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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景区 传承黄河文明

黄河岸边的一颗璀璨明珠
——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建设发展纪实（下）

□建勋 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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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区办公室里，一张蓝图描绘着景区发
展的宏伟前景：打造郑州黄河滨河公园。

滔滔黄河流经巩义、荥阳、惠济、金水、中
牟，这里有波澜壮阔的大河风光，有得天独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拥有多个国家级和省、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为打造黄河滨河公园提供了有力支
撑。

做景区，也是做统筹。在这张规划图上，
郑州黄河滨河公园东起雁鸣湖景区，西抵河洛
景区，南接连霍高速、郑州北四环，北至黄河中
心行政区域，总面积达 900 平方公里，东西狭长
绵延 160 公里。

确立“生态传承文明、开发让步生态”的规
划理念，黄河滨河公园将变成依托城市群而
形成的文化生态型产业发展带，综合生态经

济示范区，成为郑州都市区北部的生态走廊、
经济走廊、文化走廊，成为郑州都市区新的经
济增长带和增长板块，打造成新型生态文化
旅游产业集聚区。而在产业定位上，主要以
生态、休闲度假、会议、旅游等产业为依托，以

“文化、生态、低碳、宜居、科技”为发展目标，
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该公园要充分发挥
其区位优势，积极与焦作、新乡呼应发展，发
挥郑州都市区作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
辐射带动作用。

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
赵宝江表示，建设郑州黄河滨河公园对郑州经
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当前，郑州城市发展
已进入品位提高期，提出建设郑州黄河滨河公
园构想，充分说明当地政府对生态保护、文化、
旅游、休闲业发展非常重视，该公园建成后对

提升市民生活品位将起到重要作用。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明确指

出，要努力将郑州黄河滨河公园打造成世界级
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突出生态涵养功能，发
挥生态旅游休闲功能，实现黄河文化传承创新
展示功能。

“机遇来了就要抓住。”雒国栋说。如今，
景区已编制完成郑州滨黄河区域 900 平方公里
的总体规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50 平方公里的
总体规划待批。雒国栋信心满满：“黄河滨河
公园的建成对提升城市品位将起到重要作用，
其独特的生态功能、文化旅游特性将成为中原
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重任在肩，景区又出发。有理由期待，她
会不断积蓄能量，不断释放能量，不断突破藩
篱，不断给人带来为之一振的新消息。

景区从孕育诞生之时起，就注定肩负着托起“美丽
河南”的重大历史使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态责任。

历经复杂的气候变化，数百万年的黄土沉降，景区
周边形成了世界上最厚的马兰黄土带，那些起伏的黄土
荒山见证着地质变迁，也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

然而，土壤贫瘠的荒山秃岭不能给景区添彩，却能
为风沙助虐。

“风沙大的时候，走进办公室，水泥地上能留下一串
脚印。没什么人愿意调到这里来上班。”老职工回忆说。

年复一年，起初植绿的效果并不佳，“一年青，二年
黄，三年变成干柴棒！”

为啥？土山存不住水，靠老天爷赏的那点雨水，远
远不够。

咋办？引水上山。山下就是哗哗流淌的黄河水。
听起来简单的解决思路，干起来却极不简单！

“山上没路，修蓄水池用的水泥、红砖、大沙、钢筋都
是一担一担挑上去的。”51 岁的老技师楚秀珍说。在这
样艰苦的条件下，景区人硬是用了 1年多时间，在几个主
要山头建起了 3 个数百万立方米的蓄水池，架设密如蛛
网的橡胶管道一万余米。

上山的水解了树的渴，也把绿色留了下来。楚秀珍
回忆说，当时他们扛着百十斤重的胶皮管，肩上都起了
厚厚的茧子，毒辣辣的日头把背上晒曝了皮。工人们咬
着牙，一个树坑一个树坑地浇水，黄土吃水量大，要反复
浇水数遍才行，往往干到“天擦黑”才能收工下山。

上山的水也解了山民们的渴。“山下黄河白白流，山
上吃水贵如油”的乡谣成为了一段历史记忆。黄河桥村
二组的李保生回忆，过去每天一大早都要下山挑水，几
十米深的辘轳井水苦涩难咽，世世代代吃水难，让“山上
光棍多，姑娘下山坡”。

黄河桥村 78 岁的杨二胜指着村口后坡一大片林地，
对记者说：“当年这里全是黄土堆，风一吹整个村子像笼
上了一层‘黄雾’，有时全村都被黄沙给洗了一遍。景区
人来了，肩扛手拉，硬是把黄河水引上了这荒岭，栽上树
木，黄沙就慢慢退了，山头也渐渐绿了。”

