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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傍水而生，也因水而忧，这座城
区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根据《望城县志》记载，每年春末、盛
夏，让望城人民揪心，凡湘中、湘东、湘南
连降大雨，湘江下游便河水陡涨，洪水漫
堤而下，轻则渍涝，重则溃垸，几乎每 4
到 5 年就有一次洪涝灾害。

治水患， 成了望城历任决策者头等
民生大事！

近年来，望城区围绕构建“安全可靠
的防洪减灾体系、 节约高效的供水保障
体系、 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体系” 为目
标，点燃了“水”引擎，相继实施了高裕垸
城市防洪工程、胜利垸城市防洪工程、湘
江西岸防洪保安工程、 马桥河防洪整治
工程、大众垸防洪整治项目等，特别是抓
住《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的有利契
机，打造区域内的防洪闭合圈、道路交通
环、沿江景观带的重要工程举措，变“水
患”为“水利”。

2017 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长
沙， 望城顶住了压力， 湘江干堤全部守
住，万亩堤垸全部保住，没有一例人员伤
亡。

水患治愈，轻舟已过万重山。 因水而
起，望城转换思路，借水突围！

沿着湘江行走，从靖港、乔口、新康、
丁字、书堂到铜官，时代的更迭见证了古
镇兴衰， 水陆交通的变更也加快了古镇
的落寞。

“一处湘江古镇群， 半部湖湘文化
史。 ”近年来，望城区决策者因时而变、与
时俱进，做活了一篇篇“水文章”。 2016
年初，《湘江古镇群三年行动计划》 审议
通过，湘江古镇群迎来了“二次规划”重
大机遇，通过挖掘整理、保护开发修复，
探索了一条古镇群落的复兴之路。

湘军小镇靖港、湘陶小镇铜官、湘食
小镇乔口、 湘戏小镇新康、 湘学小镇书
堂、 湘艺小镇丁字……一个个各具特色
的古镇凤凰涅槃， 挺立湘江畔， 惊艳全
球。

一个值得自豪的时刻！ 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论坛
的主旨演讲中说到，“黑石号” 见证了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而黑石号上 67000
多件陶瓷等器物， 有 56500 件来自望城
铜官窑。 这不仅是中国连接东西方海上
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也让铜官窑获得
了“千年前世界工厂”的盛誉。

铜官窑不负盛名！ 2018 年 8 月 28
日，历时六年、投资百亿的新华联铜官窑

古镇开门迎客。 开放首日，接待游客近
3 万人次。

湘江北去， 文旅崛起，以
水为媒，望城开启了全域

旅游时代！ 今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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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5.51 亿，特别
是古镇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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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雷锋故里。
红色文化在这里涌动。 40 年

来， 望城人始终把雷锋精神作为一
种信仰来追求、一份情感来守护、一
种习惯来延续， 雷锋精神已经成为
望城的区魂。

湖南雷锋纪念馆自 1968 年 11
月 20 日建成开放以来，吸引、接待
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 50 多个国
家（地区） 的参观者 4000 多万人
次， 俨然已成为一座神圣的道德殿
堂。 今年 3 月，面积更大、内涵更丰
富、 展示方式更多元化的新雷锋生
平事迹陈列馆建成迎客， 将在宣传
和弘扬雷锋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60 年前，1958 年秋天， 在望城
县委当交通员的雷锋从湘江码头溯
水北上，从此“雷锋”这个名字传遍
了大江南北。今天，从望城走出的姚
建刚、 郭德高等 7 名“中国好人”，
“全国道德模范” 周美玲，“时代楷
模”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以及 50
余名省、市“道德模范”、“长沙好人”
和提名者， 再次以无私的大爱温暖
了人们的心灵。

文以植德更能传情， 望城的传
统文化在湘江两岸翻起时代浪花。
沿着江河行走，临书堂山上，洗笔泉
墨云浮水，景物依然；循先贤足迹，
访乔口，品杜甫笔下的《入乔口》；登
黑麋古刹，群山朝拱，看气象万千；
逛铜官古街，长沙窑火，烧旺盛唐的

“世界瓷器工厂”，在“一带一路”的
时代背景下，续写着千年“丝路”荣
光……

望城文化如湘江之水奔流不
息。 今天，望城区委、区政府将文化
建设作为推动“名望之城”建设的重
要一环，区域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

