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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空气清新、市容整洁而闻名遐迩的自治
州南大门———泸溪，县城白沙新城区，是配合国家重点工程五强溪电
站建设耗资 10 亿多元而新建的一座移民现代城市， 被誉为自治州府
的后花园。

遥望白沙新城区，风光无限。蔚蓝的天空下，千山起伏、万峰叠翠，
逶迤南来的沅水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绕城而过，蜿蜒西行的 319 国道
像一条白色的长龙穿城而去，常吉高速城边而过，椭圆形美丽的白沙
新城区，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这青山绿水间。白沙新城区

的旖旎风光，十里画壁，正如清代诗人张佳晟在诗句中所描绘 、赞美
的：“三湾曲抱白沙东，数里青山莫唤风。峭壁雾岚千仞上，嵌空石屋画
图中。 ”

这是一片古老的神奇土地，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刘邓大军挺进西
南解放全国的经过地。 她在发展中崛起，在科学发展中振兴。 如今的泸
溪白沙新城区魅力四射，屈望、刘家滩开发，白武与白四公路开通，把白
沙新城区、武溪旧城区“双子城”和古镇浦市融为一体，成为自治州南大
门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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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举城搬迁建新城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因国家五强溪电站
修建，泸溪县政府驻地武溪镇淹没。为此，县委、
县政府毅然率领全县人民， 举全县之力搬迁老
县城，建设新县城，向贫穷和落后面貌宣战，为
今日美丽的泸溪后发赶超奠定了的坚实基础。

该县全力实施“移民带动”战略，坐落在泸
溪县武溪镇的老县城举城搬迁白沙新城区，
1989 年 10 月 1 日，泸溪人以“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战斗精神，在白沙新城区这张白纸上描
绘着“山城、水城、旅游城、文明城”的壮美宏
图。 在沅江之畔，演绎了一场精彩华丽转身的
大合唱。

历经 5年奋战，建成泸溪新县城白沙新城
区。 1995 年 8 月，泸溪县委、县政府正式乔迁
白沙新城区，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正式成为了
泸溪县府所在地，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崭新县
城就屹立于沅水之滨……

艰辛的城镇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量变
到质变的飞跃。

站在新县城对岸山头鸟瞰， 令人感慨万
分： 斥资过亿元进行老县城武溪改造保护提
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耗资 10亿元建起
的靓丽新县城如诗如画，市政布局合理，房屋
建设不拘一格， 充盈着浓郁的现代城镇化气
息。艰辛的城建生涯，县委、县政府领导率领全
县人民绘就成一座最宜人居的全国文明卫生
县城、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湘西南大门“中国
年轻的氧吧城”。

破茧成蝶 幸福泸溪魅力足

如今，走进泸溪，你就会看到县城白沙新
城区面貌一新的街道流光溢彩， 条条道路桂
花飘香。 特别是夜幕下的株洲路———沅江风
光带，巨崖卧波，亭台楼阁，绿树花丛，游客与
群众散步、 健身、 雅音妙曲与澹澹水色为一
体，其乐融融。 盘瓠文化浓郁的辛女广场，常
绿树、槐、柳与各种花草竞相绽放，形成了错
落有致、 疏密相间的生态景色， 让人心旷神
怡，惹人心醉。

泸溪县城白沙新城区古系荆楚之地，秦为
黔中郡地， 悠久的文明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
化。 这里不仅是中国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古代
爱国诗人屈原的流放地、文学大师沈从文解读
悬棺之谜的笔耕地，还是“东方戏曲活化石”辰
河高腔目连戏的保存地， 屈原也曾在此流连。
沿江上游百米，就是屈望村、屈原滩和屈望洲。

近年来，该县大手笔规划、大投入推进，把
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沅江之畔的一座现代化城
市。 聘请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巅峰置业公司的
专业团队，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生态文

化旅游产业，先后完成了《泸溪县城总体规划
纲要》等规划编制。

泸溪县城白沙新城区原规划面积只有
1.8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9 万人，基础设施
建设较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经过历届县委、
县政府的接力奋战，2004 年，县城白沙新城区
被列入全国重点建设小城镇。 为此，该县乘势
而进，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县城扩容
提质，全力实施泸溪县城建项目。即杨柳溪、屈
望村、 刘家滩村开发如火如荼； 县城连接线、
G319国道绕城线、县城大环线和屈望“三线一
体”的“双子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势推进，既
提升了城市品位，又增加了城市的承载力。 城
内，城管数字化、主街道“白改黑”、大街小巷、
路灯、地下管网改造的“一化四改”工程加速推
进，实现了城市绿化、亮化、净化、美化与山城、
水城、商贸城、文化旅游城成一色的深度融合。

如今， 县城白沙新城区已达 5.42 平方公
里，从 2010 年开始，泸溪共投资 1.5 亿元建了
古色古香涉江楼、橘颂塔、沿江大道防洪堤、辛

女广场、盘瓠广场、橘颂广场等群众活动文化
广场。

同时， 该县斥资 2.6 亿元建了污水处理
厂、自来水厂、思源学校、医院新综合大楼等一
系列涵盖群众吃穿住行的民生工程。并开展八
百里绿色和万亩青山绕新城活动，扩绿、植绿
和护绿生生不息。

