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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风送爽，吹动水波荡漾。国家
标杆景区，西安榜上有名。

2022年7月28日，“水美中国”首届国
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发布会
在京举行。“国家水利部第一批10个标杆
风景区”名单在会上盛大发布，陕西西安汉
城湖位列其中。10个标杆风景区是：河南林
州红旗渠、内蒙古巴彦淖尔二黄河、湖北武
汉江滩、福建莆田木兰陂、浙江太湖溇港、
江苏江都水利枢纽、陕西西安汉城湖、上海
浦东新区滴水湖、辽宁本溪关门山、山东沂
南竹泉村、湖北兴山高岚河。

古都千年，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时光
流转。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考古公园+
水利风景区”为一体的汉城湖，以其波光
粼粼、美轮美奂的身姿，铺展在汉长城遗
址旁，封土与瓦砾共存，碧水与长天一色，
共放历史的光华。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武风骨城湖旁。
清波闪耀千古色，半壕碧水一城花。

从自然地势中发掘出历史的珍藏，让
大汉的气象再次闪耀在这片人杰地灵的
水土之上。站在汉城湖公园，让我们在深

情的凝望中开启一场千年对话。西安建工
集团的工作人员集聚人马、艰苦作战、精
工细作、打造精品，在巧夺天工中使昔日
的荒野之地换了模样，让大汉的雄风在湖
光城色中强力呈现，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历
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迷人画卷。

这是水利部公布的全国第一批10个
标杆景区重点推介名单，西安建工集团承
建的西安汉城湖公园在全国各地征集遴
选的 30 个案例中脱颖而出，作为国家水
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最终成为10
个标杆景区之一。

据了解，水利部在 2021 年就组织开
展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征集与推广工作。从10个标杆景区来看，
这里涵盖了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和水库
型、河湖型、灌区型等不同景区类型，并探
索出“水利+”科普研学及文旅农康等融合
发展模式；同时该项目具有“水利特色鲜
明、生态环境优良、文化氛围浓厚、发展动
力强劲、管理安全高效、综合效益显著”等
特征。

汉城湖公园前身为团结水库。史料记

载，这里是汉代长安城护城河和漕运河
道：西起今西安三桥车刘村，北至郭家村，负
责当时京城货物运输。新中国成立后，这里
建设为团结水库，由西、中、东及团结库四个
水库组成。现在，这所西安市民新的网红打
卡地，已是西安人的水利风景区。

水利风景区就是以水域或水利工程
为依托，形成现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区域。经水利部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评

定，可以开展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
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目前全国各地共建成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900余家，省级以上水利风景区2000
余家。“千里挑一”的汉城湖景区，大家已
不陌生。近千亩湖面的汉城湖公园，是一
座汉文化主题公园，绿树环绕，水波荡漾，
俨然已是大西安的生态“绿肺”。

2006年1月，实施团结水库水环境综

合治理启动征地拆迁工作；2008 年 2 月，
团结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正式
开建；2009年9月，首次引入40公里外的
沣河水，从汉城湖景区最南口的西库注入
湖中，经过6.27公里汉城湖水路再流入渭
河，重现50年前初建成时的清澈水面，形
成850亩湖面；2009年10月，西安市水务
局发布公告，更名为汉城湖；2010 年 12
月，获批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2011年10
月，正式对外开放，目前累计接待游客
5000余万人次；2012年12月，被命名为省
级水土保持示范园；2013 年 4 月，被评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19年12月，因
功能转变，汉城湖从省重要水库名录中去
除，成为西安自沣河经沣惠渠至漕运河、
幸福河河湖连通的重要节点。

从整体规划和建设上来看，汉城湖公
园以 36 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遗址为依
托，建成850亩清澈水面和1031亩园林景
观，形成“一心三线七区”的新格局。一心：
以汉长安城遗址为核心；三线：形成水线、
电瓶车线、步行线三条游览线路；七区：包
括封禅天下、霸城溢彩、汉桥水镇、角楼叠