“兔子来了无草吃，鸟儿来了无树落”。这是 40 年前
枣峪沟村的真实写照。这座黄河岸边的小村落与景区
相连，如今满山青翠，将整个村子包围在绿色之中，彻底
改变了过去“风骤起，黄土飞扬；雨潇潇，遍地泥浆”的恶
劣环境。

已“扎根”邙山 34 年的黄明利，从 17 岁就来到该景
区上班。身为黄河风景区规划建设局局长，邙山变绿的
艰辛历程让他感慨万千。“邙山土质属于湿陷性黄土，又
非常缺水。同样一棵树，在山下长 1 年，在山上就需要长
5 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扛着水管上山引水，浇
灌树木，要想种活一棵树，经常需要补种三五次。那时
候，全市人民几乎都来邙山种过树，因此葱茏邙山凝结
着全体市民的汗水。”

一棵一棵种，一代一代种。景区人以其坚韧的毅
力，把提灌站周边的十八个山头逐一披上了“绿装”，彻
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地貌景观。

建设生态文明，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今
天，景区九成以上土地被林木覆盖，通过充分保
护黄河沿岸原有的湿地水系、地形地貌、自然植
被以及历史文化遗存，绿色“锁住”了邙岭风沙
源，曾经荒山秃岭、黄沙漫天的邙山头，变成了
绿林覆盖、植物多样的“生命绿线”。

“万万没想到，当年吃着风沙看黄河的地
方，变成了生态园林景观。”极目阁上，刚刚回国
的“海龟”创业者魏晓明故地重游，感慨不已。

每逢节假日，不少郑州市民举家来到母亲
河畔休闲游玩，他们欣喜地发现：这颗镶嵌在万
里黄河上的明珠，正不断发生着绿色的嬗变。

“凡是能植绿的地方，都想尽办法种上。饱
受黄沙之苦，有过切肤之痛，景区人明白生态是
生存的根本，是一切发展的基础。”雒国栋告诉
记者。

“现在真找不到水上不去的山头了？”面对
记者的追问，老工程师张新才笑着说：“如果说
还有没有绿色的地方，一定是为了保留当年的
一点记忆而留下的。”

如今，管网覆盖了整个景区的山头，荒山绿
化实现了灌溉自动化，技师按时打开控制开关，
就能实现喷灌、滴灌。十多年来，景区绿化荒山
4000 余亩，成为省级森林公园。

依山势开辟的牡丹园、盆景园、奇木坪等花
卉观赏点，如今已成为游览的好去处。在梅园，
楚秀珍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没有先
进机械辅助的条件下，人工开山破土，用架子车
推来一车车土，填平深沟，付出的辛苦难以想
象。不论男女，每天每人推土达 200 余车，有的
青工累得直掉眼泪。

如今，该景区林木总量逾 80 万棵，核心区

域拥有林地 380 多万平方米、草坪 5 万余平方
米。生态景区已初具规模。不仅成为城市的近
郊花园，也成为阻挡风沙侵入城区的重要屏障，
为黄土高原的荒山绿化、环境保护、调节气候和
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走出了一条成
功的路子。

景区绿了，但是，只有绿色还不够！景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雒国栋提出，要彩化，给
景区添上四季的颜色。

景区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有目的地引入多种
彩色植物：黄栌、火炬、美人梅、红叶李、栾树……
森林披上了彩衣，飞红点翠。形成“一季彩叶，
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格局，春季樱
花、玉兰、杜鹃百花齐放；夏季绿色浓淡有致、绿
树成荫；秋季银杏、红叶耀眼、丹桂飘香；冬季梅
花茶花怒放、红果串串。

各种各样的彩色树种，它们从何而来？景
区园林所副所长孙志广说，除了从外地引进
外，景区建立起植物园实验基地，培育本地品
种。

的确，景区漂亮了。这种美丽的嬗变，每一
个再次到此游览的人，都有深切感受。如今的
黄河风景名胜区山清水秀，四季常绿，满目葱
茏，生机盎然，漫步其间，绿树红叶相映成趣，灌
木丛林摇曳多姿，绿荫覆盖、郁郁葱葱。

“我们景区建设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一定要
把它放在建设美丽河南的大格局中。我们要勇
于担当，承担起历史责任，通过一个点，进而成
为一个面，最终打造一个大的、美丽的生态区
域；既要保护黄河生态，又要弘扬黄河文化，力
争把黄河文化旅游做准、做优、做长。”雒国栋的
信心十分坚定。

