起和经济
发展。

助郑州上国际舞台

如 湖意

2011年，郑州市政府将西流湖城市生态
公园列入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之一，是郑州
市的重点工程、民心工程。西流湖公园管理
处党支部书记徐红宇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
80年代，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西流湖上游、
贾鲁河两岸密布的工厂和民居，产生的污水
和生活垃圾对西流湖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经过六年时间打造，西流湖如今已变成
鲜花盛开、鸟语花香的生态长廊公园。徐红
宇骄傲地说：“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北区湖
东岸，为生态林带与休憩观赏相结合的景观
形式，西岸主要以生态密林、疏林草地等自
然景观为主，适当融入市民的休闲游赏功
能，南区则将贾鲁文化融入建设中，有半岛
春苏、绿屿信步、雁舞滩等景点，建有太子湾
桥等特色景观桥。”

时任郑州市园林局局长姜现钊介绍：
“我们将通过地形修整、水岸梳理、种植绿化
等手段对西流湖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努力将
西流湖变成一个树林茂密、水草丰盛的生态
型游憩绿地，为郑州营造一个西部绿心。”

据最新消息，郑州西流湖将升级改造，
湖面有望扩大500亩左右，扩至1295亩，相
当于 8 个如意湖（如意湖湖区面积约 160
亩）。方案显示，西流湖公园今后能够形成
很好的水面景观。

重造郑州生态廊

西 湖流

2013年7月，经水利部审定，郑州市被列
入全国45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之一，水源
指标也随之提升。让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可吸水、蓄水、渗水、净
水，需要时又能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
用。象湖的建设者也把这种先进的海绵城市
理念引入其中，让湖水水质不“掉价”。

在象湖建设过程中，所有的路面都没有
修建排水井，而是保持路面外高内低，向湖中
心倾斜，并采用透水混凝土和陶瓷透水砖把
所有的雨水通过特殊的排水管收集到湖里，
此外，在象湖周围的绿地中还设计了一些雨
水花园，收集雨水，渗回地下。

公开资料显示，郑州年降雨量640毫米
左右，主要降雨时间在每年的7、8、9月份，降
雨的时间、空间分布并不均匀，作为资源型缺
水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对郑州市的健康发展
有积极的意义。“建设海绵城市，既可以解决
城市的内涝问题，也可以缓解城市缺水问
题。”郑州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时表
示。建设海绵城市带给郑州最直接的影响就
是，郑州将告别黑臭水体。

用环保材料养水源

象湖

雁鸣湖镇北临黄河大堤，南临连霍高
速、郑开大道，西临鸡西高速，省道312穿境
而过，官渡黄河大桥连接两岸，郑州、开封两
城“半小时”生活圈均可覆盖，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路网体系四通八达。尤其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吃螃蟹、钓鱼就去雁鸣湖”这样的
认知，更让这里成为郑州市的“后花园”。

2013年 10月 26日零时起，郑汴同时启
用 0371统一区号。区号变化的背后，是郑
汴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一个连接城市、聚集
产业并在未来改变人们生活的宏伟战略，正
在改变着整个中原的前进方向。随着郑汴
融城的加速，雁鸣湖片区正在成为大郑东的
核心居住区。雁鸣湖景区已进入郑州、开封
两市人民的“半小时生活圈”。

有专家提出，加快中牟发展是促进郑汴
产业带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牟是郑汴产业
带的主要发展空间，按照功能互补、资源共
享的原则，应该对中牟科学规划，加大投入，
加快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做大优势产业，对
完善郑汴产业带功能分区、丰富郑汴产业带
建设、促进郑汴产业带资源整合、拓展郑州
城市发展空间、支撑郑汴一体化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汴之间“生活圈”

雁 湖鸣

从郑州东南下高速，远远就会看见一座
环状的大桥，宛如科幻电影中的“魔戒”，其
实，这座桥叫潮晟路蝶湖大桥，位于郑州南
四环与机场高速公路交叉口附近，与曹古
寺村毗邻。桥下的蝶湖已羽化成蝶，欲展翅
高飞。

据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经委工作人
员介绍，经开区投资270万元铺设截污管道，
沿湖收集附近区域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努力
实现蝶湖“水源优、河湖通、流水清、沿岸美”
的建设目标。此外，蝶湖还充分借鉴长沙梅
溪湖的生态设计理念，12公里的生态廊道建
设，规划有亲水平台、自行车骑道、雕塑。同
时，湖内种植有水生植物，建设有生态湿
地。蝶湖中央将建设标志性的国际论坛岛，
周边岸线将得以优化，更加丰富自然，沿岸
将设置生态岛链、开放性的活动广场、富有
现代感的文化艺术中心，为市民提供滨水休
闲体验。

随着蝶湖的亮相，“湖居”已经从奢望状
态开始步入部分市民的生活。五年前，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工程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中建（郑州）城
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携手启动 10.47平方
公里的滨河国际新城，资本的推动，让滨河
国际新城从梦想照进现实。

临湖而居成现实

蝶湖

2013年 10月，郑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
定，在市区四环路以内，即西四环—南四环
—郑港大道—大河路范围内和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新建或改建27座各占地10公顷
以上的区级综合性公园，天健湖只是其中的
一座。

在附近居住的市民林建国告诉记者，自
天健湖公园开放后，他隔三岔五关注园子的
变化。“每次来到公园心里都莫名的高兴，神
清气爽，觉着日子也美了起来。”林建国感
叹：“在家门口建公园，对老百姓来说最实
用，这都要感谢城市决策者为民着想的贴心
和建设者夜以继日付出的辛劳！”

采访中，如同林建国一般，因城市建起
公园而心生喜悦的市民不胜枚举，就连网络
上也发出了“点赞”之声。网友“边走边聊”
说：“我真心为政府拍手叫好。我们的城市
有太多的钢筋水泥，我们太需要这些近在咫
尺的绿地和乐园了，政府想市民所想，应该
点赞！”

“大批拥有绿地的城市公园所发挥的作
用远不止此。”省社科院专家评价，综合性公
园建设是城镇化过程中提高区域内涵
与品质建设的重要革新措施，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城市
发展的升级换挡。

市民赞湖美日子美

天 湖健

从郑州大学老校区到新校区，眉湖的发
展承载了一代代郑大学子的青春记忆，眉湖
的文化激励着郑大学子蹈厉奋进，眉湖的变
迁见证了郑州大学的发展，成为郑州大学风
景中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如果眼睛是心
灵的窗户，眉湖就是郑大学子心中的眸子。

郑州大学的眉湖原指郑州大学老校区
的湖，它与金水河相连，长800米，眉湖原来
没有具体的名字，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意
的名字——眉湖。

2000年 7月，郑州大学重组搬迁至新址
后，在新校区内开挖了人工湖——眉湖。她
婉转流淌在整个校园，全长800米，又名“博
雅湖”，寄予学子博采众长、雅趣共享之意。

眉湖自然环境优美，湖面波光粼粼，清
澈见底，鱼儿在湖里游弋；荷香满塘。眉湖
的人文景观也别具特色，其中以眉湖八景最
具代表性，很多市民经常慕名而去。

郑州大学学生许学敏说：“和眉湖的邂
逅是在考研的那个夏天，它是郑大的标志之
一，我经常和朋友在湖边看柳，看荷，看落
日，这里承载了我青春的记忆。”

学子心中的眸子

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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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周常剑

龙湖芳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