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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一
行来到三一重工的德国工厂参观考察，从厂门
到厂区，一排排“蓝眼睛、金头发”洋人夹道欢
迎。 三一董事长梁稳根一挥手，大声宣布：“我
们的省长来了，大家放一天假！ ”

一个场景，一声命令，陪同省长的考察者
只觉得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这是中国人的荣耀，这是湖南人的自豪。
两年前， 三一集团以一亿欧元投资之巨，

在世界制造业王国的德国建厂，作为欧洲最大
的引资项目。 德国总理出席签约仪式。 三一德
国工厂所在州的州长自豪地说：“因为三一，我
们成了欧洲的聚焦点；也因为三一，我们在欧
洲的媒体中频繁出镜！ ”

两年后， 三一再出新招， 以 3.24 亿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 26.54 亿元）并购“大象”。 有着
“大象” 之称的德国混凝土机械巨头普茨迈斯
特， 是全球最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之一，其
生产的“大象”牌混凝土泵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
就开始畅销全球。 而 1994 年正式进军重工行
业后起之秀的三一重工有“中国龙”之誉。

在今年 1 月 31 日举行的并购“大象”的新
闻发布会上， 三一总裁向文波诙谐幽默地说：
“18 年前，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时，‘大象’就是
第一了，我们对它是长达 18 年的倾心相恋。 ”

中国“龙”并购德国“大象”，又一次轰动世
界。 在世界制造王国当老板、当“老大”，这，就是

湖南人挺进世界的风采！
在长沙经开区，走出国门办厂的企业就有

一大批！
长沙，作为内陆城市，连绵的山峦，像城墙

围绕， 发端于西南山脉、856 公里长的湘江又
环山峦起伏的三湘流淌，无直达江海的通道！

然而，就是内陆之省的湖南，中国第一个
站出来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是三湘
赤子，魏源以《海国图志》为高倍望远镜扫视西
方，号召国人学习西方；

中国第一个提议派留学生去西方研读的
也是湖南人；

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是湖南人！
内陆之地， 从来不乏冲出国门的勇士，湘

江，从没停止对大海的渴望。
自改革大潮在长沙涌动，开放大旗就高扬

在长沙的上空。
今天，当长沙市决策者响亮地喊出建国际

城市，长沙就众志成城 ，开启 “雄关漫道真如
铁”的国际化之旅！

有“阳光之洲”美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的加州大学圣何塞分校，近年来，每年都有一
批来自长沙的党政干部在这里研读，已连续多
年，从不间断；

花园之国的新加坡，成为芙蓉区社区人员
的培训之国。 在中国行政级别中，没有排号的
社区书记、主任们，今天一批批昂首挺胸走出
国门，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深造；

星沙，为长沙县的首邑。 仅仅为镇的星沙，
每块路牌都有三种文字：中文、英文和韩文；

长沙经开区， 只是全国 50 个国家级开发
区之一。 然而，这个不到 40 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创办了中加国际学校，创建了国际社区，还在
筹办海关、商检局！在黄花国际机场，经开区还
别出心裁以“警民共建”方式，架起安检“绿色
通道”！

一叶知秋， 无需陈述
长沙引资的数字， 也无需
排列长沙外向型经济的比
重，笔者信手拈来几个片段，长沙开放之象略
见一斑！

是的，睡狮又醒，沉舟已起。 挺进，跃出湘
江是大海！

当长沙城市的定位， 为国际文化名城
时，当长沙前行的彼岸，直指世界城市之林
时，它的航程，它的航速，是一次前所未有
的创新，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更移！