翠、御景覆盎、流光伴湾、安门盛世七个以
汉文化主题，规划用地面积2890亩。

将水文化与汉代历史文化有机融合，
设计建设24组雕塑、29处历史文化广场、
14座游船码头及8座跨湖桥梁等景观，成
为西安最大的汉文化主题公园和西安北
部最大水景观。

“水利风景区”因水而名。汉城湖，稳
定在Ⅲ类水体标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
在99.8%以上。林草覆盖率在97.8%以上，
共栽植树木达52个品种171万余株。在生
物多样性方面，汉城湖景区做到了物种丰
富多样，无外来物种入侵。景区20多处竹
园，还成为了候鸟栖息的家园。

汉城湖堪称是“西安水生态建设的开
笔之作”。行走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大
道上，作为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更加开
放多元的大西安，正在不断挖掘高天厚土
下这方人杰地灵的长安圣地上的历史文
化价值，让远古的历史与时尚的现代交相
辉映，共同让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宜居幸
福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并绽放出璀璨夺目
的时代光芒。

国家首批10大标杆风景区推介名单公布
西 安 建 工 承 建 的 西 安 汉 城 湖 公 园 荣 膺 标 杆 风 景 区

□通讯员 赵海生

日前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为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使城市市容环境达到高效率的保
洁、高水平的管理、高质量的效果，2022年上海市持续推进58个高标准保洁区域（道路）建设工
作。工作聚焦“一江一河”区域、红色基地周边区域、重要旅游景区、重要商圈、交通枢纽、主要
景观道路、重大活动保障区域等重点区域推进高标准保洁，并逐年扩大建设范围，示范引领以
点带面提升整体市容环境面貌。 （记者 顾今 实习记者 葛沁宁 通讯员 刘枭）

2022年沪市高标准保洁区域（道路）名单公布

近日，江西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推进全省城
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旨
在推动城市 （含县城，以下统称“城
市”） 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推进“宜
居、宜业、宜乐、宜游”的高品质人居
环境建设，增强城市园林绿地“净化空
气、涵养水源、增加碳汇、美化环境、
传承文化、防灾避险”等功能。

江西确定，“十四五”期间，全江
西省城市园林绿化品质进一步提升、设
施功能进一步完善、既有成果得到保护
和巩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
率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城市公园绿地布
局更加完善均衡。到 2025 年底，力争
70%左右的城市达到省生态园林城市建
设标准、40%左右的城市达到国家园林

城市标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现零的
突破。

江西要求各地做好四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一是优化城市绿色空间体系。包
括加强生态保护、完善生态功能、注重
城乡融合、抓好规划编制。二是科学推
进园林绿化建设。包括加强公园建设、
推动林荫路和绿道建设、推进立体空间
绿化、加强城市防灾避险绿地建设、加
大单位和小区绿化。三是提升绿地功能
与品质。包括加强科学设计、科学增量
提质、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养护管理、
坚持示范引领。四是加强园林绿化监
管。包括严格绿线管控、加强树木管
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工程管
理、抓好安全管理。

江西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明确牵头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职
能，强化目标责任管理，扎实推动城市
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结合江西地区实
际，科学制定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实施细化方案，明确2022—2025年城市
园林绿化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加强园
林绿化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加大技术培
训，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能力、
业务技能和整体水平。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维护资金应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保障工作需求。引导居民开展庭院、阳
台、露台和屋顶绿化美化，鼓励社会单
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建、认养、
认管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参与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形成全民参与园林绿化
的新常态、新风尚。

（通讯员 王纪洪）

江西推进全省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2025 年底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现零的突破

