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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沙市委、市政府位置，地图上甚为醒目。 就
在市政府广场前，靠近岳麓大道边，有一块用花
卉组成的标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

当然，标语牌在地图上找不到，但这句话无
时无刻不让市民感受着。

美好生活，字简单，容量无边。
上世纪70年代， 人们的生活追求缝纫机、手

表、自行车3大件，上世纪80年代变成了电视机、
洗衣机、电冰箱，上世纪90年代手机、电脑、摩托
车，跨入新世纪，买车买房成时尚。

现在长沙市居民生活硬件怎样呢？ 举两组数
据。 一、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948元、
农村居民27360元，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 二、
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中， 长沙房价与收入比最
小；城镇居民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45.5平方米，
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

长沙连续10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连续10年，绝非偶然。

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时，长沙市用
了这样几句话，记者觉得既实在，又精彩：让群众
“有活干，多赚钱；有房住，住得好；有学上，上好
学；好看病，看好病；有保障，享安康”。

每当傍晚，只要天气晴好，无论走到哪个小
区，各种欢快音乐此起彼伏，大妈们翩翩起舞，用

优美的节奏和线条书写着美满幸福的群众文化
生活。 去年市里举办“欢乐潇湘·品质长沙”文艺
汇演，群众演员就有10万多名。“读有书屋，唱有
设备，演有舞台，看有影厅，跳有广场”，成为城乡
文化新常态。

这是下里巴人，还有阳春白雪。
长沙着力打造了一批高雅艺术殿堂， 东岸

“三馆一厅”与西岸梅溪湖演艺圈交映生辉，河东
马栏山文创园与河西岳麓山大学科技城遥相呼
应……2016年长沙获评“东亚文化之都”，2017年
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一张又一张世界文化
名片贴上长沙地图。

长沙市文广新局与新湖南长沙频道合作，发
布全年高雅艺术演出海报，原以为每周也就一两
次，现在居然每周更新5次以上！

从1978年到2017年，全市人均公共文化投入
增长228倍。

今年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居民
“15分钟生活圈”，上学、就医、购物、乘车、游园、文
化娱乐等，出门15分钟搞定。

在长沙市地图上，这会是多少个温暖的“圈”！
办证，曾是令人头痛的事，改革的呼声和步

伐一直没停。 近年来，长沙市加大“放管服”改革
力度，从服务端破题，抓政务大厅建设；往需求端
着手，抓网络平台建设；在满意端发力，抓审批质

量提高。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取消各类证明材料
647项，实行“43证合1”，办理时限由173个工作日
缩减为7个工作日，提速96%。

提速，何止这些？
环境污染， 一直是令人恼火的事！ 湘江保护

与治理，是省“一号重点工程”。长沙市大小河流水
体，全部汇聚湘江。 地图上，清晰可见的湘江一级
支流有6条：东岸有浏阳河和捞刀河，西岸有沩水
河、靳江河、龙王港和沙河。 众多二级支流和沟港
渠塘纵横连接，构成庞大水系。 治水，必须从源头
治起，可这源头也太多了！

怎么办？ 全市设立市级河长9名、 县级河长
106名、乡级河长870名、村级河长2461名，村管小
微水体片区河长5462名。 所有水体责任全覆盖，
监管无盲区。

河水污染，根子在岸上；大气污染，责任在地
面。为了还百姓一个舒适、清爽、干净的环境，省委
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去年上任首抓战役：
打响蓝天保卫战！

市蓝天办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天发布全
市各地工作措施和信息在10条以上。

这是一场水、陆、空全方位的持续战斗，艰辛
而艰难！

省委书记杜家毫曾寄语长沙： 湖南不靠海，
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

扩大对外开放，湖南主要靠蓝天。
靠蓝天， 首先必须保护蓝天。 这就是省会担

当！
蓝天是全球的，环境是人类的，幸福是大家

的。 这何止是省会担当？！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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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长沙有句老话，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 即
从长沙南门步行到北门，7.3华里。