2400 年的古城，进行一次脱胎换骨、浴
火重生，它需要基因再造，它也需要扩体强
身！

在 21 世纪以来那一波又一波的城市
化浪潮中，长沙踏浪前行，干了旧三年，再
干新三年，城市创出昔日光鲜，又创今日辉
煌。

然而， 城市化浪潮在古城无论如何汹
涌，无论怎样激荡，就是不过河，仅限于河
东并不宽敞的舞台。

城池向东不向西， 似乎已成亘古不变
的定律！

然而，千古不变的定律，凭借一次机缘
的来临，被长沙今日决策者突破！

2007 年 12 月 17 日， 长沙市委常委会
召开 ， 专题研究长沙 “两型社会 ” 先导
区———长沙新区建设。

三天前，国家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
“两型社会”试验区。 蓄积在长沙决策者心中
的“扩城”激情，如开闸的洪水，奔涌而泻。

当代经济的竞争， 就是城市之间的竞
争，城市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竞争
力的强弱。 城市， 是产生经济增长极的容
器，做大容器，才能储藏能量，产生增长极！
做大城市， 是长沙， 也是湖南人梦寐以求
的。 早在上世纪中期，湖南人就提出建“毛
泽东之城”，80 年代初， 又提出长株潭城市

一体化蓝图。
一次次放飞梦想，一次次等待良机，终

于，等来了长株潭城区群“两型社会”“试验
田”。

机缘突然降临，长沙扬鞭跃马出阵，仅
仅三天，建设进入议事日程。

摆上长沙市委常委圆桌会上的新区规
划多大？ 选址何方？ 这，决定长沙乃至湖南
的前途与命运， 也检验着长沙决策者的胆
识与气魄！

几番热议，几经磋商，新区落子河西。
规划出炉：新区规划为 1200 公里，起步区
面积 570 平方公里，它在岳麓山下、湘江西
岸开建。 这个定位于“两型社会”示范区、高
新产业集聚区、城乡统筹样板区、生态宜居
新城区的新区，要求到 2020 年，实现建成
区面积 200 平方公里 ， 常住人口 150 万 ，
GDP3000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300 亿元。它
取名为大河西先导区。

大河西先导区规划一出，满城热议！
悠悠古城长沙， 至今 2400 年历史，才

长成区区 180 平方公里， 而今短短 12 年，
要再造 200 平方公里新城， 此举是否异想
天开！

建成重人气财气、繁华富裕的河东，房
价、地价大大高过河西，贫瘠荒芜的河西，
一穷二白无所依托，在荒原上造城，是否风
险太大，易遭“滑铁卢”？

向风险而行，逆常规而动，方显英雄气
概！

曾经，因地缘所制，与城市群崛起机遇

一次次失之交臂的长沙， 在机遇再次降临
时，他们聚光的是浦东，是滨海，追赶的也是
浦东、滨海，如同一只时刻与鹰为伍的小鸟！

据说，19 世纪末的浦东，在人们的镜头
中，留下的仅只一棵树！

18 年前，它虽与上海的繁荣一江之隔，
却是荒烟蔓草，农田遍布。 作为开发区，比
深圳晚了 10 年！

短短 18 年，它从大上海的“后卫”一跃
为“前锋”，成为一个 300 万人、570 平方公
里、ＧＤＰ 跨上 4000 亿元的新城！

滨海新区， 曾经是天津埠外一片盐碱
荒滩，1993 年天津市开始在此建新区。仅仅
10 余年，城市人口从区区几千人 ，到 2008
年的 202.88 万人， 年创 ＧＤＰ4000 亿元，为

天津的半壁江山！
有梦，才有飞翔的翅膀；与鹰为伍，才

能鹏程万里！
中部崛起，需要大城市的支撑；湖南的

振兴，需要长株潭城市群的扩张；长沙的发
展，更需要河西的壮大！

长沙新城落子河西，“西文东市” 定格
突破！

河东，长期承载长沙城市发展，中心区
48.19%的土地面积集中了 72%的人口和
74%的就业岗位，交通超载，空间逼窄。不堪
重负的河东难舒广袖演大戏！

而经济薄弱的河西，高院、科研院所密
集，还有岳麓山雄踞，橘子洲静卧，生态环
境好，拓展腹地大，好绘新篇！

大河西先导区的宏伟蓝图， 是长沙决
策者高瞻远瞩的战略之举，她彰显了 21 世
纪奋力追赶的三湘儿女的鸿鹄之志！

跨江，拓出一个新时空；跨江，造就一
片艳阳天！

以梦为翼，跨江的城市化浪潮，摧枯拉
朽、奔腾向西！

大河西先导区改写长沙城市发展史。
2008 年 6 月 22 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在高开区的一个临时办公楼挂牌， 没有仪
式，没有喧嚣，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出
奇制胜的创新，只有超常规的速度。 先导区
机构实行大部制， 政府 18 个部门的职能浓
缩为 4 个，定编 50 人，小马拉着大车，蚂蚁

