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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方能精彩纷呈。园博园
将以灵动秀美的容颜，热情迎接四方
游客。

回顾一年多来的建设历程，无论
严寒酷暑，数千名工人坚守在施工一
线 ， 精 益 求 精 地 打 造 每 一 处 景 观 节
点，栽种每一片鲜花绿草，他们辛勤

劳作的身影仍历历在目。今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本就紧张的工
期带来更大挑战，但邯郸市克服一切
困难，调动各方积极性，园博园建设
如期顺利推进，成就了一项与时间赛
跑的精品工程。

2018 年 8 月，邯郸市成功获得省第
四届园林博览会暨第三届河北

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承办
权，随即开始了园博园规

划设计、园区周边环境
综合整治、道路绿化
提升、土地清表等
前期筹备工作，为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019 年 5 月 28
日，邯郸市政工程公
司大批机械设备进
场施工，标志着园
博园正式开工，建
设号角吹响。

随 着 工 程 的 深
入推进，一些建设
难题开始浮现。园

博园所在区域此前分布着 30 多家铸造
厂、钢渣厂等小企业，还是多年的建筑
垃圾堆放地，地质复杂程度极大，项目
施工中困难重重。其中，核心文化游览
区的“山水邯郸”主场馆，地基基础复
杂，打桩困难，先后更换了三套方案仍
不见效，这一技术难题让施工一度停
滞。为克服这一难题，工程技术人员彻
夜不眠，不断研究新技术、新工艺，尝
试使用新材料和新设备来攻克难关，最
终，施工技术团队采用在桩头上加装空
压机等组合处理方式，一举解决施工难
题，施工得以顺利推进。

今年春节期间，200 余名工人坚守
施工一线，园博园各重要景观节点没有
停工。但疫情给园博园工程建设带来艰
巨挑战。

一方面要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园博园工程进度和质
量。为此，园区建设指挥部对施工现场
进行了封闭管理，对进场施工人员严格
筛查，建立日常健康监测台账，做好防
护消杀，制定疫情应急处置预案，成立
疫情工作突击队，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在保证安全前
提下，合理控制返岗员工数量，各缺口
工种从本地补充上岗，全力保障施工
进度。

今年 3 月，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
步稳定，园博园工程建设开始全面复工。

针对疫情导致施工力量不足的问
题，园区建设指挥部聚焦本地资源，提
前安排部署，积极协调，保证施工需
要。承建方之一的中建二局有60名绿化
熟练工无法返岗，园区建设指挥部紧急
协调了当地 150 名工人，在熟练工带领
下开展绿化工作。造林物资调运受阻，
指挥部帮助协调本地苗木企业，为运输
车辆办理通行证，保证绿植正常供应、
绿化工作顺利进行。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工程建
设，工人数量从二三百名到上千名，大
家在各自工位上争分夺秒地工作着，用
辛劳和汗水筑造着园博美景。

从严寒到酷暑，五彩斑斓的园博园
已从效果图上走下来，亭亭玉立般站在
你的面前。

（文/王翔、周金立 图/王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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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暨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开幕之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老工业基地及工业废渣上崛起，这里已褪去黑灰衣衫，悄然换上绿色灵动容颜。在这片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土地上，在殷切期待中，
园博园——从2018年到2020年，这个孕育了两年多的生态工程，已掀开神秘面纱，款款向我们走来，掬文化盛宴，带异彩纷呈。

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邯郸市人民政府承办。本届园林博览会暨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于9月16日在邯郸市开幕，持
续至11月28日。

本届园博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带您一睹“芳颜”。

AR 导览、无人车、AI 机器人等智能
设备在园区投入使用，还可以线上实现
AR 观赏识物、360°全景虚拟游、AR 自
助导航等功能。智慧园博，即将智慧文旅
结合 AI 科技进行融合升级，带给人们全
新的体验。

园博园坐落在邯郸市复兴区，总占地
面积 4242 亩，水系面积约 900 亩、绿化面
积约 3300 亩、建筑总面积约 5.5 万平方
米。规划建设核心文化游览区、生态湿地
保护区、生态修复实践区、地域特色展示
区、钢城农趣服务区、齐村民俗体验区和
涧沟农旅文化区等 7大功能区和 13个地
市园。

本届园博会以“生态、共享、创新、精
彩”为目标，包括 7大类、共 18项活动，内
容涵盖学术交流、园林展示、文化创意、商
业洽谈等多个方面。据悉，生态修复、文
化传承和智慧园博是本届园博会主打的
三大特色。生态修复，即通过生态涵养、
湿地保护，中水利用、土壤净化，水系疏
通、海绵修复，陡坡填土、营造台田等措施
对工业污染地区实施生态修复。文化传
承，即在场地中设计以工业文化为特色的

广场和工业遗址园，对工业遗迹进行保
留、改造与再利用，留好工业记忆；邯郸园
及文化主题园，着重展示邯郸民俗文化、
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

同时，将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

计大赛、风景园林学术交流、邯西生态区
全民健身活动、邯郸市第五届旅发大会、

“大爱园博”系列百姓共享园博等精彩活
动贯穿其中。另据了解，与园博会同步举
办的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

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共
同主办，以邯钢搬迁为契机，大赛邀请国
内外一流规划设计大师团队和一流高等
院校学生参与，对搬迁后的邯钢片区进行
规划设计，对城市小微空间开展设计，综
合研究“后工业时代”城市转型升级路径，
引领工业区遗址规划设计方向。