这句话，从明朝流传至今。
最早的长沙城，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东起如

今的黄兴路与蔡锷路中间一带， 南至坡子街，西
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北侧。整座城东西长700余
米，南北宽约600米。

当然，这要读历史遗留的长沙老地图。
10月中旬，连续几天，记者多次伫立最新版

的长沙市地图前，不得不惊叹人类创造历史的巨
大能量！

� � � �其实，到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城区2000多年一直以现在的五一
广场为中心，向外扩展，一圈一圈慢慢长大，犹如时间老人刻画的年
轮。 提速在新中国成立后 ，加速在改革开放以来。

1952年5月1日，五一路修建完工，到1972年10月1日橘子洲大
桥建成通车，再到1977年7月1日，长沙火车站东移竣工。 20余年时
间，拉开了长沙城区以五一路为轴，南北走向的新格局。

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巧合。 这个格局好像特意为改革开放准备
的。

1978年，中国改革元年，长沙城区面积53平方公里。 今年初，长
沙城区面积435平方公里，相当于1978年的8.2倍。

新版长沙市地图，东西窄长，南北扁平，东仰西摆，北脊南蹄，犹
如奔驰的骏马。 浏阳大围山助马头东仰；宁乡沩山似马尾西闲；长沙
县飘峰山、影珠山，望城区黑麋峰、九峰山静卧马背；浏阳官桥、雨花
跳马、天心暮云、宁乡道林，如马蹄疾奔。 宽阔的湘江，像一条蓝色
的飘带，优美地自南而北几乎从正中穿图而过。

改革开放之初，从河西进城，到溁湾镇才闻到一点从
河东飘来的城市味道，那时俗语说“河西是农村，到河东
才叫进了城”。尽管火车站东移让五一路这个当年的城市
主轴长了近3倍，也让城区向东推进了一大步，但五一路
毕竟是“断头路”。 翻过火车站，城市还在往东延伸。 五一
路显然已难继续担当城市主轴大任。

随着长沙市委、市政府西迁，十几年光景，河西新城拔地而起。
先是岳麓区南拓北伸，西接宁乡，连长张高速岳麓收费站也不得不
向西推出15公里，为城市发展让路。 接着，望城一边“让地”给岳麓
区，一边华丽蝶变，由县改区，给城市伸展腾出960平方公里空间。

长沙城，像青春勃发的巨人，自由舒展、生长和呼吸。
河西的崛起， 让城市主轴的重担不得不交给穿城而过的湘江。

长沙，由五一路时代迈入湘江时代。
这是一个时代的“乾坤大挪移”！
新的城市坐标，使长沙形成东西两大城市片区、两个副中心城

市和一批重点镇的新格局。 两大城市片区：河东二环以外，北至望城
丁字湾区域，东至浏阳经开区，南至暮云区域；河西，即湘江新区。 两
个副中心城市：浏阳城区和宁乡城区。 还有遍布各区域的如金井、铜
官、跳马、大瑶、灰汤等重点集镇。 全市城区人口从40年前74万增加
到现在的426.75万，城镇化率从20.5%提高到77.6%。

伴随着城市坐标转移，交通格局既翻天覆地，也“飞天钻地”。
1978年仅有3条国道、10条省道，域内总里程不过700余公里。 到今
年初，全市公路总里程达15924.73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半径的2.5
倍。 40年前，出国人员回来高谈阔论外国的高速公路如何壮观。 今
天，长沙高速公路已形成“一环五射五纵”大网络。 还有，5条国家一
级铁路纵横，高铁十字交汇，黄花机场双跑道、100余条定期航线通
往国际国内73个城市。 如果把所有水、陆、空交通线路全部标示出
来，地图上各色线条密密麻麻，令人眼花缭乱。 这还不包括地下已纵
横穿梭的地铁1号、2号线，更看不见正在加速建设的3、4、5号线。

湘江，曾是阻隔长沙东西交流的屏障，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一
座湘江大桥。 如今，城区跨江大桥已达9座，另有2条隧道。 连湘江也
感到奇怪：是谁赠予了如此多的金、玉腰带？