14 个街镇文化站、40 个示范性
村（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45
个农家书屋、152 个文化广场为城
乡居民织起一张全覆盖的文化公共
服务网， 万场文艺下乡活动让群众
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精神盛宴。“每天
一书、每周有戏、每月有约、四季欢
歌” 的活动铺排串起人们一整年的
文化生活行程，110 支业余文艺团
队载歌载舞，用最“接地气”的草根
节目演绎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为
鼓励文艺创作，该区设立“雷锋文学
艺术奖”， 首届即拿出百万元重奖
40 余部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在这样
浓厚的氛围中，书堂山文人书法展、
“铜官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等文
化活动品牌应运而生， 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纪红建等优秀文人相
继涌现，望城真正迎来文化的春天。

40 年后的今天， 驻足湘江之
畔，举目远眺。一座美丽、强盛、幸福
的名望之城正在崛起！

望城， 距长沙市区中心仅 18 公
里，是离城最近之地，作为湖南重要商
品粮基地， 望城一度只是个典型的农
业县，虽然临城而居，也只能望“城”兴
叹。

转机来自 2000 年。 望城的决策
者在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子上， 意识
到要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必
须依托省会长沙来发展，于是“融城强
县”的发展战略鲜活出炉！

融城，交通是关键。 以前，从县城
到长沙仅有雷高公路和雷锋大道两条
公路，分别需 1 小时和半小时车程。望
城人拓改了雷锋大道， 将望城至长沙
的车程缩短近 10 分钟。

但望城人希望跑得更快些。 2002
年，投资 3.2 亿元开始修建长 9 公里、
宽 100 米，街景灯、绿化带、地下管网
一应俱全的金星大道， 将望城县城到
长沙的车程进一步缩短。

交通不仅连通长沙， 还要辐射更
广阔的天地。 近年来，望城区委、区政
府统筹城乡交通建设， 一个“融入全
国、策应全省、对接长沙”的开放式、综
合型交通体系正在形成———

南向，京珠西线、黄桥大道、马桥
河路、西三环线、雷锋大道、金星大道、
湘江大道、 潇湘大道等 9 条公路飞驰
长沙；

北向，雷锋大道、京珠西线、芙蓉
大道、 桥汨公路 4 条公路连接岳阳湘
阴；

东向，京珠西线、黄桥大道（航电
枢纽）、北三环和北二环 4 条通道横跨
一江两岸；

西向，长常高速、金洲大道和 319
国道 3 条道路驰骋宁乡、益阳。

不仅如此，长沙地铁 4 号线、长株
潭城铁、渝长夏高铁均加速推进，望城
形成了高铁、城铁、地铁、普铁、高速公
路、快速干道“六位一体”立体交通。

交通一旦布局，引领城市格局，拉
动经济发展。

从“工业兴县、园区兴工”到“一江
两岸、协调发展”的战略，望城人从零
起步，迈开跨江发展的步伐！

2000 年，在湘江西岸，布局望城
经开区， 经开区从 28 万元起家，2014
年迈入“国家队”，2017 年全年完成规
模工业总产值 1044.5 亿元，成功挺进

“千亿俱乐部”。
2008 年，在湘江东岸，布局铜官

循环经济工业园，10 年间， 铜官循环
经济工业园获批省级高新区， 形成了
新材料、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临港
经济雏形初现， 已然成为长沙城北大
工业板块的耀眼园区。

还是湘江西岸，2013 年， 望城在
乌山街道境内布局望城区中小企业
园，彼时工业产值由零起步，到 2017
年累计跃升至 88.6 亿元，形成了“先进
工程机械制造、电力智能装备制造、新
材料”为主导的工业格局，成为省级产
业园区。

一个个企业矗立湘江之畔，“一江
两岸、 东西互动” 的城市格局加速推
进，望城经济跑出加速度，区域综合竞
争实力、 投资潜力连续 5 年位居市辖
区全国百强。 数据显示，2008 年，望城
地区生产总值 194 亿元， 财政总收入
17.06 亿元。 2018 年望城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将接近 800 亿元， 十年间翻了
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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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江阔正扬帆
———长沙市望城区改革开放 40年暨恢复建制 40年回眸

一江两岸，水韵望城。 魏波 摄

伟创力长沙智能
制造产业园， 项目总
投资 50 亿元，全面达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
值 100 亿元。

▲

▲

雄伟大气的新华
联铜官窑古镇。

湖南雷锋纪念馆，托起雷锋精神的丰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望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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