顶起磨盘，“精兵简政”之至，全国绝无仅有！
授予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授权先导区

管委会使用 11 个市直部门的 “2 号公章”，
直接实施这些部门的行政许可。

审批流程再造， 行政许可项目由原来
的 45 项减少到 35 项，项目审批时限由 220
天缩短为 42 天！

短短三年多，大河西先导区建起 90 余
条近 300 公里的城市道路， 构筑了六纵八
横的 380 平方公里的新区交通骨架， 形成
了 100 平方公里、150 万人的新区雏形。 去
年，先导区 GDP 达 1512 亿元，财政收入达
245 亿元，增幅达 62%，为河东的 2 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导区，让河西的
宁乡、望城区、岳麓区乘顺风船，走上发展
的快车道。 宁乡，曾是长沙经济贫困县，几
年前，还因捉襟见肘的财政，长期拖欠教师
工资。 就在长沙新区入主河西、城市跨江发
展后，宁乡县主动对接先导区，承接新城区
辐射。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在全国县域经
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5 年跃升 96 位，平均
每年超越 19.2 个县！

2008 年， 宁乡首次跨入全国百强县；
2010 年，位居 68 位。 2011 年，宁乡财政收
入增幅高达 56%！

已华丽转身的长沙第六区望城， 两年
前，在划走 5 个经济强镇的变数下，当年财
政收入还增幅达 50%！ 去年跃居全省“经济
十强”的“老二”！

交通，城市的经络血脉。 经舒络活，血畅脉
通，城市的机体才能健康。

而今天，随着城市的繁华与发展，交通的
梗阻日益凸现， 交通的不畅成为城市之病，它
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折损人们幸福指数。

为广大市民建设畅通工程，一直是摆在长沙
市委、市政府案头的工作重点。然而，修路的速度
赶不上机动车增加的速度，长沙的机动车平均每
日增加数百辆。 2008 年， 长沙机动车保有量 60
万辆；2009 年， 飞速增加至 75 万辆；2010 年，突
破 100 万辆，从此，增幅扶摇直上……

为治行路难，长沙在城市主干道上拆卡疏
堵，优化交通方案，提高通行率……

然而，要绘交通畅行春天，还得再造交通
优势。

2009 年 12 月 26 日，长沙交通史上一个载
入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长沙地铁 1 号线正式
开工建设 ；这一天 ，长沙交通大动脉的 “金十
字”开始构筑；这一天，长沙向交通畅行的春天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6 年 8 月，《长沙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出台，2009 年 1 月，《规划》经国务院
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一个让市民心潮澎湃
的信息瞬间传遍大街小巷：长沙，终于要修地
铁了！

长沙市政府投资 221 亿元，开始向大地深
处要发展空间，地铁能与地面交通实现无缝对
接零换乘，承担 15%的交通压力。

2009 年 9 月 28 日， 在市民的翘首等待
中，地铁 2 号线开工建设，拉开长沙迈向地铁
时代的大幕。

地铁 2 号线纵穿东西，设 19 个地下站点，
串联起汽车西站、 长沙火车站、 武广长沙站 3
大客运枢纽和五一广场、芙蓉广场、袁家岭等 4
大客流集散中心。 工程投资 119 亿元，2013 年
建成。

12 月 26 日，地铁 1 号线又扬鞭上马，全长
23.5 公里、投资 129 亿元的 1 号线，横贯南北，
北起汽车北站，南至万家丽站。 1 号线与 2 号线
在五一广场站交会换乘 ，形成 “金十字 ”型路
网。

