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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重游，往往令人触景生情。去年 3月
24日的午后，在福州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位于鼓楼区的福山郊野公园，登上观景平
台，近处的左海公园、远处的鼓山美景尽收
眼底。他留下的一句句话语、一声声嘱托，情
深意切。

“福州是有福之州，生态条件得天独厚。”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我在福州工作了六七年，37岁到这里，

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里度过。”
“希望继续把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

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穿过烟云，回望历史。上世纪 90 年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亲自推动了西
湖综合整治、内河污染治理等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创造出美丽宜居的城市环境，擘画出
山水城市、海滨城市建设的美好蓝图。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福州牢记嘱托，砥
砺奋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接力推进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如今，全市建
成了近 1500 座公园，治理了 156 条城区内
河，布局了绵延 600多公里的绿道，提升了闽
江、乌龙江“两江四岸”品质，让老百姓“推窗
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荫”，把生态福利送
到了市民群众的家门口。

建好城市公园，实现
人居环境大跃升

“即使是从苏州来的朋友，见惯了园林
美景，我仍然要带他们到福山郊野公园走一
走。他们看了之后说，果然很好，不是空有虚
名！”说这话的，是头发灰白的 73岁马拉松爱
好者王喜春。他家住在几公里外，每周 2次来
福山郊野公园跑步，原因有好几项。

“山地公园，在森林中跑步，提高免疫力
的效果更好；坡度和缓，平均在 8 度左右，没
有陡峭路段；既有上坡又有下坡，让人得到
充分锻炼……”王喜春说，许多马拉松爱好
者爱来福山郊野公园，还在这里举行过“半
马交流赛”。

能在福山郊野公园找到快乐的，远不止
马拉松爱好者。胡冰女士应女儿要求，开车载
着六年级的女儿和 2 个同学来到公园，让孩
子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已经退休的市
民李芳女士，和 7 位朋友一起来到公园里的
大众茶馆聚会，把欢声笑语拍成视频发给远
在国外的儿子，让他放心……“这里有 15 张
桌子，经常出现爆满、等座的情况。”福山郊野
公园一家大众茶馆的工作人员说。

“州西北，有福山”，这句让福州城因此
得名的记载，也是福山郊野公园的命名来
源。谁能想到，这座地处城市西北角的生态
公园，以前是十足的荒山野岭。

福州城区，有 58 座山体，仅福山郊野公
园就串起了大腹山、科蹄山、五凤山三座山
体。过去这些近在眼前的山林无法亲近，市
民要爬山登高还得到郊外去。何时能登上家
门口的山林？市民期待已久。

变废为宝，把荒山变成公园！2016 年以
来，鼓楼区先后启动福山郊野公园一期、二期
工程建设，用生态环保的施工方式，在山林中
增添了总长度 20公里的森林绿道，打造梯田
花海、桃花源等 24 个景观节点，形成了福榕
园、祈福台、福字坪等“福文化”主题特色，让
荒山野岭完全变成了市民身边的生态福利。
目前，福山郊野公园已升级为 3A 级旅游景
区，每年入园的市民游客达500万人次以上。

去年 3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福山郊野公园考察，他乘坐电瓶车实地了解
郊野福道风貌，听取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建设、
城市水系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习近平指出，建
设好管理好一座城市，要把菜篮子、人居环

境、城市空间等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切实抓好。
殷殷嘱托，照亮漫漫前路。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福山郊野公园加快建设“升
级版”。

“去年以来，我们以智慧化、便民化为目
标，不断升级公园配套设施。”福山郊野公园
服务中心主任李滨介绍，在智慧化方面，设
置了 20 个智能打卡桩、26 张智能座椅，记录
市民游客的绿色能量，可兑换礼品；在便民
化方面，公园开设了 5家大众茶馆，以亲民价
格提供休闲茶饮和福州小吃，新增的观光车
运营线路，给大家提供了“乘车逛山地公园”
的便利。下一步，福山郊野公园还将启动三
期工程建设，让游客可以走绿道、看江景，享
受更美好的山林野趣。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愈加深入人心，生态福利日渐成为新型
公共福利。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福利的向
往，以福山郊野公园为代表，福州不断加快城
市公园建设步伐，推动人居环境持续跃升。

在市区中心，西湖公园、晋安湖公园、
飞凤山公园迎来数不清的市民游客；在江
边、在山下，旗山湖公园、三江口公园等大
型公园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在内河两
岸 ，一 个 个 串 珠 公 园 与 潺 潺 流 水 相 映 成
趣 ；在 街 头 巷 尾 ，一 个 个“ 口 袋 公 园 ”处 处
见 绿 ……2021 年 ，福 州 增 加 超 过 200 座 大
小公园。目前，全市公园总数近 1500 座，成
为 国 内 闻 名 的“ 千 园 之 城 ”，并 入 选“ 全 国
十大大美之城”。

