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年，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阵微澜，却在
雨湖版图上激起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变。

城市化的脚步，跨越奔涌不息的湘江，走入
绿意葱茏的都市田园，走进小鸟呢喃的仙女山；
“五纵五横”织就的通衢路网，载动着“西拓北
进”的激情与梦想。

从老城区的流光溢彩，到万楼新城的恢弘磅
礴， 正是雨湖近 5 年来拓城提质书写的现实答
卷。 雨湖区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动城市地理血
脉的偾张，引领区域生长的方向 ，450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上演了最为精彩绝伦的城变大片。

这几年来，随着区划的调整，雨湖的行政区
划面积成倍增加， 既带来了挑战， 也带来了机
遇。 五年来，该区加快以万楼重建为龙头的河
西万楼新城区建设，打造传统风貌区、过渡风貌
区、文化商业风貌区、现代城市风貌区、居住风
貌区和滨江风貌区等六个板块，形成“一核、两
轴、三带”的功能结构。重建后的万楼，不仅仅是
一座楼， 还将联合周边地区打造一个富有文化
特色的万楼景区， 依托万楼， 继承湘潭传统文
脉，发展集文化、旅游、休闲、创意等产业为一体
的文化休闲中心，构建文化休闲新城。 今后，人
们或行走于城市街巷，或漫步于林荫滨岸，都将
在舒适宜人环境中体会到新城之美。

千里湘江一路滔滔， 在湘潭境内划出一道
巨大的“U”型弧线。此“U”弧长达 42公里，为湘
江诸湾之最，是实至名归的“千里湘江第一湾”。
该区域的核心区域湘江万楼至杨梅洲段， 沿岸
散布着的名胜古迹， 承载着老一辈湘潭人的记
忆。近年来，雨湖区通过对万楼、文庙、关圣殿至
窑湾多个核心景点的打造， 和沿江文物古迹的

挖掘，串点成线，串珠成链，整体形成“风
光与文脉映衬景区与城区互

融”的空间格局，千年雨湖生活圈和优美和谐的
十里滨江景观长廊，将再现“金湘潭”“小南京”
的明清盛世繁荣景象，一个干净有序、文化底蕴
浓厚的 5A级景区呼之欲出。

面对新形势，雨湖区全面对接湘江新区，加
速融入长株潭核心。 利用鹤岭地区与湘江新区
直接接壤的区位交通优势，加强对接协调，争取
纳入湘江新区辐射区范畴， 共享新区政策和资
源的溢出效应。 加快基础设施与长沙的互联互
通。 同时，积极探索湘江新区、湘潭经开区和雨
湖工业集中区产业引进、 培育和发展的优势互
补机制，根据各自禀赋，错位发展，实现产业的
深度融合和互补发展。 雨湖产业新城就选址在
长沙西南、湘潭西北方向，群山环抱、一水润城，
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物流、旅游休闲等产业，依托区位交通、生态环
境、产业发展前景等优势，致力于打造成为湖南
的“城市会客厅”。

与此同时，城市片区开发全力推进。 主城区
突出提质改造，以城市路网交通体系、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和现代服务业提质为抓手，按照“内
联外延，完善功能”要求，加快雨湖与周边地区
的对接联通，纵深推进“通江达环”工程，构建完
善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全力推进万楼火
车站、昭潭窑湾、江麓三大片区的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城市有序提质发展。

这些年来，雨湖区通过片区开发带动，进一
步完善了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了城乡面貌
改善，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让千年雨湖大放异
彩。

“老街新貌竞相争，景象万千满莲城”。
当古老历史与时尚潮流相遇，当传统街巷与

现代商贸碰撞，结果会怎样？在雨湖区你会发现，
它们有机结合，并迸发出无限活力。

阳光穿过飞檐黛瓦， 投影在麻石巷道上，挽
琴弹唱的铜雕小品与家家屋檐下的大红灯笼呼
应，氤氲出诸多写意与格调。 曾经在光阴长河中
黯然失色的雨湖大街小巷，经过一场棚户区改造
的建设，蜕变成岁月里最美好的模样。

五年来，雨湖区“三年大变样”行动、“精美湘
潭”行动深入推进雨湖区抢抓国、省加大棚户区改
造力度的契机，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共实施棚户
区改造项目 64个，涉及 3.2万户，包括：湘潭火车
站片区棚改、一环东路棚改、万楼片区棚改、风车
坪社区综合整治等项目。仅 2016年一年就完成棚
户区改造 4330户、公租房改造 27套、老旧社区改
造 33个，农村危房改造 351户，小街小巷提质 33
条、 城区路灯安装 600盏、 农村路灯安装 1997
盏、社区公园 4个。