半年前的 6 月 30 日，投资 223 亿元的长株

潭城际铁路在中信广场动工， 地铁 1 号线与
城际铁路在此接驳， 同在 2014 年双双运营通
车。

继地铁 1、2 号线先后动工，3、4、5 号线也
将登场亮相。 届时，长沙将有 5 条地铁，加上长
株潭地铁，6 条城际轨道线以“米”字型构筑长
株潭快速交通圈。

与此同时，湘江首条过江隧道营盘路湘江
隧道开工建设。 2010 年 9 月 27 日，福元路湘江
大桥、湘府路湘江大桥、南湖路湘江隧道同时
开工。 到 2013 年，两桥两隧全部建成，三环内
过江通道将从目前的 6 条变成 10 条。 届时，二
环内，几乎每隔 3 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隧道。 长
沙步入过江交通加速时代。

还有，万家丽路纵贯城东，金星路直达望
城，年嘉湖隧道改写营盘路断头路历史，车站
北路跨过浏阳河，芙蓉北路拓宽变靓延伸至沙
河……长沙的“市内结网、市外成环”的现代化
交通网络骨架形成。

更有武广高铁的建成通车，城市东边呼啸
而过的和谐号动车已把位于中部的长沙带进
一个崭新时代———高铁时代。 沪昆高速加快建
设，城际铁路的全线开工，南北货运新站正式
营运，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围堰即将蓄水，霞凝
千吨级港运码头投入使用，黄花机场改扩提质
……从“十一五”开始，长沙数千亿元的交通设

施投入，打造高铁枢纽中心、国际航空中心、水
陆联运中心，建设地上与地下、高铁与城铁、公
路与铁路、空港与新港协调配套的主体综合交
通体系，区域性综合交通地位正日益凸现。

2011 年 9 月 30 日， 湘江首条过江隧道通
车。 当这条全长 3 公里的地下“长龙”静卧江
底，鱼贯而入的车辆一马平川，呼啸而来，奔驰
而去，全程仅需 3 至 5 分钟，不再因堵在江上
大桥的车辆而束手无策， 不再为过江而纠结。
地下“长龙”，将割裂的河东河西连为一体，长

沙人，真正品味“一江两岸”生活的诗意。
当另一条过江隧道———南湖路湘江隧道

竣工通车，当 10 条过江通道全线竣工，湘江两
岸“牛郎织女”的“鹊桥会”不再苦涩。

交通，让天堑变通途，长沙城市进入跨江
发展新时代。

当高铁、地铁对接，当空港、新港牵手，加
上公路、铁路的相拥，长沙城市脊梁挺起，骨架
伸展，经络舒畅，血脉畅通，一个生机勃勃的新
城在中部的版图上崛起！

2011 年 6 月 25 日， 一场中国建筑界的盛
会在星城启幕———5 位当今世界顶级国际建筑
大师齐聚长沙。 为了梅溪湖，大师们从五湖四
海而来。

作为长沙大河西先导区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位于岳麓山下的梅溪湖片区规划面积 14.8
平方公里，拟建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商务中心、
国际居住中心， 也是长沙河西新城的城市中
心。

早在 2008 年 10 月，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建设
大幕就已开启，而今，基础设施建设已告捷，生态
修复已完工，美国盖尔公司牵头设计的梅溪湖规
划蓝图两年前就已出笼，那幅现代版的“清明上
河图”曾经惊诧星城。

然而，对于这个“艺术杰作”，长沙市表现
出高度的耐心与谨慎。

今天，为了雕出这个建筑精品，一场国际
建筑大师充满激情的“对话”，在长沙上演。

5 家世界顶尖建筑事务所的首席设计师中，
其中 3 位是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获
得者。迄今，国内还没哪个城市、哪个项目的建设
能同时吸引如此多的国际大师同台比武。

