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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变化大，尤

其是绿化。

这是越来越多

的人，这几年到垫江

后的第一感受。

近年来，垫江县

在建设产城融合、职

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的郊区新

城中，对标对表市

委、市政府关于城市

提升行动有关部署，

大力开展“增绿添

园、增花添彩”系列

行动，成功创建国家

园林县城，城市颜值

更新了，气质更佳

了。

天宝寨、牡丹湖、

文笔湖、三合湖……

一个个蹿升的“热地

名”背后，是一串串亮

眼的“绿色成绩单”。

据统计，垫江县近3

年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改造

绿化面积42万平方

米，城市绿化美化助

推了城市品质大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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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高地 市民新家园

夜幕降临，来到城市新地标——“垫江之眼”
打卡的张先生沐浴着音乐喷泉四散的水气，踏着
歌曲柔美的旋律仰望星空。今年5月落成于三
合湖湿地公园的光影水舞音乐喷泉已成为市民
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2000亩级的三合湖湿地公园牵动着市民的
心，每天有上万人前来打望。

站在高处，一眼望去，整个三合湖湿地公园
披上了绿色的外衣，格外好看。有了绿色草坪的
衬托加持，三合湖水面也显得靓丽动人。

着眼城市功能的延展和提升，三合湖湿地公
园将“公园城市”等设计理念融入其中，注重创
新、超前，纳入绿色、低碳、环保等元素，努力打造
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标杆，力求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仍属典范。公园总面积达2080亩，其中水
域面积620亩，依托三合湖水库，以“和合”文化
为主题，规划布局“一连环八区，一岛映八湾”。

在绿化建设上，公园突出植物多样性，园内
植物种类配置将达200余种，其中将利用黄葛树
落叶特性，将它打造成“记忆之树”，以春夏秋冬
四季为黄葛树栽植时间点，让市民在每个季节感
受黄葛树落叶，感受垫江之美。

公园还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结合垫江降
水充沛、盛夏雨量集中的特点，设置了植草沟、雨
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施来组织排水，以

“慢排缓释”和“源头分散”等形式，让公园自我发
挥调节、涵养功能。

在这里，城市绿化不再是简单地栽花种草植
树，它们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在成长中融
有了城市情感。

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合湖湿地公园一
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公园建好不能成摆设，从规
划设计到施工建设，都注重要为人所用，为人所
享。公园建设围绕服务“人”，从居住、工作、游
憩、交通等人的需求出发，努力遵循以人为中心
的价值，发挥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绿色低碳的
经济价值、简约健康的生活价值和美好生活的社
会价值。

据悉，公园自2019年4月开工以来，各参建
方充分发挥“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精
神，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4公里多的主园路
已全线贯通，核心景点贤文阁主体结构已封顶，
大坝结构和桥梁已建成，完成蓄水140万立方
米，栽植乔木1.7万余株。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
市民休闲、文化展示、旅游接待等为一体的综合
城市公园，有望今年年底开园。

三合湖湿地公园作为东部新区的基础设施
和公建项目建设重点工程，它的投用仅仅是垫江
东部新区打造山水园林之城、生态绿色之城的缩
影与起点。以此为代表，这里正着力重塑“看得
见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情怀。

垫江县是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
垫江东部新区是重庆市首例新型城镇化PPP试
点示范项目，也是垫江探索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阵
地与核心引擎，城市博览中心、旅游集散中心、优
质教育基地等项目正加快建设。3年前，这里的
大片土地还是沉寂沉睡的原生原貌城郊农田。
随着新区建设号角的吹响，垫江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为双组长的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以战时状
态、战时作风号令各级各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一
年奠基、三年成型、五年见效”的序时安排，新区
管委会严格挂图作战、打表推进。

如今，作为垫江的“城市新高地、市民新家
园”，新城提速前进、渐行渐近，轮廓凸显，到处是
火热的建设场景，人们感受和赞誉着垫江的速
度、垫江的形象、垫江的志气。

城市品质的提升，带来的是生机和活力，带
来的是强大的城市吸引力。据垫江县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城市魅力的提升，近年来垫江县呈
现“三多”：入驻的知名企业，外地客商、考察人员
越来越多；大数据产业汇集，落地的科创性、环保
型项目增多；外出务工人员“回流”，返乡创业人
员增多。

