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湘江西岸大堤前行， 有一处 5 平方公里
的土地，每到汛期，这里总是一片汪洋。

11月 28日，同一处土地，却是水清岸绿，鸟
语花香，整洁靓丽。

“湘江村早就变了，从‘水窝子’变成了休闲
观光的美丽乡村，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 ”
1982年出生，土生土长，现为望城区高塘岭街道
湘江村支部书记的邓志平话语中满是骄傲。

“在我印象中，90年代的湘江村到处都是泥
巴，泥巴沟、泥巴路、还有不少的土砖房，一到汛
期内涝严重，烂泥巴到处都是。 ”邓志平说，小时
候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村里的泥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湘江村一部分
人开始外出谋生，大部分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
“1995 年的时候， 我们村里就有了十几辆摩托
车，不少人盖起了新房子。 ”邓志平也曾在外工
作多年，从事的也是建筑行业。

“2004 年， 我的月收入就有 6000 多元，在
2005年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邓志平说，虽然自

家的日子过得愈加殷实，但是每次看到依旧破旧
的家乡，心里总会泛起心酸。2011年，邓志平决定
留在家乡发展，并当选为村支部委员。

此时的湘江村，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已有
人在此创办了生态农庄。 特别是 2013 年，宝丰
农业在湘江村落户，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 2014
年，湘江村在新一届班子的带领下，开始了一系
列动作：完善基础设施，整治河道、沟渠，建设人
工湿地，实施垃圾分类，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等，
湘江村开始走上蝶变之路。

2016年，为了实现规模经营，湘江村成立了
土地专业合作社，全村 3400亩土地入社 2700余
亩，并全部实现流转。

土地高效流转的同时也促进了规模化、现代
化农业的发展，近几年，湘江村相继有 4 家企业
落户，并形成了优质农产品自主品牌，休闲农业
品牌也逐步打响。湘江村已从原来泥巴满村的落
后村发展成为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全村 1070
户，有 600多户买上了小汽车。

去年， 邓志平高票当选为湘江村党支部书
记，责任更大，劲头更足，“下一步，我们将做精
现代休闲农业，希望游客来了，走到任何一个角
落，都像走进了现代农业大公园。 ”

刘静每次开车回老家望城区东城镇（今茶
亭镇）时，总能回想起曾经坐轮渡过江的场景：
“等半天、慢悠悠。 ”

如今，轮渡不见，回家走京珠西线，航电大
道，车快人畅，好不惬意。

“轮渡慢慢退出望城历史舞台的过程，就是
望城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历程。 ”刘静感慨。

一条湘江，穿望城而过，把望城分成了河东
和河西。一座城市，隔江相望，上个世纪以前，人
们过河只能乘坐渡船。

1997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刘静举家搬到了
位于河西的县城，从此，每个周末便有了与渡船
为伴的记忆。“几乎每到周末，父母都会带着我
回河东的老家，总是要早早起床，赶轮渡，有时
需要等上半天，有时还会遇到轮渡下班，我总是
嫌麻烦赖床不愿意回去。 ”刘静说，坐轮渡回家
几乎伴随了自己整个青春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两岸经济的繁荣，轮渡
显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随着湘江
三汊矶大桥和绕城高速的竣工通车， 过河有了
更快捷的通道。

再后来，在“融城强县”发展战略的推动下，
望城的过江通道增加到了 4 条， 不少轮渡被时
代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静回老家，也再没
坐过轮渡。

不只是过江通道，望城去省会长沙的通道，
也增加到了 9 条， 车程由原来的一个小时或半
个小时缩短至十几分钟。

“随着四通八达道路网的拉通，望城也迈入
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早已从郊区变成了城区，
菜园变成了花园。 ”刘静说，这么多年来，自己见
证着渡船从必备的交通工具到退出历史舞台，
更是见证了望城河西河东跨江交通体系的迅猛
发展。

湘江村里 说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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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靖港古镇，有一处叫“怡
华楼”的铺面，从清末民初起，
就在靖港做粉、卖粉，沉浮上百
年。 如今， 这家店已传至第 5
代， 却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手工
制作，坚守着手工粉的初衷。

11 月 28 日，我们在靖港古
镇见到“怡华楼”的第 4 代传承
人易国宁时，今年 65 岁的他正
站在招牌下不紧不慢地推着石
磨， 米浆一点点地从石磨出口
流出，汇入盆中。 一旁的妻子把
米浆倒入蒸锅，不一会，米浆凝
固，通过冷却后，一张圆形的米
皮被晾晒在了屋内的面台上。

“手工磨米浆不辛苦吗？ ”
“辛苦点没事，只要顾客吃起来
味道好就值了。 ”易国宁说，自
家在靖港做米粉已有 5 代，一
直秉承着传统的手工技艺，也
见证着古镇的兴衰起伏。

