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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相关链接：
向阳湖湿地东至京珠高速、南至向阳

湖路、西至三八河西堤、北至咸安区行政边
界，位于斧头湖的上游区，湿地公园总面积
5952公顷，其中湿地面积5064公顷，湿地率
为 85.08%。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更
是成千上万民众的生命摇篮。

2014年2月，向阳湖成功申报湖北省湿
地公园，2014 年底，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
（试点）。目前，正在打造国家级湿地公园。

热点聚焦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6日，记者在梓山湖滨湖村拍摄月季观光园画面。该
项目占地263亩，总投资5000万元，建有玫瑰观赏园、紫藤
观赏园、草坪休闲区、岩石花园、跌水观赏区、欧式婚庆
区，是一处集植物花卉观赏、休闲娱乐、旅游度假等为一

体的大型综合性生态观光园区。步入园内，这里植物多种
多样。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环境优美，处处呈现出一
道道别致的绿色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记者 袁灿 摄

绿色生态月季观光园

爱在花香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刘洁

2月4日，立春了。从这一天开始，蛰伏了一个冬季
的万物复苏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气里，碧桂园居委
会举办了一场亲子花艺活动，这是他们举办的第二场花
艺活动。

当日，走进碧桂园居委会三楼会议室，五彩缤纷的大
丽花、翠菊、乒乓菊、康乃馨等鲜花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的亲子插花活动请来的是妮卡生活美学馆的吴
淑娟老师。她一边给围桌而坐的十来名家长和孩子发花
泥、芭比娃娃、剪刀等材料和工具，一边介绍，今天，将要
用花束给洋娃娃做一条美美的花裙子。

“现在，我们用刀将花泥修成裙子的形状，腰部要修
得细一些。修好后再将娃娃插入花泥内。”吴淑娟一边示
范，一边讲解。同时，吴淑娟还跟大家简单讲述了插花艺
术的颜色搭配原则，讲解了每种鲜花的名称、寓意、搭配
知识、插花要诀等。

孩子们学得特别认真，瞬间化身为一个个小花艺
师。他们先把芭比娃娃固定好，在花泥上根据自己的构
思，分别插上了不同颜色的花朵。不少家长拿出手机拍
摄，记录下活动中孩子的成长。最后，每组家庭都完成了
自己的作品。孩子和家长们都骄傲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
作品。

活动结束后，4岁小朋友小花的妈妈说，孩子很爱动，
在家安安静静坐不到10分钟，今天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
时，并且自己把花插好了。那认真的样子，真是惹人爱。

6岁小朋友小玉的妈妈说，冬日的午后，与孩子和鲜
花相伴的时光，柔软，幸福。

吴淑娟说，孩子是依靠感觉来认识世界的，亲子插花
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眼睛看、小手摸、鼻子闻等方式
来感受花草。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自然的
机会，希望这次儿童亲子花艺课程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孩
子心中留下一抹绚丽的色彩，播撒下对美的向往，对花草
的热爱，以及对大自然的友善。

温泉碧桂园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活动增进了
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为迎接新年增添了仪式感；也增进
了邻里关系，社区居民通过这样的活动，也有了一个相互
认识、沟通交流的平台。

“这是一个爱在花香中绽放的活动，后期我们还会
继续开展花艺活动，希望更多业主参与。”该负责人表
示。

咸安区向阳湖镇

百名志愿者淦河边捡垃圾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吴紫芬、付涵报道：为

保护环境，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2月5日，咸安向
阳湖镇开展了“保卫淦河母亲 宣战白色垃圾”社会公益
活动。

当天，由向阳湖镇镇干部组成的志愿队，头戴小红
帽，来到位于宝塔村的淦河流域，撸起袖子，拿着钳子和
麻袋，行走在淦河边上，清理河边的垃圾。

该镇党委书记金其胜介绍，今年以来，为响应市里
提出的碧水保卫战“迎春行动”，全镇干部分批下村，进
行河流清洁行动。此次清理淦河河边垃圾的活动，有效
避免了垃圾入河。