梅溪湖国际服务区的灵魂———文化艺术

中心，作为承接国际交流的平台，弥补长沙文化
艺术设施的短腿。 5 位国际建筑大师将亲手催
生这一建筑新品。

一年前， 应邀而来的汉斯·霍莱因建筑事
务所、阿克雅建筑事务所、保罗·安德鲁建筑事
务所等 5 家国际顶尖建筑事务所的代表们，伫
立在还如一页白纸的梅溪湖畔，遐想万千。他们
用睿智的眼光，挖掘这片土地的巨大潜力。

一年后的今天， 他们带着凝聚心血与智慧
的作品重回重梅溪湖参加述标。一时间，创意与

智慧在这里碰撞，艺术与实用在这里交织。 才
华横溢的大师们争相向世人展示他们心目中的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浪漫的意大利专家马可·卡萨蒙找到了联
系过去与未来的一座桥梁--湖湘文化。他以马
王堆厚重感与锦纹飘逸感并存的艺术中心，亲
水而建的主体建筑，双重街道，陶瓷幕墙，亮点
纷呈；

一只蝴蝶翩然而来，在水边小憩，翅膀轻扇
……以先锋意识闻名于建筑界的沃尔夫·德·普

瑞克斯一开口， 便用诗意的方式呈现他的创
意———借梅溪湖的水面，在湖畔设计一座如振
翅蝴蝶的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这只蝴蝶用长达
数百米的翅膀状顶棚，将商业中心、艺术中心、
报告厅收纳翼下；

在成功设计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中国国
家大剧院、上海国际机场等杰作后，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又成为法国建筑大师、73 岁的保
罗·安德鲁在中国的第 4 份“成绩单”。他让艺术
中心从水面上优雅浮起的岛屿式创意，就像蔚
蓝湖水中一叶风帆，令人过目难忘；

77 岁高龄的汉斯·霍莱因， 用棱角多变的
山峦表现商业区，用形状各异的盒子表现大剧
院，艺术馆的创意令全场震惊。 丰富多变的造
型，多样的建筑材料，让纸上的建筑充满灵动；

世界第一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女性获得者扎
哈·哈迪德，展现出一个充满活力、有机联系的

创意。 商业长廊连起建筑体，能容纳 1800 个座
位的大剧院在小剧场、艺术培训学校、博物馆、
商业中心簇拥下，如同一朵芙蓉花，绽开在碧波
荡漾的湖水上……

建筑是一种艺术品，也是实用品。设计中的
梅溪湖国际艺术中心无论是锦缎上的花纹，还
是如振翅的蝴蝶，抑或为水面的白帆，水中的芙
蓉……这是长沙城市建设一次洗脑、启智盛会，
也是长沙城市建筑一次“文心雕龙”的会商。

在这一个个作品的展演中， 在这一场场艺
术与智慧的对话中， 长沙城市建设已开启新的
裂变，长沙的建筑在悄然地蝶变！

岳麓山， 这座长沙城市之魂， 长沙市投资
22 亿元，为其修复生态；

橘子洲，长沙的城市“绿肺”，长沙又掷资
17 亿元，迁出所有建筑体，建成一洲生态公园；

洋湖垸，建起中部城市最大的“湿地公园”；
价值连城的松雅湖，蓄起万亩水面；
梅溪湖连接湖面的“景观轴”，区区数百米，

建设者也是“精雕细刻”而成，亲水平台的“防腐
木”均从国外进口……

城市建筑，作为凝固的“音乐”，以“文心雕
龙”的匠心雕琢；而城市的色彩，也由规划部门
统一掌管，曾经随心所欲而成的城市“大花脸”
已无处藏匿。

政府掌控的公共建筑频出新景， 社会投资
的商业建筑也推陈出新。 长沙最大的城市综合
体德思勤广场，仅设计就费时三年，投资设计费
高达 1 亿元，所有的建材非品牌莫属。

