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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亮

吃过午饭，来到丈八沟公园散步。天
上飘着细烟般的小雨，空气清新，嗅觉似
乎比平时灵敏了好几倍，花香、草香以及
泥土的芬芳，都被鼻息收纳。

居于闹市，能够轻取一片净土，感受
自然，欣赏一芳青草地，为生活增加一份
小确幸，这些，都源于中牟随处可见的

“园”。
在一些大点的十字路口旁，修建了几

个园，称之为“街心花园”。印象中这似乎
是中牟县城最早的园了。说是园，其实只
是在半亩大小的地方，开辟了一块空地，
铺设了一些石砖，上面摆几张石桌、几个
石凳而已，旁边可能有些低矮的冬青。

到了 21世纪初，终于修建了一座规
模较大的园。坐落在新老县城交界处，还
取了个相当大气的名字——“新世纪广
场”。取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在世纪之
交建成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摘掉零“园”
帽子扬眉吐气。

虽说规模大了，可是称之为园还是有
些牵强。它的样子算不上美观，布局也不
精巧，更谈不上湖沟塘堰星罗棋布、翠红
柳绿怪石嶙峋了。总体说来，比较粗犷。

前两年回来工作，才发现中牟的园悄
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如今，且不说绿博园、牟山湿地公
园、潘安湖公园、森林公园、雁鸣湖湿地公
园……就连单位一左一右的两座园，已经
让我流连忘返了。

四牟园是春天的信使。春天一到，园

里种类繁多的花竞相开放。走进园内，列
队欢迎你的是长长的蓝花鼠尾草，丛中可
爱的白晶菊，争先恐后探出脑袋，打量着
这位陌生的客人，稠密的迎春花稍稍弯下
了腰，礼貌地向你致意。再往里走，鸢尾、
紫荆、金光菊、松果菊、五星花、夹竹桃、彩
叶草……纷纷出来迎接了。

丈八沟公园是夏日伴侣。春天接近
尾声，天气越来越热，这里便成了人们乘
凉的最佳去处。整个公园被高大茂密的
悬铃木覆盖，从外面几乎看不到里面，远
远望去，像是一座小森林。里面弯弯曲曲
的小径，全被树荫遮蔽，只有路口衔接处，
露出斑斑点点的阳光，像是艺术品的留
白，恰到好处。

四牟园是博学的老者。园内坐落着
两座建筑，一座是中牟农耕文化博物馆，
另一座是中牟文化艺术馆。伴着美妙的
箜篌声，老者从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娓
娓道来，给后辈们讲述着这片热土的前世
今生，讲述着萑苻泽起义、官渡之战，讲述
着古代第一美男潘安、英雄史可法。

丈八沟公园是静谧的臂弯。中午的
公园，安静得出奇，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
三两人，或坐、或躺，与公园融为一体，静
静感受着时光的流淌。这时候，能够听到
布谷鸟的叫声，树叶的婆娑声，夏虫的低
鸣声，难以想象我正身处闹市，像是回到
了小时候的农村。

这些触手可及的园，成了人们静心养
性、休闲锻炼的必去之处。密集的公园、
森林、水系、湿地、农田交叉融合，汇聚成
了一个和谐、美丽的大田园。6

城市公园，生活“绿洲”
□本报记者 胡春娜

前几日，送女儿去上绘画课。一路上，她都安静地坐在自
行车后座。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突然用手指戳戳
我后背，示意我往旁边看。原来是，街角的小公园里竖着几个
配电箱，上面画着可爱的小动物、小房子以及花花草草。女儿
很高兴，商量着下课后来到这里逛一逛。

下课后，我们如约来到这里。沿着小路逛了一圈，发现这
个小公园真的很美：弯弯曲曲的小路两旁种着各种各样的花
草，公园中心是休息区，四周设有月季园、小花坛、微景观、草坪
等，街景与园景完美融合。小型花坛旁，还配有造雾设备，不仅
可以浇花，也为这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

前几个月，郑州市很多公园都进行了“拆墙透绿”，很多街
角的公园就和街道的绿化融在了一起，既方便人们休闲娱乐，
也为城市建设增添了一抹美景。

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写过一本《公园生活》，书里的“我”工作
的地方被高楼商场环绕，于是“我”经常在工作间隙跑到公园去
放空自己。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白领也常常在公园里吃午餐，
互相关注，渐渐交谈。“只要在公园长椅上发呆的时间一久，你
就会发现泛着涟漪的池子、长着青苔的石垣、树木、花朵，这一
切都能尽收眼底。”

城市公园，是喧嚣城市的一方“桃源”，满足人们的精神与
生活的双重需求。在这里，繁华与静谧共生。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常态化，很多孩子取消旅游计划，出行就
近安排，除了博物馆、科技馆、景区等，城市里的公园成了“新宠”。