1982 年以前， 易国宁的爷
爷和父亲都曾是“怡华楼”饮食店的厨师。“那
时公私合营， 怡华楼的私方负责人就是我爷
爷和我父亲。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靖港也
开始允许搞个体经营，易国宁当时就把“怡华
楼”重新开了起来，由妻子负责经营。

“那时古镇非常热闹，好多政府单位和公
办企业都在靖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很多
公办企业经营不下去倒闭， 单位也迁走了不
少，靖港也就慢慢萧条了。”易国宁说，随着古
镇的萧条，“怡华楼”也经营不下去了。

2001 年，易国宁带着一家 4 口来到长沙
创业，“当时我们在新河经营百货和化妆品生
意，收入还不错。”随着易国宁全家离开靖港，
“怡华楼”在靖港消失了 8年时间。

直到 2008 年，一场关于推动望城古镇群
复兴的“战役”开始打响。望城区委、区政府首
先启动了靖港古镇保护性开发。 看到商机的
易国宁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靖港， 把原来的老
房子修饰，在一楼重新竖起了“怡华楼”的招
牌。“我记得古镇是 2009年 9月开街的，我们
早一年回来， 开街后， 生意又慢慢的好了起
来。 ”

如今，“怡华楼”在古镇上开了两家店，易
国宁的两个儿子还在长沙开了两家分店，一
家人正打算努力把“怡华楼”做成连锁，发展
成一个产业。

守在古镇的易国宁经常感慨：“没有古镇
就没有如今的‘怡华楼’，伴着古镇而兴衰，也
希望可以为古镇复兴添彩。 ”

■ 张福芳

1978 年 ， 值得被

历史铭记的一年， 这一

年， 我国改革开放的号

角吹响，望城，也在这一

年恢复建制。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 望城人开始了筚路

蓝缕的征程。

40 年， 从无到有，

从郊区到城区， 从菜园

到花园，从落后到崛起，

从农业大县到大长沙城

北， 望城主政者始终没

有忘记让百姓过上好日

子的初心。

湘江见证， 本文的

4 位“主角”作证。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鸿
还记得 2003 年刚来望城
经开区（原湖南省台商投
资区） 时的场景：“一片茅
草地， 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 ”

十几年时间， 这里早
已厂房林立， 道路四通八
达，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而泰嘉也已成为金属
锯切行业内的翘楚， 并于
2017年 1 月成功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这片
黄土地上飞出的“金凤
凰”。

“泰嘉可以说是望城
经开区发展、 壮大的见证
者，更是参与者。 ”方鸿说，
当时望城经开区还没成
立， 寥寥几家企业散落在
县城东南一片 6.33 平方公
里的荒野。 但望城政府的
真诚打动了他， 最终决定
留在这里创业。“没想到望

城区政府这么给力，帮助我们实现了一年建
成投产。 ”

令方鸿没想到的还有 2009 年经历的用
电荒，当时因为 2008 年湖南大范围的冰灾，
导致电网遭受严重破坏，影响了供电。“当时
电力局要求先保障居民用电，所有企业供电
砍掉一半，可我们企业比较特殊，必须 24 小
时供电，才能保证正常生产，这可把我急坏
了。”方鸿把困难跟经开区领导一汇报，立即
就得到回应，经开区领导带队与长沙市经信
局、电力局衔接、协调，最终确保了泰嘉的用
电。

不只是经开区， 望城区国税局经常性、
真心实意的帮助、 指导也让方鸿备感温暖，
“企业这么多年，发展得这么顺，离不开望城
以及长沙市各方面的帮助。 ”

当然， 泰嘉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从
一个车间发展成三个车间；从产量不到 200
万米到产量 1600 万米； 从一家创业初期粗
放型的企业发展为行业内的翘楚，2017 年
产值达 4亿多元，纳税 4000多万元。

泰嘉的发展，可以说是望城经开区发展
的一个缩影。

2000 年时， 望城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
大县， 旺旺集团几乎就是望城工业的代名
词。 2002 年，中联重科工业园落户望城，金
星大道启动建设；2005 年，晟通科技、大北
农等项目启动建设， 入园企业达到 91 家；
2006 年，园区由“湖南省台商投资区”“湖南
省高科技食品工业基地”“湖南望城国家农
业科技园”三园合一正式升格为湖南省望城
经济开发区。

从此， 望城经开区驶入高速发展的快
车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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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收入迈上 40 亿元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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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新望城。 张鹏 摄

水清岸绿、鸟语花香
的湘江村。 张福芳 摄

年 轻 的 望 城
区如旭日东升。

年，见证望城蝶变40

泰嘉新材，坐落在望城经开区的产业“隐形冠军”，领域排名国内第一、全球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