在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前提下，如
何保证园博会期间城市安全和群众、游
客健康是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此，
邯郸市委办公室三级调研员、省第四届
园林博览会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同强
介绍，为保证疫情防控安全，他们制定
了完善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包括严格
控制参会人数，采取线上线下办会相结合
的方式，以分组、分线、错时观摩的形式游
园，避免人员聚集；准备充足的疫情防控
物资、装备，组建应急保障队伍，保持 24
小时待命，确保第一时间开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确定4家三甲医院为市
级定点救治医院，设置急救绿色通道，
在主会场和入住宾馆设置多个医疗保障
小组，备好充足药品、物品，保障现场
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在园博园的西南方位，有一个叫做
“清渠如许”的景观节点，一层层形似梯田
的环形水塘逐级而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生
态水净化系统。

中建二局邯郸园博会项目党支部副
书记王耀介绍，通过将城市中水引向山
顶，利用区域高程落差进行层层净化，最
终达到景观水系使用标准，营造出错落有
致、层峦叠嶂的景观效果。目前“梯田”水
塘内种植了香蒲、鱼梭草、水生美人蕉等
水生植物。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清渠如
许”这处美丽景观，之前竟然是工业矿渣
和建筑垃圾堆叠而成的“渣山”“垃圾山”，
是园博园建设伊始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
区域。建设中通过采取生态修复策略，重
塑绿色环境，将矿渣进行填埋封存，部分
土壤进行置换，打造“梯田”景观，成为变

废为宝、生态利用的成功典范。
“清渠如许”景观的打造是此次园博

园建设“生态修复”理念的一个缩影。
本届园博会选址在邯郸市主城区西

部的复兴区。作为邯郸的传统工业区，复
兴区过去工矿企业林立，众多钢铁、焦化、
冶炼、铸造等企业在为地方贡献 GDP 的
同时，也造成了大气、河流、土壤污染等环
境问题。

近年来，邯郸市委、市政府围绕建设
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目标，认真践行生态
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发展，复兴区
内一批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污染产业被
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造林绿化、涵
养水源、土壤修复，使得区域生态环境日
益改善。

而园博会的召开，无疑是对当地环境

质量的一次集中检阅和有效促进。邯郸
市复兴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第四
届园林博览会筹委会办公室成员闫士剑
表示：“在全区转型突破、绿色发展的关键
节点，园博园的落户将发挥转型升级‘加
速器’的作用，可以补齐基础设施历史欠
账，促进西部生态修复，提升人居环境质
量，打造优质生态产品和旅游资源，实现
西部经济、环境双提升。”

针对环境现状，园博园设计建设团
队提出了四大生态修复策略。生态涵
养，湿地保护方面，在“芳草寻鹤”景
观节点，对原生态的湿地环境进行保
护，增加陂塘和树岛，营造生物栖息的
小环境。中水利用，土壤净化方面，将
渣土山打造为“清渠如许”山体景观，
并在山体上设置中水过滤系统，引城市
中水从峰顶经过层层净化，最终达到排

放标准，流入西湖湿地。水系疏通，海
绵修复方面，在“浮光揽月”景观节
点，打通干涸断流的沁河，使其焕发往
日风采。陡坡填土，营造台田方面，在

“青山画卷”景观节点，利用原有堆积的
矿渣进行部分换填，打造台田花海。

园博园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维护山
水格局，广泛应用新材料、新技术，融
入城市双修、海绵城市理念，倡导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打造
生态修复新样板。如今，122 公
顷的园博园核心区域，全部被水
系、绿地和园林景观所覆盖。
10 大景观节点和 13 个地市园
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
邯郸西湖之畔，铺就城园一体的
生态画卷。

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吉祥物分别

为“邯娃”和“郸妮”，其形象颜色以蓝色、绿

色和红色为主基调，其造型、头饰等融合了

赵文化、磁州窑等地域特色文化元素，突出

了“山水邯郸·绿色复兴”主题。

“邯娃”名字取自“邯郸”“邯”字，谐音同

“涵”，有“包容开放”之意。其形象主色调为

绿色，代表希望、自然、生机勃勃，表现了邯

郸作为国家园林城市、绿化模范城市、优秀

旅游城市等城市特点。

“郸妮”名字取自“邯郸”“郸”字，地名，

谐音同“丹”，具有美石之誉。“郸妮”设计以

象征温暖和宁静的蓝色为主色调，符合赵国

女子沉稳的气质特征，表达了园博会对来自

五洲四海宾客的欢迎之意，彰显出邯郸开

放、通达的人文情怀。

此外，吉祥物“邯娃”“郸妮”身穿赵国传

统服饰，看上去飘逸灵动，温婉动人，展现了

历史与现代，传承与创新，寓意着在包容中

促进和谐，在传承中推动发展的美好愿望。

省园博园省园博园（（邯郸邯郸））鸟瞰图鸟瞰图。。

山水邯郸主场馆远景山水邯郸主场馆远景。。

石家庄园一角石家庄园一角。。

邯郸园一角邯郸园一角。。

山水邯郸场馆内景图山水邯郸场馆内景图。。

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
吉祥物简介

1 一届精彩纷呈的园博盛会

2 一场翻天覆地的生态修复

3 一项与时间赛跑的精品工程

邯娃 郸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