城市功能的拓展，不断增强城市承载力、
吸引力、辐射力。10平方公里的东部新区破茧
而出，垫江城市由“30平方公里、30万人口”拓
展至“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城市新的定
位和势能将为垫江“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
的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积蓄能量。垫江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垫江县将紧扣建设“三区两地
一节点、郊区新城‘双50’”目标，围绕构建“一
心两点三带”空间发展格局，以“领先渝东北、
比肩都市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城市
园林绿化目标，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引领，全力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描绘山水人城景和谐
的城市新画卷，让“牡丹故里·康养垫江”行千
里致广大。

杨圣泉 郭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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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引领城市蝶变

盛夏的垫江，绿树掩映，生机盎然。
每天早晚，在一个个新建的小游园里，不

少市民聚集在这里消暑纳凉，或欢声畅谈，或
打拳健身。

垫江小游园有何功能？为何如此受市民
青睐？

以垫江县桂溪街道佳华二巷街边的工人
俱乐部小游园为例。

这是一个由边角地改造而成的小游园。
小游园呈三角形，面积约500平方米，栽植了
黄葛兰、桂花、海桐球等苗木，还配套了休闲
座椅、果皮箱等设施。

位于桂溪街道的鼎峰小区小游园，则是
在老旧小区原有绿化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居
民陈大爷说：“有花香有鸟叫，这里条件好空
气好，还很干净，现在的日子巴适得很。我每
天都要到小区里逛几趟。”

据了解，鼎峰小区修建于2003年，由于
多方面原因，后来成为“三无”小区，原有的绿
化逐渐荒秃，有的地方甚至被开垦成了菜地，
小区居民意见大。去年6月，占地面积3000
余平方米、分成两个片区的鼎峰小区小游园
完工投用，绿化苗木、庭院路灯、健身器材、座
椅廊亭一应俱全，成为小区居民休闲娱乐的
小乐园。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开展‘三亮活动’

（亮社区、亮街道、亮共建单位），推动了老旧
小区的美丽蝶变。”桂溪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小游园建成后，附近的街道、社区以此为阵
地，开展增强邻里感情的活动，将其作为城市
管理、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起到了很好效
果。

街头节点小游园，也是垫江城市绿化
的亮点。在北大门“古城花溪”节点，迎着
夕阳，绿植花卉迎风招展，过往游人纷纷驻
足拍照。这里系垫江县城主要出入口之
一，人流密集，公众关注度高，在此设置街
头节点小游园，让出入垫江的市民游客时
刻感受丹乡的美丽与好客。该节点以原有

“千古雄关”城墙为背景，注重景观的层次
搭配，通过群落式宿根花卉布局营造梦幻
花境的观感。

细看“古城花溪”，会发现花草植被与城
楼梯石早已融为一体，加之各色花卉对建筑
重点部位的精准点缀，搭配白色砂石，打造出
的城市微景观实现了由注重“绿量”向注重

“花量”的转变。
近3年，垫江县利用闲置地、边角地等一

切可以绿化靓化的地方，因地制宜建成一批
小游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为城市“补缺
提质”，每年的小游园建成数可达三四十个，
另有20余个小游园梯次纳入建设规划。这

些小游园小的仅有两三百平方米，大的上万
平方米，由于选址灵活，能够见缝插针，建设
成本低、见效快，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
福祉。

细细观察小游园的设计和布局会发
现，它们并没有刻意追求高大上，而是注重
与市民日常生活紧密衔接，本着节约型园
林建设的初衷，坚持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花小钱办大事，有效解决了城市
绿化分布不均、缺乏休闲健身场所等民生
问题，融入了家风家训等文化元素，实现利
民便民。

随着环境的改善，老百姓的文明素养也
随之提高，小农习气悄然散尽，他们俨然成为
了城市的守护者、装扮者和代言人，潜移默化
中，市民心里孕育的那颗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和赞美的种子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垫江县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建设
小游园应本着应建尽建的原则，将老百姓期
盼高品质生活的呼声转变为一件件为民操办
的实事。

小游园，彰显大民生；小投入，换来大成
效。一个个规模不大，投资不高且别具匠心
的小游园，让市民出行“就近赏景”，使“微绿
地”成为市民的“大花园”，换来了居民满满的
幸福，收获的是一片片民心。

为了提升城市品质，早在2018年，垫江
县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品质打造
的原则，制定了《垫江县城市绿化品质提升方
案》，着力打造“生态垫江、彩树繁花”的景观
效果，实现“大绿量、节点精、四时花”目标，以
园林绿化促进城市提升，让垫江近者悦远者
来。