小学三年级的于浩文计划将郑州市区的几大公园走遍，并
在日记里做了逐一介绍。

“周末，我去了人民公园。听妈妈说，这个公园很‘老’，她
小时候都逛过。我去了之后，发现它很‘年轻’，除了清清的河
水，还有游乐园。快傍晚的时候，人最多，跑步的、唱戏的、聊天
的。我坐了过山车，还给河里的小鸭子拍了照片……”于浩文
在日记里写道。

他的妈妈赵女士说，这几年城市变化很大，不但道路两旁
的绿化越来越好，公园也是越来越多。平日里大人上班、孩子
上课，对于城市的发展变化总是习以为常。这个假期，带着孩
子转悠了几个公园，发现各有特色，孩子不但对每个公园的规
划、植被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对城市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知。

这几年，省内的各个城市管理下足了“绣花功夫”，比着变
美。不但综合菜市场多了起来，城市的各种公共交通有序调
度，甚至城市公园建在哪里，种植什么植物，都有详细的规划。

作为人们生活空间、城市生态空间的综合体，城市公园承
担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的功能。

沿着中州大道，快速路两旁的绿地、小公园让周边人们的
生活慢了下来。一条条延伸在绿草树荫中的小路，一张张沉醉
在美景中的幸福脸庞，人在美景中生活，幸福也不过如此。

城市公园不仅赋予了城市生活更多的色彩，更是大大地增
加了生活里的“小确幸”，陈列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傍晚来临，华灯初上，很多人来到位于经三路附近的经纬
广场，跳绳、散步，老人们坐着聊天，孩子们在空地上奔跑，不时
传来嬉笑声……小树旁的路灯亮着温暖的光，花草相间，煞是
好看。

随着社会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在细节
上追求尽善尽美，从点滴处入手、由细微处着眼，更好优化城市
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我们的城市更和谐、更宜居。

海德格尔说：“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城市里的公园，像是一条艺术长廊，即使身处繁华都市，也能在
这里找到诗与远方。2

□王峰轩

翻看微信朋友圈，瞬间被一位文友拍摄的组图吸引：雕梁画栋的九曲
长廊庄严典雅，杨柳依依的碧水两岸绿草如茵，园路栈道与水上廊架连为
一体，山水田园和花鸟鱼虫相得益彰……

“去哪里旅游了？风景真好。”我留言。结果文友秒回：“Out了吧，我
拍的所有景致均来自家乡公园哦！”自豪之感，溢于言表。

家乡的公园真的这么美吗？说真的，省内外的名山大川我去过不
少，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思想作祟，我曾暗自叹息家乡没啥“拿得出
手”的风景。记忆中，大学毕业时，城区仅有一个可以放眼望穿的小型公
园——“西花园”，在这头打个饱嗝，那头都能听见。

带着疑惑，我利用周末驾车来个家乡一日游。
我先给老同学打了个电话，咨询一下长垣值得一游的地方。

“一天转一遍？除非你有翅膀。”老同学电话里打趣道，“建议你多关
心一下我们的城市建设。”随着同学的娓娓道来，原来家乡的公园、游园竟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除此之外，建蒲桥游园、蒲东广场绿地等街头游园、街头绿地与广场
绿地也为“扮靓长垣”添砖加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公园、游园多达
70余处，植物造景别具一格，乔、灌、花、草、藤合理搭配，并配以喷泉、园林
小品等设施，形成了层次分明，立体感、层次感强的城市园林景观效果，为
人们的闲暇时光提供了好去处。

第一站我选择了如意园。如意园坐落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市中心，占
地300余亩，放眼望去，绿荫如盖，青翠欲滴。惬意地徜徉在绿色的世界，

整个身心都是愉悦的。
继续向南行走，便到了被冠以“劳模主题公园”的容园，甬路
两侧有长垣近年来获得国家、省市劳模称号的先进典型事迹

介绍，让人驻足敬仰，也是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
去九龙湿地公园途中接到老同学电话，问我感受如

何。“美！”我脱口而出。沿着天然文岩渠右堤放眼望去，
羊群悠然地食着青草，牧羊老人惬意地躺在堤边，一些
不知名的鸟儿不时从天空掠过，白云如羊群在蔚蓝
的天幕游弋，澄碧的渠水缎带般流向远方……

近年来，长垣以公园绿化为中心、道路绿
化为骨架、滨河景观带为绿廊、庭院绿化为
依托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绿化环境格
局，“水韵、绿廊、文脉”融为一体，使城市
肌理更加协调，城市色彩更加和谐，城市
特色更加彰显。

我坐在湿地公园的长椅上，将手机
里的照片精挑细选了九张，发在了朋友
圈。我想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来
感受家乡的变化。6

□焦玉莹

从家到单位不到一公里。20 多年
来，我每天都在这条路上匆匆往返。

这两天下雨，我打着伞慢悠悠地走在
路上，蓦然惊觉：在我的匆忙行走中，竟忽
视了眼前的景色。这沿途的一切，已不再
是“旧时相识”。

出居住的小区向西 50米，一栋医院
的楼顶上，不知何时亮起了“互联网医院”
红色招牌。前几年依照国家规定，这家医
院纳入社会管理，整建制划转归了市里的
一家重点医院。这里变得热闹起来，每天
楼前的车辆都挤挤挨挨。一次我在门口
碰上老乡，他说：“在这里，你只要往电脑
前一坐，北京的专家就亲自给咱看病，不
用坐车跑到北京医院去。”