雨湖区委书记王永红介绍，采取“拆”和“改”
的方式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创新推出部门分户包
干等方法。 近四年来，雨湖区征拆工作呈现年年
新变样的跨越式发展， 累计实施征拆项目共计
244 个，征收土地 7811.99 亩，征拆房屋 242.44
万平方米，为棚户区改造奠定了基础。此外，按照
“整治规范一批，提质改造一批，美化亮化一批”
的工作思路，开展高起点、高质量、大规模的市容
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实施韶山路、建设路、车站路
等城市主干道的“三化两拆两改”工程。通过对沿
街建筑物立面，分别以清洗、粉刷或重塑三种形

式进行改造，彻底改变城区主街道两旁建筑物观
瞻效果不佳、色彩杂乱无序、管线错综交织、店招
参差不齐、门窗杂件陈旧等状况。

如今，雨湖城区主干道两边的建筑“褪去”陈
旧的“外衣”后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提
升，过往市民纷纷“点赞”。

城区改造如火如荼， 乡村建设同样硕果累
累。

去年开始，乘大美湘潭建设的东风，雨湖城
区如火如荼启动精美湘潭建设的同时，农村借势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精美湘潭·美丽乡村”行动。
现有 320 国道沿线路边项目（姜畲段）、姜畲美
丽乡村示范片、姜畲镇示范村白鹭湖村、鹤岭镇

示范镇区等七个项目落户。 同时，以加快姜畲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权分置”稳步推进，农业生
产方式加快转变；以加速仙女山森林小镇建设为
抓手，发展新农村生态旅游，以南岳第七十一峰
仙女峰为中心，辐射周边 50 平方公里，奋力将
“仙女山森林小镇” 打造成为成为 4A 级以上风
景旅游景区。 美丽乡村建设驶上了快车道，一场
翻天覆地的变革在农村展开。

雨湖区委副书记、区长白云峰说，未来五年，
雨湖区将坚持“强商兴工、城乡一体”发展思路，
努力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雨湖，为广大雨湖人民
打造宜居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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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是，换了人间
1500 年前， 湘潭人的先祖临湘江而

居，构建了雨湖最原始的风貌。
千百年来， 这里成为了中南重镇湘潭

的城市发祥地， 曾积攒万千碧雨汇集水滴
成湖，赚下“小南京”的金字招牌；这里是湖
湘文化钟灵毓秀的源泉， 曾积攒千年风流
人物成就古今传奇， 激励世人谱写新的辉
煌。

大浪淘沙， 沧海桑田。 这座拥有千年
悠久历史的古城，在滚滚红尘中激情嬗变：

成片的筒子楼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翠绿
环绕的休闲广场，现代化的新小区，或新兴
产业园区；社区门前的卫生死角不见了，悄
然变成一处处群花争艳的花坛；万楼、唐兴
寺、关公庙、鲁班殿等一系列文化古迹，经
过千百年风雨的洗刷依旧风韵尤盛。

观湘门，天朗气清；十八总，惠风和畅。
沐着江风踏着浪花， 品着金秋十月的醉人
桂花香，触摸这片 450 多平方公里的河西
大地，可以真切、清晰地感受到这里砥砺前
行的脉搏……

过去五年，雨湖城区点点滴滴的变
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提档升级，还有
各级党员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夏天， 湘潭市遭遇了特大洪灾
的侵袭，作为城区抗洪救灾的主战场，雨
湖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
充分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 谱写了一
曲威武雄壮的抗洪战歌。

“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冲、哪里有困
难就在哪里坚守” 的党员情怀在那段日
子里四处传递。 全区党员在危难之际彰
显责任担当，在他们的感染带动下，全区
人民积极踊跃投身到家园保卫战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 雨湖区把抓好党
建作为最大政绩， 紧紧围绕湘潭市委关
于推进基层党建“连心惠民”工程的统一
安排部署，不断夯实基层基础，该区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打出了一套管
人用人的“组合拳”：建立党（工）委（党组）
书记述党建、行政一把手述效能、党群部
门述作为、 班子副职向组织部部务会述
实绩、 普通干部职工向单位领导班子述
绩效的“三级五述”工作制，实行区级领
导周报告、区管干部双周报告、党员干部
“负面清单”、党员积分制分类管理等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五项制
度，让“为官必须有为”在干部脑中牢牢
扎根。