“能为母亲河的干净整洁出一份力，大家都很开
心。”该镇干部余若愚介绍，希望更多人能养成“少扔垃
圾，随手清洁”的好习惯，积极践行低碳徒步、爱护环境
的生活方式，争做绿色发展正能量的一份子。

向阳湖湿地公园未来会是什么
样子呢？

据介绍，向阳湖湿地公园建设
期限为7年，即2014-2020年。分
三期进行建设，近期为2014-2015
年，中期为 2016-2018 年，远期为
2018-2020年。

湿地公园功能是通过保护、恢
复、科普宣教及合理利用等工程
建设，逐步将湿地公园打造成市
民休闲和珍稀野生动植物繁衍生
息的天堂。

从《湖北咸宁向阳湖国家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中，我们看到，向阳
湖国家湿地公园区划为湿地保育
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
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五个功能区：

生态保育区主要是保护湿地的
原生性，增加和恢复植被，改善水环
境和动物栖息环境。包括湿地水源
淦河及三八河，向阳湖主体水域、入
湖口的沼泽湿地及周边植被较好的
山地。

恢复重建区主要开展湿地植被
恢复、水体恢复、湿地科研监测等建
设。主要包括向阳湖养殖区、入湖
口被破坏的沼泽湿地、周边植被较
差的山地以及向阳湖奶牛场邻近向
阳湖区域。

宣教展示区是湿地公园开展普
及科学知识、宣传环保意识的主要
区域。

合理利用区是湿地公园开发利
用的主要区域，在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的前提下，依托湿地公园的自然
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自
然人文景观等，开展生态旅游观光、
生态体验、休闲娱乐以及其它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的旅游活动。

管理服务区既是湿地公园管理
和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开展湿地生
态旅游的游客集散中心。

“芦荡伴柳草萋萋，碧水连陂数十
里。”看着《规划》，一幅碧水蓝天、花香
遍野、鸟唱虫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用心呵护用心呵护““城市之肾城市之肾””
————探访向阳湖湿地公园探访向阳湖湿地公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马丽 通讯员通讯员 吴翔吴翔

冬天，草木凋零，却给了湿地另一种
美。第22个“世界湿地日”之际，我们走进
向阳湖湿地公园，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向阳湖湿地公园，植被丰富，湿地环境
好，每年冬天都有一批候鸟光临。他们在湖
中央的浅滩上，或栖息，或嬉闹，或飞旋上
空，美妙得让时间仿佛停留了。

湖岸边，随风摇荡的柳条和芦苇，仿佛
向众人展示最美的舞姿。风停时，整个湿地
一片宁静，安然。

……
湿地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说，湿地是

“城市之肾”，他们以保护和恢复为原则，用
心呵护这片湿地。未来，向阳湖湿地公园将
风光无限、魅力无穷。

当日，在湿地的堤岸上，向阳湖
湿地公园管理处湿地保护科科长黄
勇带着工作人员，沿岸安装护鸟警
示牌和湿地保护宣传牌。

黄勇介绍，湿地是独特的生态
系统，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
供粮食、肉类、鱼类、药材、能源以及
多种工业原料，而且还具有抵御洪
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降解污染、
调节气候等方面的巨大生态功能和
效益。湿地还是各类珍稀水禽和鱼
类的生存之地，是自然资源的“天然
物种库”。

向阳湖湿地公园以向阳湖奶牛
场和向阳湖为主体。这里资源丰
富 ，类 型 多 样 ，现 状 有 湿 地
5064hm2，湿地率为85.08%。湿地
公园内的湿地类型分为天然湿地
（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
人工湿地（库塘湿地和水产养殖场）
两大类型。

据最新种质资源调查统计，向
阳湖湿地公园有野生维管植物97
科，265属，380种。其中，属于国家
重点保护的有4种，分别是粗梗水
蕨、野大豆、莲和野菱，均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湿地公园共有野生动物 267

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2种，分别是东方白鹳、黑鹳；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种。