提升“两江四岸”，打造
省会城市会客厅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
有说……”6 月 15 日下午，在温情动听的《祝
你一路顺风》音乐旋律中，刚刚建成的“闽江
之心”青年广场举办了首场活动——福州外
国语学校 2022届高三成人仪式暨毕业典礼。
参加完高考的高三学子们，从这里奔向自己
的青春时代。

成人礼，是福州外国语学校这所百年老
校的“传统”。“每年我们都会给学校 18 岁的
高三学子举办成人礼，今年第一次把孩子们
带到校外，在这个非常美丽的福州新地标，
迎来他们的新起点！”福州外国语学校团委
书记黄瑶感叹说，“场地特别开阔，场面特别
盛大，给同学们留下深刻记忆！”

学子们走出校园办成人礼的机会，源自
福州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力拓
展城市公共空间的不懈努力。

去年3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山
郊野公园和福州市民亲切交流时表示，在这里
工作的时候，就设想把福州建成海滨城市、山
水城市。他说：“希望继续把这座海滨城市、山
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如何把城市山水资源变成老百姓的生态
福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福州紧紧
依托山水、滨海资源禀赋，着力实施闽江、乌
龙江“两江四岸”品质提升工程，为人民群众

“描绘”一幅更加美丽动人的“山水画”。
在福州市区，闽江、乌龙江穿城而过。与

国内较知名的珠江、钱塘江等穿越城市的大
江相比，福州“两江”生态条件更加优越，山
岸比例、森林覆盖率最高，江水含沙量最少，
优良水质比例最高。此外，闽江沿线共有 3处
国家级传统村落、5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10 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

不过，与上海黄浦江两岸、杭州“三江两
岸”等著名城市景观相比，福州的“两江四
岸”仍有不少亟待提升的地方。比如，闽江沿
线已建住宅占比相对较多，公共空间品质有

待提升，绿化层次不够丰富。概括言之，
“两江四岸”还没能成为令人骄傲的城市
空间。

去年以来，福州大力推进“两江四
岸”品质提升工程，全力打造沿江景
观带。最大面积的滨河沙滩、最大的
户外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去年
10 月，作为“两江四岸”品质提升工
程的代表作，三江口生态公园建成
开放。这座公园总绿地面积达 1893
亩，不仅配套建设了儿童乐园、篮
球场、足球场等设施，还创下
了多项“福州之最”。

夏至时节，作为“两江四岸”
品质提升工程核心段的“闽江之
心”，吸引了越来越多“打卡”的
市民游客。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
城乡建总该项目负责人李翔介
绍，“闽江之心”位于三县洲大桥与
闽江大桥之间，总长度约 4.1 公里，
以“城市会客厅·最美水岸”为目标
定位，包括滨江步行街、青年广场、青
年桥、闽江文化展示馆等景点与配套，
特别是市中心最大的开阔绿坡非常吸引
眼球，让“闽江之心”成为城市新地标、商业
新高地、市民好去处。

把最美的江景留给市民，让最好的山水
成为公共福利。沿着闽江一路奔向大海，通
过水体治理、岸线整治、公园提升、山体修复
等“大手笔”改造提升，140 公里的江岸线处
处都有美丽蝶变。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全国 8个美丽海湾优
秀案例（推荐名单）的海湾，在拥有 35公里滨
海岸线、25公里长延绵沙滩的福州滨海新城
岸段，同样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幸福感。自由嬉
戏的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亚成鸟……走
进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环
境，为市民游客提供了秀美的观鸟胜地。

接力拼搏奋斗，生态
福利送到家门口

“福州，有福之州啊！七溜八溜不离虎纠
（意：福州）！”

“现在全国都在抓生态文明建设，福州
一年四季常绿。生态就是一个最好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 3 月在福州考察时，
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饱含深情，对这里的自然
条件赞不绝口，对这里的生态资源如数家
珍。这份深切情感的源头，是他在“一生中最
好的年华”，亲自推动福州内河整治等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践。

1990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带
领着市直机关干部等 8000 多人奔赴西湖公
园，开展义务劳动，扩建西湖。他还大力推进
内河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
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十六字内河治
理原则。

治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跑”。历
届福州市委、市政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治理方向，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接力奋斗。

2011 年，福州市通过截污、清淤、驳岸整
修、景观建设等手段，完成 32 条内河阶段性
整治，荣获 2012 年度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不过，水系丰富的福州城，拥有多达 156条内
河，绵延蜿蜒 274公里，许多市民出门即见内
河。一些污染严重的地方，臭烘烘的河水让
市民只能掩鼻而过。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治水攻坚，福州一
往无前。

2016 年以来，在梳理出 800 多个问题清
单的基础上，福州将主城区 92 条主干河道

（含 44 条黑臭水体）按流域“打包”，分为 7 个
水系治理项目包向全国“招贤”，开始多管齐

下治理——河道
整治、源头治理、内涝
治理、生态引水。2017年底，44
条黑臭水体告别黑臭；2018年，福州被评为
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治水没有终点站，永远奋斗在路上。
2020 年 12 月，福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