与此同时，该区立足实际，一步一个
脚印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在全省率
先试点推行街道“大工委”制和社区“兼
职委员制”，社区党员管理实行“网格化”，
“两新”组织“两个覆盖”明显提升，打造了
“四包四到”“三三制” 工作法等基层党建
品牌， 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不断增
强。

现如今，该区 59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重新焕发活力，新建、改扩建 76 个
村部，完成 42 个社区活动场所的提质改
造， 全面完成无集体经济收入村清零任
务。 各级党组织积极搭建学做载体，认真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
三实”“两学一做” 等一系列主题学习教
育，从保证质量到提高质量，全区新发展
728名党员，处置 266 名不合格党员，“让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让党徽在一线闪
闪发光”主题口号响彻雨湖大地。

如何以党建文化建设为引领， 提升
60万雨湖百姓的精气神？ 雨湖区先试先
行，在今年 9月湘潭市首个党建文化主题
公园“红润雨湖”党建文化主题公园落户
雨湖公园。 该园是一个集思想教育、休闲
健身、 陶冶情操于一体的党群教育基地。
这一次创新，将党建阵地由过去的室内拓
展至室外，实现了形式、内容、服务对象的
三重创新，市民在游览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时就能学习到党建知识。 党风、政风的不
断改进，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发挥，带
动的是全区民风、社风不断好转。

现如今在雨湖这片土地上，“文明”
两字已深深植入了 60 万人民的心中。

“人敬老，己得福”、“湘潭是我家，爱护靠
大家”……走在大街小巷，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文明公约、道德礼仪等都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展现在众人面前，这些文化墙
在中山路街道罗祖殿社区居民沈素珍心
中，像一道风景，既美化了他们的小区，又
传递着文明的知识。 她欣喜地告诉我们，
在文明的熏陶下，小区居民关系越来越和
谐。她曾多次看到路过的小朋友将行人不
小心掉下的垃圾捡起并丢到附近的垃圾
桶里。“这是文明的力量在影响着居民，教
育着下一代。 ”

文明之花遍地开，人民群众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这无疑是湘潭市今年来进行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最喜人的变化。近
年来，雨湖区通过深度挖掘、典型宣传、礼
遇模范等多措并举，文明单位、模范个人
层出不穷。 近年来，雨湖区先后涌现了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杨芳、 何平，
2015 年“感动湖南”人物提名奖刘立忠，
2015 年“最美孝心少年”杨沛锦等一批模
范典型。 该区充分挖掘本土道德文化资
源， 坚持用典型示范引导人们见贤思齐，
用优秀文化引导人们修养身心。雨湖本土
“草根模范”破土而出，使这座千年文化古
城散发光芒魅力，形成社会良好风尚。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旧城”换新
颜！

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雨湖的历史不
仅演绎着“莲城”物阜民康的盛世繁华，更
是湘潭城区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舒展崭新的现实图景， 在城的灵韵、
水的灵秀中，人们不禁折服于白石广场壮
美恢弘，倾心于河西沿江风光带的韵律起
伏，更在绿意融融、清新雅致的街巷中流
连忘返。

城水相依、绿意相融，城区精美，内外
兼修。 深谙这一道理的雨湖，精耕细作老
城区，激情做好“精美湘潭”建设，更悉心
打磨着一个个心神向往的景点，让国际品
质、湖湘特质优雅地滋长，成为城市内生
的动力。

“让居民望得见高楼、看得见绿草丛
荫、记得住乡愁。 ”从宏大叙事的精彩城
变，到细致入微的品质提升，宏观与微观
的科学布局与良性互动，让一个个包容着
城市气度、浸润着两型思想、闪烁着智慧
光芒的雨湖元素点亮湘江西岸，具有国际
品质湖湘特质的湘潭大城西正在崛起。

而今迈步从头越 千年雨湖放异彩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老城蝶变换新颜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湖儿女立潮头

千年雨湖

区委副书记、 区长白云峰调度城正街街道
项目建设。

改造后的风车坪社区古香古色。 方阳 摄

“红润雨湖”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区委书记王永红在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区
调研。

陈娟 谢岳峰 李南曦

雨湖公园。 方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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