目前，县城白沙新城区绿化面积达 157.75
公顷，绿化率达 33.5%，52家单位先后获省、州
园林式单位称号，城镇化率达到 41.98%，建制
镇由 2个发展到今天的 6个，城镇道路面积由
5.41 万平方米增加到 120 万平方米。 城镇居
民饮用自来水人数由 1 万人增加到 12 万人，
提高 12倍； 居民燃气普及率由 0提升到今天
的 95%， 城镇道路照明由 30%提高到 100%；
城内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疗养区水平，饮水质量
达国家标准，位居全省前列。 城区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
大大提升，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氧吧城”，幸
福泸溪华丽凸显。

砥砺前行 泸溪明天更美好

五强溪水库的修建，县城武溪旧城区改造
凸显巨大变化，现在，建设用地规模达 5.95 平
方公里。 建成了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批大、新项目陆续落户园区；目前，该县应用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园区已引进新材料、
新技术等入驻企业 34 家， 实施重点项目 16
个，形成了铝系列精深加工和新金属材料深加
工等产业集群。 常吉高速从武溪身边飞越，千
吨级深水码头通江达海，白武六车道把新老县
城连为一体，“双子城”冉冉升起。

勤奋的泸溪人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
曲“小县也能创大业，穷县也能新跨越”脱贫致
富歌。 2016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8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724 元，
分别较往年增长 8.6%、12.7%。

如今的泸溪，南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北有浦市现代农业示范园， 东有兴隆场特色
经作示范片，经济布局星罗密布。 以新材料、
椪柑加工等产业链的工业集群风生水起，承
载了泸溪优秀儿女“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
人生梦想！

泸溪椪柑、兴隆场玻璃椒、合水油茶、潭溪
杜仲等现代农业产业品牌，引领了 6.5 万农民
走上致富小康之路。 泸溪这个曾“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小县城如今展现了美丽的风采，享誉
国内外。

“工业强县、产业富民、环境创优、民生改
善”宏伟的小康蓝图绘就，勤劳智慧的泸溪人
正在携手奔小康，用激情和汗水书写着幸福和
美好未来！

勤劳致富的泸溪人敢为人先创大业，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奇迹。 县椪柑公司李建
兵、福泰公司陈清先发展椪柑产业，产供销一
条龙，带领了果农实现增收致富梦；恒裕公司
刘海洋自主创业，科技创新，实现了民营经济

强县梦……
如今的泸溪大地，一条条整洁街道，一块

块绿地花坛辉映，一排排林立厂房，一片片标
准椪柑园，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处处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 全国文明卫生县城、全国生态建
设示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全省新农村
建设先进县与园林县城、中国氧吧城、椪柑之
乡等荣誉纷至沓来！

今天的白沙新城区是宜居的休闲旅游新
县城，县城武溪旧城区为新型的工业城，浦市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旅游城。“双子城”的打
造，托起年轻的白沙新城区和武溪旧城区两翼
齐飞。

该县大力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细化目标管
理，城市管理监察实行“五加二、白加黑”工作
制，对县城的“八乱”现象、户外广告“牛皮癣”、
违章建筑、 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综合整治，使
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泸溪县城建设发生了巨变，县城的路变宽
了、街道变亮了、绿地增多了、交通便捷了、街
道洁净了、街道污水不见了，城内居民休闲的
广场增多了。

县城的巨变背后却蕴含了泸溪县委、县
政府的运筹帷幄与泸溪城建人的艰辛奋斗，
更凝聚着全县人民的辛勤汗水。至今，该县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高低错落，一幢一式，就
像一幅幅立体画。 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犹如一行行凝固的五线谱，行走在此，心中总
会流淌着一支清新的歌。使人意会到“城在森
林里，人在花园中，大厦与绿树作配，碧水与
蓝天相映”。 不是洞庭、胜似洞庭，不是西湖，
可与西湖媲美。

而今漫步县城的每个角落，人们愉悦的感
觉总是在心头萦绕。 规划科学的沅江大道，绿
树成阴，绿篱成行，五颜六色的鲜花四季盛开，
呈现出一片四季如春的勃勃生机。宽阔的马路
上不见尘土，墙壁上不见乱贴的广告，纸屑果
皮垃圾杂物已藏身在一家一户门前的垃圾桶，
占道摆摊， 车辆停放无序的现象已销声匿迹，
一片洁净，一片祥和。

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通明，走进株洲
援助 3700 万元建成的株洲大道里具有民族
特色、古色古香的夜宵一条街，风味独特，人声
鼎沸，其乐无穷，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
靓丽的沅江大道，杨柳成荫，寓体育、文化娱
乐、健身、休闲为一体的千米游道，城对面五彩
灯照映着健身场，居民们漫步、健身，热闹非
凡；漫步沅水河边，看着夜色朦胧中的点点渔
火，听着阵阵桨声，呼吸着舒畅无比的新鲜空
气，感受着诗情画意的仙境，一种如梦如幻的
感觉便袭上心来。

一座如诗如画的山城水城，一座如梦如幻
的商城、旅游城，使人流连忘返。

目前， 勤奋的泸溪人正以锦上添花的激
情演奏着精准脱贫奔小康的畅想曲， 冲刺同
步小康。 一个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中国宜居
城市及自治州府后花园的泸溪已展现在世人
面前。

眼下，前进中的泸溪人正以日新月异的面
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十
九大精神统揽城建工作全过程， 乘势而进，砥
砺前行！我们深信，建成全面小康泸溪的“中国
梦”一定会实现！

沅水江畔“双子城”
——— 泸溪县强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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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沅江边晨练

暮色下建设中的白沙新城区一角

雾里白沙

夜色下的六车道

（本版图片均由泸溪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