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流转沉淀了过往

的岁月，

春华秋实见证了开福

的变迁。

1949 年长沙城北区

面积仅 1.17 平方公里 ，

1953 年 “长大 ”到 12.31

平 方 公 里 ，1995 年 为

14.16 平方公里， 全区东

西宽约 4 公里， 南北长约

5.1 公里。

在日月行走的光阴里，

开福一天天变了。

黄兴北路由林荫小路

变成了南北通达的交通动

脉；

原老火车北站摩天的

高楼鳞次栉比；

十年九涝的五合垸崛

起车水马龙的开福首善之

区；

万达、 北辰、 绿地、富

兴、泊富……

时移物易，沉寂千年的

开福大地，恍若凤凰涅槃般

焕然新生。40 年，回首岁月

捡拾遗珍，我们定格几个镜

头，忽然恍然大悟，原来，幸

福是这样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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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水洲城长沙，提起北辰三角洲，
家喻户晓。 那里坐落有长沙市的文化地
标滨江文化园， 那里有云集了超五星级
酒店和商业综合体楼群， 那里聚集着全
省三分之一的动漫产业，那里临江傍水，
美轮美奂……

其实， 历史的指针不用回拨太久，10
年前，三角洲还是一片黄土……

北辰三角洲原名新河三角洲， 因清
康熙 25 年（1686 年）人工开浚的新河而
得名， 位于浏阳河汇入湘江之南。 旧时，
曾是长沙城北停泊舟船的港湾……

近代， 全省第一座飞机场曾在此坐
落，抗战时期，中国战机从新河振动铁翅
飞往抗击前线。

上世纪 70、80年代，这里也曾工厂林
立，长沙化工厂、长沙除尘设备厂、长沙制
革厂、湖南动力机厂、湖南人造板厂……

1996年，三角洲所在的新河街道实现
工业总产值 2273万元， 工业销售 1865万
元，三角洲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火车头。

可粗犷的年代， 老工业的代价也是
沉痛的。 洲上的老人回忆：“每天看着大
货车进进出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炙热的硫酸味
……”

宁丢金山银山也不负绿水青山！
在开福区委区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砍掉“带血”的 GDP 的同时，洲上的工
矿企业纷纷关停倒闭， 人去楼空后留下
的一片老旧的平房、 筒子楼和焦黑自然
环境。

2005 年， 随着湘江沿线和浏阳河治
理步伐的加快， 新河三角洲再次回归了
人们的视野，区委区政府下定决心，一定
要让这块江河冲刷千年的沃土再次焕发
勃勃生机！

拆违、治污、改制、通路……
2007 年 7 月，北辰实业以 92 亿元的

价格摘得新河三角洲区域的整体开发
权，中国新“地王”从此更名为北辰三角

洲,让人充满了期许。
摩天写字楼、 超五星级北辰洲际酒

店、国际会议中心、长沙市图书馆、博物
馆、规划展示馆，音乐厅，动漫产业园、创
客中心、 数十栋超高层住宅……2007 年
至今，北辰三角洲一天一个样，迅速拔节
生长、焕然新生。 其业态、规模、体量堪比
香港西九龙、广州珠江新城，一座全新的
长沙 CBD诞生。

回首来处， 北辰实业感慨相信开福、
选择开福的正确。近 10年间，与北辰一样
落子开福的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
不甚枚举。

芙蓉路第一高度 300 米华创国际以
“轻奢 + 快时尚” 成就精致典范生活中
心；富兴世界金融中心集商务办公、购物
中心、街区商业、酒店公寓成就 24 小时不
打烊“财富中心”；万达商业广场一线临江
彩屏飞舞，已是全省“网红”打卡胜地。 绿
地商业广场深入根植海派精英理念，以
TOP 级双子塔雄踞芙蓉中路金融商务区
中心；全省“十二五”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新
湖南大厦，不仅坐落着全省新媒体的中央
厨房、更是一个集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
化创意于一体的现代城市综合体，承载着
湖南文化强省的梦想。