这种交通格局，让长沙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承东启西、连南接
北、通江达海；也让长沙战略地位更加突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一带一部”首位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

� � � �发展，终究靠实力。有实力，才有底气，显
大气，能豪气。

自从五一路静静退出主轴之后， 另一条
路的地位在悄悄隆起， 在长沙版图上贯穿东
西。往西，岳麓大道连长张高速，可达重庆；往
东，三一大道连长浏高速，可抵江西；中间由
银盆岭大桥相连与湘江主轴呈十字交会。 应
该说，这算得上长沙城东西向的主轴，重新将
大长沙南北分边。

长沙有5个国家级园区、9个省级园区，
统称“五区八园一基地”，这还不包括国家级
湘江新区和新成立的临空经济区。 大部分园
区像珍珠一样镶嵌在东西主轴两侧， 组成了
东西向的工业走廊， 称为“浏长宁制造产业
带”。

这是一条集聚财富的金色飘带。
年纪大一点的湖南人记得， 改革开放之

初， 长沙中意冰箱、 韶峰电视是那样的响当
当，后来在市场冲击下相继偃旗息鼓。

1988年，长沙尝试性地创建全市第一个
开发区———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 也就是现
在的长沙高新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东
风吹拂湖南。 长沙市委、市政府决
定开发望城坡、捞霞、星沙3个经济
开发区，由此加速了经济园区发展
步伐。

从一片黄土到遍地
厂房，到规模园区，到强
壮的工业走廊……地图

上依稀可见历史的痕迹。
长沙经开区的前身是

星沙开发区，就坐落在星沙，30
多年来哺育了三一、 远大等一
大批著名企业。 长沙县有一句
经典： 用1%的土地创造99%的
财富。 这个99%的核心能量，就
在经开区。 长沙县今年已挺进
全国五强。

长沙工业， 从上世纪90年
代工程机械一枝独秀， 逐步形
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

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汽车及零部件7大
千亿产业集群，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已构建覆盖37个工业行
业的完备生产体系。

不仅如此，一二三产业结构也从1978年
33.3比44.2比22.5， 变成去年3.6比47.4比
49.0。别小看这组数字，差不多等同于城市格
局“乾坤大挪移”！

第三产业占比达49%， 这是曾经多么梦
寐以求的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五大商业百货大楼以
“五虎闹长沙”而闻名遐迩，后来也陆续支离
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五一路商圈、袁家岭商
圈、东塘商圈、红星商圈、溁湾镇商圈……像
一个又一个玉盘，在长沙地图上闪闪发光。仅
新城区望城，就成长了4大商圈。

那么，第一产业占比只有3.6%，是不是萎
缩了？ 不用担心，变小是相对的，相对于高速
增长的二、三产业，她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只举一例： 去年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
2060亿元，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收入达520
亿元。

现代农业在省会，当有省会的特点。长沙
地图上，城市中心地带，有近郊都市高效农业
经济圈；向周边扩展，有中部保障性农产品生
产经济圈；东西两头，有远郊特色生态农业经
济圈；另有5大农业试验示范或科技园。还有，
浏阳大围山一带， 正在形成百里优质水果走
廊；长沙金井一带，培育百里优质茶叶走廊；
望城乔口一带，流淌百里优质水产走廊；天心
暮云、 雨花跳马一带， 繁荣百里花卉苗木走
廊；宁乡中部一带，播种百里优质水稻走廊。
这一切， 同当地各种文化景点和自然风景一
起，构成全域旅游新景象。

数字讲多了谁都不爱， 但有些数字不得
不讲。 改革开放之初， 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叫
“翻两番”。 从1978年到2017年，长沙市地区
生产总值从16.85亿元增长到10535.51亿元，
翻了9.3番； 人均GDP从370元增长到135388
元，翻了8.5番。

数字越大，翻番越难。
孙悟空的筋斗，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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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沙市市辖区政区图。

� � � �长沙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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