定，把每月 14 日作为“河长日”，开展集中巡
河护河，守护治理成果。今年 4 月，福州启动

“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作为“河长日”
的延伸，大力提升全市河湖水系治理水平。

白天福船悠悠、夜晚如梦如幻，“老福州”
吴如玲的手机相册里，收藏了白马河的许多美
图。在白马河畔住了近50年的她，见证了这条
水系的美丽蝶变：“这些年来，我亲身体会了白
马河环境越来越好，满心满眼都是幸福！”

这样的绿色幸福感、生态好福利，正在接
连不断送到福州市民的家门口。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福州正在全力打造生态
休闲空间，实实在在地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上世纪 90年代，习近平在福州大力推进
“绿化福州”，倡导“见缝插绿”和“成片种树”
相结合。多年来，福州牢记“让榕树造福榕
城”和“福州要多植榕树”等一系列殷切嘱
托，接力开展绿化行动，形成了“城在林中、
人在绿中”的优质生态环境。2017 年、2018
年，福州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森
林旅游示范市”称号。

“来福州，走福道，沾福气”，目前，福州
拥有山地步道总长 131 公里，滨水绿道总长
501.7 公里，一条条休闲慢行系统融进了城
市肌理，串起了绿色生活。福道不仅先后揽
获“国际建筑奖”“新加坡总统设计奖”“人类
城市设计奖”等国内外大奖，而且成为老百
姓家门口的幸福之道。

天气晴好的傍晚，市民林思远一家又集体
开始了饭后运动：父子俩沿着福道慢跑，妻子和
朋友在内河边散步，之后结伴回家，其乐融融。

“有碧水，有绿植，这样的惬意生活，舒缓了一天
的疲劳。生活在福州，真是有福气！”林思远说。

今日生态福利让人喜，未来人居环境更
可期。

有福之州有福之州 生态送福生态送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卞军凯卞军凯

■记者手记
抬头是蓝天白云，漫步在青青

绿茵，逛山林步道听鸟鸣声声，看壮
观江景赏长天一色……长期生活在
福州的人们，已经对这些生态福利
习以为常。处处可见的生态幸福感，
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

上世纪 90 年代，在城市快速发
展、人口不断集聚城区、配套设施难
以承载的历史背景下，福州也难以避
免地出现了垃圾、污水等环境污染问
题。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亲自推动下，福州开启了内河治
理的征程，规划建设了第一个城市
污水处理厂，率先布局了红庙岭垃
圾处理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足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不懈努
力，这才有了“全国十大大美之城”
的赞誉，有了水清、河畅、景美的幸
福。寻根溯源，关键在于对习近平总
书记擘画的城市建设宏伟蓝图的矢
志遵循和长期接力。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创
新，才能让城市生态环境更加美好。
把“州西北”的荒山野岭变成山地公
园，把城市中心的黄金宝地变成晋
安湖公园，把闽江一线江景变成公
共活动空间，正是有了这些在宏伟
蓝图基础上精心描绘的“工笔画”，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生
态、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考
察时评价说：“当时给福州的定位是建设海滨城市、山水
城市。现在的建设都符合这个方向，跟我们当时设想是一
致的，而且发展得比我们设想还要好。”

迈步新时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让有福之州
更好造福于民”方向，聚焦“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目
标，福州大力提升闽江、乌龙江“两江四岸”品质，深入落
实“河长制”，积极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踏上了生
态宜居环境建设的新跑道。今后，激活城市的生态竞争力
将成为重点目标。

一方面，福州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空气质量连
续 7 年位居省会城市前三位，城市绿化率、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等指标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内河整治被评为全国
示范，“生态条件得天独厚”。

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开发、转化、利用方面，福州与
先进城市还有差距。在权威机构发布的《2021中国城市生
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指数报告》中，选取了将生态环境
成功转化为营商环境的优秀城市，福州没有进入排名前
十位，还需要向广州、成都、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看齐。

差距就是目标，资源可变动力。当前，福州已经开始
了追赶之路。比如，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的城市——近期，
在福州举办的海创会、渔博会等大型展会，均通过“碳中
和”实现“零碳”会议目标。日前，连江县举办的县级会议，
在全国率先使用海洋碳汇实现“碳中和”。此外，福州还建
设了全省首个“零碳工厂”、全国首个“零碳产业园区”。低
碳，让生态底色愈加闪亮。

生态环境既是居住条件，也是营商环境。一个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城市，必将增添生态竞争力，提升投
资吸引力，给予各类人才更强归属感。厚植生态优势，激
活绿色动能，福气满满的有福之州，距离宜居宜业宜商宜
游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将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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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晋安河上，游客乘坐游船赏两岸风光。

⑤ 福山郊野公园彩虹步道

④ 市民在郊野公园健步走。

①① ②②

③③④④

⑤⑤

② 闽江两岸 3D 灯光秀

① 市民在绿树成荫的左海公园内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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