自2016年来到向阳湖湿地公园
管理处后，不论刮风下雨，黄勇几乎
每天都要到湖边转一转。湿地的每
一种生物，每一处风景，他都铭记在
心。

“向阳湖湿地环境得天独厚，是
大自然赐予咸宁人民的一块福地，
我们要好好珍惜爱护。”黄勇说。

“快看，东方白鹳飞起来了。”顺
着黄勇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们看到，
前一刻还停歇在浅滩的白鹳们，扇动
着翅膀，在空中盘旋，像是在做游戏，
又像是睡醒了或者吃饱后舒展舒展
筋骨。

“为全方位保护近9万亩湿地公
园，我们已投入100余万元安装监控
系统。”湿地公园管理处相关人士介
绍，目前已建有远程视频一套，配备
巡护终端铁塔2个（共规划5个），对
向阳湖湿地公园实行全方位监测。

2016年底，该区拆除斧头湖和
西凉湖的围网养殖后，两湖水质和
水生态明显变好，打鸟的人明显少

了，湿地里的鸟类和鱼类也多了起
来。

据悉，2014年底，向阳湖湿地公
园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
2019年将迎来国家复检验收。为
此，湿地公园一班子人一边外出学
习借鉴经验，一边摸着石头探新路。

今年4月，湿地公园有关人员先
后到刚被国家验收的崇阳青山湿地
公园、通城大溪湿地公园学习取经。

这两个湿地公园分属库区湿地
公园和山区湿地公园，而向阳湖湿
地公园是山区、库区、湖区沼泽三种
综合湿地，情况更复杂，国家验收的
难度也可能会增加。

为此，他们创新举措，让湿地公
园美起来、亮起来。

2017年，管理处在官埠桥镇窑
嘴村征地20亩，新建2996平方米的
湿地科普宣教中心及相关配套设
施，目前，“三通一平”工程已动工，
主体工程近期挂网招标。投入17万
元，在向阳大道路口完成向阳湖湿
地公园西入口标志性建筑。竖立湿
地宣传牌23块，形成一条集绿化观
光与宣教生态走廊。

管理处还结合河长制开展“清
河行动”，清除外来物种水葫芦3000
余亩，清除河湖岸线废弃物20余吨；
开展了湿地河岸线绿化修复项目。

通山县洪港镇

千余盏节能灯照亮百姓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王奇志、蔡丰绩报道：“以

前一到晚上黑漆漆的，不敢出门，现在有了路灯，每天
晚上都是亮堂堂的，做事也方便。”2月1日，谈及新装
的太阳能路灯，居住在通山县洪港镇杨林村村民王定
益喜上眉梢。

洪港镇杨林村既是山区村又是库区村，原来农民一
到晚上黑漆漆的，群众出门很不方便，该县扶贫办为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推进新老镇区融合发展，完成
道路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去年春，该村上报县扶贫办，
申请扶贫安装路灯。县扶贫办多次现场调查，利用后扶
项目资金，拨出后扶项目专款为该村新装路灯90盏，使
该村路灯组湾全覆盖。

据了解，该乡16个村借用移民后扶项目资金近130
万元，驻村单位捐助及群众自筹资金220万元，安装路灯
1760盏，照亮了群众新生活。

维管植物380种，野生动物267种——

湿地环境得天独厚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丰富生物多样性——

湿地公园更美更亮

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适度开发自然资源——

湿地风光魅力无限

我市新增两家省级绿色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陈藯报道：日前，在湖北省环保厅、

省精神文明办、省住建厅公布的湖北省第七批省级绿色
社区中。我市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希望桥社区和双鹤
桥社区名列其中。

绿色社区创建旨在加强社区环境管理，推进公众参
与环保，倡导低碳生活，践行绿色理念，弘扬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家园。

绿色社区创建分为市级和省级，目前我市已命名表
彰15个市级绿色社区，12个省级绿色社区。省级绿色
社区经过居民入住率、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满意度调
查、社区环境、排污管网建设等十九项考核，经专家评审，
全省 23个社区获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