修建天宝寨森林公园环山步道、打造精
品城市公园，是垫江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充分发挥垫江的山水资源禀赋
优势，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的“点睛之笔”。

位于垫江县城西郊的天宝寨，是明月山
连接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森林茂密，乃
名副其实的城市阳台、城市氧吧。登临天宝

寨，从这里，可以俯瞰高楼林立的垫江县城，
亦可快速进入绵延数百里的明月山中，探秘
大山中的奥秘，见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以往，由于缺乏安全便捷的登山步道，大
多数城市居民对近在咫尺的森林“可望不可
及”。

2020年，修建天宝寨森林公园环山步道
被列为垫江县重点建设项目。经过8个月奋
战，全长8公里、道宽1.8米—2.4米的环山步
道投入使用。环山步道建设充分尊重原有地
形，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植被与景观，并配套
建设了停车场、休闲座椅等设施。

步道建成后，天宝寨就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垫江县城后花园。现在每天都有万余名游
客进入天宝寨森林公园，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近距离畅享“森呼吸”。

公园是市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和展示
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垫江增量提
质并举，先后新建牡丹湖湿地公园、文笔湖公
园等6个公园，扩建凤山公园、滨河公园，提
质改造南阳公园、体育文化公园，加速推进三
合湖湿地公园，开工建设白龙公园。城市公
园供需矛盾、公园品质显著改善，市民们亲身
感受到“散步就在家门口，公园就在咱身边”
的惬意与满足。

道路绿化是城市的重要风景线。漫步垫
江县的明月大道、玉鼎大道、南阳大道等城市
干道，满眼皆绿意，处处是风景。近年来，垫
江县大力开展城市道路建设，每年新建10余
条城市干道，着力打造全市最不堵城市。

垫江县十分重视城市主干道的绿化、靓
化。城市入口是每个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在牡丹大道高速路下道口、桂南大道与长安
大道交叉口、桂北大道与玉鼎大道交叉口3
个城市入口景观打造上，垫江采取丰富植物
层次、增添花境绿岛等方式予以打造，以优美
景观迎客。

为了突出景观效果，垫江县对新建城市
主次干道两侧建筑因地制宜退让了10米—
15米用于一体设计、一体打造园林绿化景
观，通过增花添色、添彩、添香，在中分带摆设
时令鲜花，在侧分带栽植色叶开花植物，形成
疏朗通透、错落有致、色泽相宜、四季成景的
城市绿化景观。

每到傍晚，在城市干道散步游玩的市民
络绎不绝，一条条生态绿廊、一条条景观大道
色彩立体丰富、各有千秋，让人赏心悦目。

在绿化品质提升中，近几年垫江大力推
进坡坎绿化靓化工作，充分利用重庆山城地
形起伏特色“向空间要地”，先后实施了凤山
隧道护坡绿化、桂溪河下游边坡整治等8个
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面积约13.2万平方米，
竭力消除城市“斑点”，让坡坎崖变成为靓丽
景观。

垫江地处渝东陆路要冲，历史文化悠
久。近年来，垫江园林绿化部门努力挖掘特
色，结合垫江的历史文化，在广场公园、城市
道路、景区景点等场所，相应植入了牡丹文
化、寨卡文化、耕读文化、石磨豆花等文化元
素，展现了垫江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的风俗
习惯，提升了园林绿化的内涵和品质，让这座
千年古邑有“颜值”更有“气质”，从“面子”美
到“里子”。

据统计，从2018年至今，垫江县新增城
市绿地面积200万平方米，新增公园绿地面
积88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2018
年的9.15平方米提升至目前的12.9平方米。

如今的垫江可谓是“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四季见花”。随着城市绿量和品质的显著
提升，绿色已然成为垫江的发展底色，小城有
了现代化都市的“色香味”。“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园林绿化景观让垫江增了颜值，提
了气质，涨了价值。

修建小游园 彰显大民生

巧织绿底色 品质大提升

垫江桂阳街道滑坡安置房小游园，成了居民休闲好去处 摄/冷秋思
天宝寨森林公园环山步道，居民登山吸氧 摄/罗娜

秀美的牡丹湖公园秀美的牡丹湖公园,,已经成为垫江的一张城市名片已经成为垫江的一张城市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