40 多年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当年的建设
者忆往昔无比自豪。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个靠着血肉
之躯“战天斗地”的时代。在那规模宏大的会战
中，景区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奠
定了“艰苦奋斗、知难而上、勇于创新、乐于奉
献”的景区精神核心内容。

退休老技师楚秀珍清楚地记得，当年绿化
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将一棵棵的柏树、松树
背上山，精心栽植，细心呵护。他们用双脚一步
步丈量着邙山头的每寸土地，住的是简陋的窑

洞或“鸡窝房”，蝎子、蚰蜒到处爬。栽植浇灌要
从山下挑水。

“我们那时住在邙山窑洞，一两个月才回家
一次，我在绿化岗一干就是 30 多年。我们景区
管委会主任雒国栋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景区，在
这里一干也是 30 多年啊。有不少职工是几代
人扎根邙山。正是这种在艰苦创业中培育起来
的对景区的深厚感情，汇成了巨大力量推动着
景区发展。”楚秀珍激动地说。

灵巧的喷淋头代替了沉重的胶管，高效的
机械代替了繁重的人工施工，但是景区人艰苦

奋斗、迎难而上的“邙山精神”没有变，艰苦奋斗
的精神传承已经落地生根，并迸发出巨大的精
神和物质能量。

为了推动园区绿化、美化、靓化，景区人通
过科研，引种驯化植物，丰富景区植物的多样
性。经过多年努力，攻坚克难，成功引种驯化各
类花木 460 余种，其中包括 30 多种珍稀濒危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有油橄榄、海石竹、秤锤树等。

冒严寒酷暑配合慰问演出，景区人迎战38摄
氏度高温，半个月完成 4500平方米草坪的铺栽。
拆迁整治景区环境，拆迁到哪，绿化就跟到哪。

“奋斗不是为了吃苦，但奋斗就必须吃苦。”
在景区采访中，记者感受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
是生活中，无论是 70 后、80 后还是 90 后，那种
面对困难永不低头、迎难而上的斗志，一直是景
区的宝贵财富，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核，已经深深
融入到他们的血液，激励着一茬茬职工，在时代
的潮涌中破浪前行。

发扬“艰苦奋斗、知难而上、勇于创新、乐于
奉献”的邙山精神，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
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这，就是景
区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
果由群众共享。

曾几何时，贫瘠破碎的荒山秃岭，只能收获
饥饿与贫穷。

一人好不算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景区
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造福了一
方百姓。当地农民笑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
穷山沟，如今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旅游区，南来北
往的游客成群结队地走进农家，农民们不出家
门就鼓起了“钱袋子”。

在景区一家窑洞餐厅“兴隆酒肆”门口，
66 岁的黄河桥村九组村民宋本茂正忙着招呼
客人。

“景区发展了，俺们村民也跟着受益。”宋本
茂说，“现在的生活真是比原来强太多了，车子
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女儿也有了工作，生活能
够自立。”

除了自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村子里面也
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全组大部分的村民在景
区从事划船、牵马、电瓶车等旅游服务，人均年
收入 4 万余元。

在黄河岸边的跑马场上，惠济区古荥镇张
定邦村一组村民张永春说，以前在家种地，连小
孩的学费都交不起，在景区从事牵马旅游服务
以来，收入也多了，现在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据介绍，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正式职工中，

当地村民就有 200 多人，占职工总数 1/5。景区
内还有 300 多名农民商户，从事饭店、电瓶车、
牵马等旅游服务。据统计，景区内现有旅游电
瓶车 50 辆，马匹 200 多匹，照相户、小摊点 100
多家，从业村民多达 2000 人。村民们还将山上
野菜和当地农产品，如邙山红薯、时令蔬菜、大
葱卖给游客，增加了收入。

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胡春深有感触：“以前，
山区道路不通，村民住在破窑洞里，物质和精神
生活都相当贫乏。由于景区的发展，村民真正
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变。”

据相关部门调查得知，对村民的生活作了
一个前后的对比：“20 年前，很多家庭连手扶拖

拉机都没有。现在，70％以上的村民家里有汽
车、电话，子女入学率达到了 100％。”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
了人民，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
在景区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解决涉及群
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努力实现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和谐。”雒国栋说。据了解，景区领
导班子提出要增强区域经济实力，通过 5 年的
努力，实现区域综合财政收入超亿元、景区综合
经营收入超亿元的双亿元目标，使辖区内群众
收入翻一番，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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