敢为人先又心浮气躁的长沙人， 在城市建
设中变得沉静谨慎， 曾经的粗制滥造代之为今

天的精雕细琢； 曾经流俗乡土的
城市，渐成今天的高雅大气。

长沙之城正在
蝶变之中！

2010 年 6 月 13 日， 长沙市出台加快
推进城市国际化的若干意见，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宣布： 将用 15 年时间，
把长沙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城市。

那是一个雨后初晴、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长沙市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上， 润儿
书记端坐主席台上，让与会者举手表决。 笔

者现场看到台下齐刷刷地举手， 如一片出
土的竹笋！

人们的脸上是凝重， 会上的气氛是庄
重。

长沙建设国际性城市， 口号不是第一
次提出。

15 年前， 长沙市的决策者曾经响亮地

提出，把长沙建成国际化名城。为此，还进行
了一番战略性研讨。

不想，此言一出，贻笑大方。 有人贬此
为“异想天开”、“不自量力”。

有着 2400 年历史的长沙，为世界少有
城市历经千年城池不变、城名不改之城，也
是世界少有的版图难扩、城市难大之城。 这
个千年古城不过为 “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的弹丸之地，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区不
过区区六七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长沙一代又一代
的决策者，都尝试重展古城雄风，描绘新城
新姿。尽管规模扩大了，建筑增高了，城市仍
不免流于乡村集镇的土俗。

21 世纪初，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长沙
市委、 市政府作出了长沙市中长期发展规
划，把长沙城市目标定位在人口 300 万、城
市 350 平方公里上。 2000 年 3 月 20 日，随
着五一路扩改攻坚战打响， 新一轮长沙城
市建设高潮掀起。 正是这样一个战略性决
策，长沙由此大鹏展翅，扶摇直上。

短短 20 年，长沙的 GDP 由 45 亿元增
长到 3744.76 亿元， 工业总产值由 30 亿元
升至 4000 亿元，财政收入由 100 亿元升至
380 亿元。 城市扩大了 1.5 倍，城市化水平
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

一个科学的战略决策， 令曾经蓬头垢
面的长沙城市光洁鲜亮起来。 她由一个城
市族群中的 “小不点 ”，成为中部的 “领头
羊”，综合实力一路赶超，跃居全国省会城
市第 7 位！

决策引领未来，一个地方的兴衰，一座
城市的枯荣，为政者的决策、战略性决策起
决定性作用。

当长沙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当长沙摘
下一顶又一顶桂冠， 长沙脚下的路该如何
走，长沙这列已驶上快车道的车开向何方？

在新的历史拐点上，在未来技场中，长
沙的决策者将长沙城市前行的目标直指国
际化，将长沙发展定位为国际文化名城。

内陆的长沙，进入国际的空间，可谓鸟
入天空、鱼游大海。 用陈润儿的话说：不但
开辟长沙发展的新领域、新空间，同时赢得
发展的新机遇、新优势！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策， 也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决策。

长沙，国际化城市再出发的路径是：用
15 年时间，迈出三大步：

第一步，2011 年至 2015 年，积极融入国
际化进程；

第二步，2016 年至 2020 年， 全面提升
国际化水平；

第三步，2021 年到 2025 年， 基本建成
区域性国际化城市。

长沙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 长沙市
离国际化城市标准的差距， 由锁定在城市
设施、经济贸易、公共管理、社会服务、产业
发展、科教文化、生活居住、市民素质 8 个
“短板”上寻求突破。

如果说，15 年前，长沙建设国际化城市
的决策最终胎死腹中，是因为它的早孕，它
的先天不足，然而，它的勇气，它的尝试，带

给人们是一次观念的更新， 是一次思想的
解放！

而今，15 年后， 长沙城市国际化再出
发，可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长沙
开放的大门已启，通行的“绿卡”已发，等待
的是巨艨起航！

（上接 1 版)

城市跨江起宏图B 突破

长沙再向国际化A起跳

跃出湘江是大海E挺进

文心雕龙出新景D蝶变

再造交通新优势C拓展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相关部门提供)

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星城一隅

洋湖花卉节

梅溪湖景区一角

欢乐的广场

气势宏伟的长沙交通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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