作为安徽省阜阳市区域协同发展园林景
观重点项目，安徽省界首市花博园项目工程
正在加紧施工。7月26日，在花博园项目现
场，有300余工人分散在园区进行主题建设。

安徽界首花博园项目位于市高铁片区，
占地341亩，总投资1.8亿元。项目以“一蕊
镶五瓣、多彩花视界”为设计思路，利用场
地北侧现有洼地打造与当地特色植物相结合
的亲水游赏区，形成多彩的植物花博园。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绿化、道路广场、水体景观
工程等。

该项目预计今年九月底正式完成建设，
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届时，安徽省阜阳市第
四届花博会将在界首举办。之后还将进行花
卉产业升级，打造花卉集散产业链、花卉文
化产业链、青少年劳动及植物科普教育基
地。 （通讯员 谢树立）

安徽省界首市花博园 夏日施工忙

上海辰山植物园传来消息：全球已
知体型最大的原生种蝴蝶兰、至少十年
方能开花的——象耳蝴蝶兰在园艺师的
精心培育下于近日进入花期。

据上海辰山植物园园艺景观部工程
师倪子轶介绍，兰花象耳蝴蝶兰 （Pha-
laenopsis gigantea） 是兰科蝴蝶兰属，
原产于婆罗洲、爪哇、苏门达腊、沙巴
等低海拔森林树干上，种名 gigantea 是

“巨大”的意思，是目前全球已知体型最
大的原生种蝴蝶兰。其叶片呈灰绿色，
厚且巨大，下垂状，其叶片在原生地可
长达 l 米和宽达 50 厘米，是名副其实的

“巨无霸型”的蝴蝶兰，故被称为“蝴蝶
兰之王”，又因其叶片下垂，非常像大象
的耳朵，因此得名“象耳兰”。

象耳蝴蝶兰花期夏秋季，花梗下
垂，花径约 4~5 厘米，其花朵与巨大叶
片相对比，显得娇小玲珑。花蜡质，花

瓣和花萼像鸭蛋一样滚圆，有许多深褐
色或红棕色的斑点，底色为乳白色或浅
黄色，单朵花期约15天。因花朵遗传基
因稳定，是非常有价值的蝴蝶兰育种材
料。

象耳兰从种子到成熟的瓶苗需要 1
年半至 2 年的时间，而从出瓶炼苗到长
成开花株更是非常缓慢，至少需10年的
时间，加之象耳兰对环境非常敏感，适
宜生长温度在 20 摄氏度~30 摄氏度之
间，适宜的光照强度和湿度相较于普通
蝴蝶兰品种也要低许多。因此，园艺师
们在其养护过程中，不仅保持气流通
畅，还为其在靠近水帘处单独搭建了一
个具有遮阴篷的专属区域，使得其在极
端天气下，也能舒适享受“至尊”待
遇。同时还为其设立专属温度湿度计，
以便随时观测调整光照强度和湿度。因
为若光照太强会导致叶面偏黄，湿度过

高则容易得软腐病；若叶心积水，容易
导致烂心。又因其抗病菌能力较弱，也
为象耳兰的栽培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上述这些综合因素导致象耳兰成为价值
不菲的稀有兰花种类。这次在上海辰山
植物园开花的象耳兰不仅是开花株，且
苗龄超过20年，叶长约60厘米，叶宽约
20厘米，这在兰花界是非常罕见的。

象耳兰在原产地被发现后，就遭到
了人类的滥采而越来越少，野生植株在
原生环境中已难以寻觅，并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中，禁止野生苗的买卖。我国的台湾省
较早利用种子繁育象耳兰。目前上海辰
山植物园作为世界兰花保护网络重要成
员，引种和保育象耳兰为全球兰花多样
性保护贡献一分力量。

（通讯员 倪子轶 沈戚懿）

千 载 难 逢千 载 难 逢千 载 难 逢 ！！！

全 球全 球全 球“““ 蝴 蝶 兰 之 王蝴 蝶 兰 之 王蝴 蝶 兰 之 王 ”””
—— 象 耳 蝴 蝶 兰 花 开 申 城 辰 山 植 物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