走过医院，踏上朱兰桥。俯视桥下，
是河滨公园，像一条玉带穿城而去。桥头
向西，便是市内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口。这
里以前可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段，不知何
时，一座崭新的警亭出现在路边，平坦的
柏油路上的车辆秩序井然了许多。

绕过警亭向左，华盖似的树荫下，是
新铺的红绿相映的人行道，据说这是城市
马拉松赛道的一部分。清晨走在这里，有
洒水车放着音乐缓缓驶过，空气清爽，凉

风悠悠拂面。有时一夜风雨过后，地上会
铺上一层米黄色的碎花，静美到令人不忍
举步踩踏。此情此景，仿佛置身一幅美丽
的风景画中。

穿过车如流水的马路往前走，正好就
到了朱兰河的中段。这里以前沟壑起伏，
杂草丛里，鹅卵石上，潺潺小溪漫漶而
过。风景虽好，却无人敢于涉足，因为那
疯长的杂草藤蔓里，蚊虫肆虐，完全是一
个原始的生物世界。

后来市里“四创”时，沿河道两旁垒石
填土，建起了坚固宽阔的河堤，并美化成
了居民休闲娱乐的“河滨公园”。曾经这
附近有工厂大量排污，严重污染的河水令
人纷纷掩鼻。如今，几个排污口不见了，
小溪清冽了，空气清新了，河道湿地里满
是葳蕤丛生的芦苇，俨然一条绿色长廊。
清晨在河堤上漫步，常有白鹭、画眉等鸟
类在芦梢上悠荡，等你掏出手机欲拍时，
却“扑棱”一下飞远了……

骤雨初歇。我在河堤散步时，居然听
到了蛙声，在夜里显得那么激越嘹亮，仿佛
带着湿漉漉的雨滴，伴着芦苇浓郁的绿意，
此起彼伏，相互应和，从独奏到大合唱。不
一会，整个河道能“听取蛙声一片”。

驻足，我倚栏倾听。裙摆随微风飘
舞，静静地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6

□吴天敏

渑池作为地名，单从它的偏旁部首来看，就与
水有着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是难解难分。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洛水之北
有熊耳山，山际有池，池水东南流，水侧有一池，世
谓之渑池矣。”宋代蔡沈《禹贡注》曰：“渑，当作黾，
水虫也。城西有池，注水即生，因名黾池。”这些文
献记载，说明渑池因古水池而得名，言明了水与渑
池笃笃相关。

水，是渑池的血脉，是渑池的灵魂。有富足的
水，才会有富足的聚居地和城市。几千年来，仰韶
儿女以水为邻，傍水而居，依水为城，凭水而兴。

我家住在渑池县城的南边，家门前就有一条河
水。这条河古名叫“渑水”，我们唤作“涧河”“南大
河”或“南河滩”。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涧河河水清澈，鱼虾成
群。河水取上来就可饮用。小城的女人们，常常把
衣裳被褥提到河里去洗。

那时的涧河，更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整整一
个夏天，小城的孩子们都赖在涧河的怀抱里撒欢儿
嬉闹。只可惜，曾几何时，清清的涧河水变得杂草
丛生，污水横流，冒着油光，散着恶臭，鱼虾无踪。

生活在两岸的人们为涧河里发出的恶臭而望
水兴叹，怨声载道。人们要根治涧河的决心不

知下了多少次，可是都因种种原因没有

成功。
2016年，渑池开始清淤，截污，企业污染防

治，农村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几年辛勤奋战，
几年汗水涔涔，涧河生态公园、会盟生态公园、
韶园、韶州路游园等一大批休闲公园、游园出
现。

每到傍晚，小城就喧闹起来。穿行城中，渑池到
处是公园。城在公园中，公园在城中。古城渑池真
的建成了交通便捷，街道俨然，四季繁花，处处是美
景。

我家门前的涧河水终于变清了，两岸又绿了，
天蓝水碧，柳绿花红，鱼翔浅底，草长莺飞，蛙声四
起，清新而秀逸，纤巧而精致。最迷人的是晚上，
华灯璀璨，流光溢彩，一河灯火，两岸繁星，游人
如织。

涧河的水，是发展的见证，是有形的民
生，是蓬勃的朝气，是焕然的新貌。渑池
因水而生，也因水而活，因水而美，因水
而富。

绿水青山是美丽，蓝天白云是
幸福。

看得见韶山，望得见渑
水，一首城美、民富、产
业兴的美妙歌曲正
在 仰 韶 大 地 唱
响。6

长垣公园美如画

渑水新景踏歌来

美丽田园好风光

一公里路的“十八变”

制图/张焱莉

灵宝市金水湖公园风景。
张雨义 摄

假日里的郑
州市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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