放眼开福大地， 一批高标准规划，高
品质建设，高密度入驻的高端商务楼宇拔
地而起。 截至 2017 年底， 全区建成交付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务商业楼宇达 143
栋，总建筑面积近 554.8 万平方米。 2018
年 1-9月， 开福区共有纳税 1000 万元以
上的楼宇 38栋， 这些重点楼宇共实现税
收 45.7 亿元， 占开福区税收总量比重达
50.8%。 其中纳税亿元楼栋里就有北辰时
代广场。

40 年，弹指一挥间，北辰三角洲几经
蝶变，开福大地沧海桑田，从驳船码头到
工业新城， 从环保重灾区到 CBD 新地
标，它与开福共同成长，幸福蝶变。

■ 张颐佳 曾鹤群
胡 什 刘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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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5 日，黄兴北路开福寺
路至三一大道段通车，这标志着历时近 5
年建设的黄兴北路正式竣工， 一时间媒
体争相报道，长沙城欢呼雀跃。

这条双向 6 车道， 全长 2486 米的道
路通车如何引得全城瞩目， 大概还要从
100年前说起。

1912年，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闿就梦想
在今天的黄兴北路段为长沙人民修建一
条通途的马路。 可这仅仅就是一个梦想。

直到 1948年， 如今黄兴北路的雏形
一小段从药王街口修到了先锋厅， 后因
经费不足搁浅。

上世纪 90年代， 天心区先修通的黄
兴路南段成为全城最著名的商业中心，而
北边的发展却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 2010年， 在历届区委区政府的
不断努力下， 黄兴北路道路及两厢建设
被列入省市棚改重点项目， 梦想终于照
进了现实。

2012 年 3 月 20 日，开福区人民政府
发布黄兴北路建设及两厢棚改第一批征
收决定公告。

作为国家城市房屋征收新政施行后
我省首个大型棚改征收项目， 总计需要
征收土地面积 800多亩，涉及居民和单位
7100户，预计资金近百亿元。

旧城改造号称“天下第一难”绝非虚
名。 2012年，黄兴北路棚改征收指挥部一
份 1 万余字的年终总结， 一半字在写困
难：思想观念转变难，个体诉求满足难，
征收补偿安置难，征收协调处理难……

面对重重困难， 开福区委区政府担
当作为勇挑重担，按照“一个政策管到底、
一个标准用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公
平思路为原则， 所有关于拆迁的政策和
标准全部公示公开， 并创新评议机制，让
群众参与补偿方案评定。

安置房源不够怎么办？ 那就棚改团
购，以低于市场价 500-1500 元平方米的
价格筹集房源数千套；

手续审批流程长怎么办？ 那就“点对
点”“一站式”办公，将原来的审批期限由
3个月缩短到 15天。

700 多名征拆干部“五加二”“白加
黑”全情扑在一线，讲政策，找房子，帮搬

家，找工作……就算遇到闭门羹、谩骂、威
胁也毫无怨言。

2016 年 8 月， 黄兴北路棚改征收项
目整体基本完成， 登记在案的有 7100 多
户居民告别背街小巷，搬进了期待已久的
新房，户均增加住房面积 18 平方米，拉动
长沙市住房刚性增长 4个百分点。

“好、快、稳、实、廉”，项目被最高院、
省高院两级法院法官称为“长沙市迄今为
止程序最完善、操作最规范、依法行政水
平最高的征拆项目”。

从最繁华的五一商圈直插长沙的文
化客厅“滨江文化园”，串联营盘路、湘春
路、湘雅路、开福寺路等 21 条道路和小巷
交叉，黄兴北路的通车不仅大大缓解了芙
蓉路、湘江路的交通压力，更为改善开福
人居环境，提升城北区域价值贡献了不可
估摸的力量。

2018 年 9 月 29 日，由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投资 60亿元开发建设城市商业综合
体在黄兴北路与营盘路交会处开工，湘江
宾馆、湘商大厦、中广天择……一大批大
项目、好项目正向开福纷至沓来。

黄 兴 路 之 变
百年圆梦 大道通途A

北 辰 三 角 洲 之 变
动漫王国 文化地标B

(本版图片由开福区委宣传部与新开福站提供)

⑴

⑴绿意盎然的
黄兴北路开福寺段。

⑵碧水蓝天的
浏阳河入湘江河口。

⑵

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贯通南北。

黄兴北路拉通前
老北正街房屋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