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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千年以来，莘莘学子在
岳麓山下、岳麓书院求学求知，湖湘精神、千年文脉
传承发展、源远流长。 而今，一座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让这精神与文脉有了全新的外延。

细细追溯大科城的出现，要从湖南大学的创办
说起。 90多年前，湖南大学首先从千年学府岳麓书
院故址完成了它成为现代化大学的转型， 并由省立
高校，办成“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后由省立改为国立
大学。

几乎同一时期，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矿科衍生
出中南大学最早的主体学科，后至 1938年，国立师
范学院创办， 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此
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所高校先后被列为
全国重点大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高校历经院系
调整，学科重组，尤其是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
“教育产业化”，导致大学扩张，一些规模较小而富有
专业特色的专科院校被合并， 这才有现在的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在岳麓山西侧，还有湖南省公安干部学校搬迁
后，原校址改扩建成现在的湖南行政学院；湖南财经
专科学校变身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再往西到望城坡，
以前的湖南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改扩建成现在的湖南
商学院； 更远的湖南省物质学校则成为现在的湖南
商务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从西区发展至岳麓区，曾经的“大学城”始终将
老长沙“文化区”的血脉代代相传。当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及湖南师范大学等数座高校集聚雄立， 一片钟
灵毓秀之地上，岳麓山“大学城”声名远播。

说历史，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岳麓

书院；道人文，毛泽东、蔡和森等大批伟人在这里
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讲规划，三所高校早已没有
围墙的物理隔阂，大学在城市里、城市
在大学中；论成果，一批又一批学子犹
如奔腾不息的湘江水，源源不
断地为国家发展建设贡献着
光和热。

然而，它也和国内其他大
学城一样，不可避免地遇到
诸多“成长中的烦恼”：过去
配套的相关设施逐渐落伍，
夜市经营带来的交通拥堵、
安全隐患、环境卫生、社会
治安、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踵
而至；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管理
机制有待完善， 创新集聚效应
亟待形成……

可这些看似令人烦恼的问题， 正是
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世界上以产业而兴的城市有盛有衰，唯有以教
育而兴的城市永不衰落。 ”在 2016年湖南省委城市
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杜家毫提及，岳麓山国家大学
科技城不比剑桥、哈佛等大学城差，只要好好保护、
规划、建设，至少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城之一。

2016年，大科城建设正式提升到全省发展的战
略高度，被写入省党代会和省政府工作报告。 2017
年 5月，省委书记杜家毫调研大科城，明确提出“用
一年时间的整治和改造， 让师生和市民眼前一亮”。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再度提出要把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打造成湖南新名片。

建设最美大学城， 这份新时代考卷该如何答题？
按照杜家毫给出的四个关键词———教育兴城、 打破
“围墻”、创新创业、久久为功，长沙市岳麓区肩负起大
科城建设“主力军”责任，紧紧围绕校区、城区、景区、
园区“四区融合”，推进品质提升、合作共创两大工程。

短短一年，麓山南路内外兼修焕然一新，成为名
副其实的书香路、文明路；昔日违建院落扎堆的老旧
小区，提质改造摇身变为品质小区；中南大学科技园
（研发）总部拔地而起，后湖国际艺术园精雕细琢，校
园与城市之间的“围墙”、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围墙”
被打破，创新的因子在园区被激活……

今日“大科城”，已非昔日“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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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2018 年的日历翻

开第一页， 改革开放已经

走到第 40 年。

时针滴答，不舍昼夜，

岳麓书院里传出的钟鼓

声，历经寒来暑往，见证着

长沙这座城市 “拥有属于

自己的大学城” 从梦想变

为现实。

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

“春雷”，到“双一流”大学

建设如火如荼； 从靠高考

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激烈，到高等教育

成为大众教育， 万千学子

圆梦星城； 从 1977 年的

冬寒料峭到 2018 年的春

暖花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

洪流滚滚向前， 长沙各大

高校从未停下前进的脚

步。

以中南大学、 湖南大

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

为主形成的岳麓山大学城

经过统筹发展， 到 2000

年，被列入全省“十五”规

划。 此后，在 10 余年持续

努力中， 大学城的规模日

渐发展壮大。至 2016 年，

随着长沙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一个崭新的“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 被书写进

省党代会和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

承续湖湘千年的文

脉，承载湘江奔流的智慧，

如今， 岳麓山脚下兴起大

科城， 让越来越多有志青

年汲取知识的养分， 不断

成长，走向未来。 同时，也

满足着长沙对人才的渴

求，对科技的尊重，更点燃

岳麓区向“湖南硅谷”美誉

腾飞的激情和力量。

踏上大科城麓山南路北入口， 一个赫然
屹立的抽象“山”字型城市建筑映入眼帘。 复
古的金黄色调、厚重的钢铁质感，“山”字由三
个窗口组合而成，含“岳麓山下‘大科城’，‘大
科城’中岳麓山”之意，昭示着对外来人才的
欢迎。

这个现代简洁、 寓意深长的标识， 由中
南、湖大、师大三所高校的学子参与设计，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岳麓区分局组织专家对方案
进行设计深化，是“区校共建”的智慧产物。

秉持“服务驻区高校就是服务岳麓”的发
展理念， 岳麓区与驻区高校之间保持良好互
动， 在打破校园围墙的基础上， 突破思想观
念、体制机制、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产学研用
等各个方面的“围墙”，尤其注重保留历史文
脉，让麓山脚下的文化长存。

过去， 二里半最有标志性的建筑是湖南
师范大学老校门。 上世纪 90 年代，麓山南路
拓宽改造工程启动，道路虽拓宽三倍，但包括
师大老校门在内的两侧建筑物， 却被拆除或
搬迁。

去年，在麓山南路综合整治中，岳麓区以
“打破围墙”的决心和担当精神，启动二里半
国有土地征拆，仅用 45 天时间，为高校建设
腾出宝贵空间。 师大老校门得以原址重建，外
观形状等全部延续原来的风格。

“这不仅是恢复一个学校的标志，也是一
种对文化传统的守护。 ”在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蒋洪新眼里，老校门的重建，意义深远。

除了校门，高校周边的路灯、公交站亭，
甚至防护栏、垃圾桶，色彩及风格也是整体协
调，为了匹配沉淀千年的学府气质，岳麓区与
三大高校师生、专家学者、设计者、施工方在
一次次建设规划座谈会上反复研讨， 集思广
益。

事实上，由区校共建的文化“景象”，在大
科城俯拾即是。

作为大科城重要组成部分， 后湖依山傍
水、大学林立。 多年以前，这里曾自发聚集过
一批本地艺术家， 后来却因拆迁和湖水治理
等问题搬离。

2015 年起，岳麓区启动后湖片区综合整
治工程，大量关停违规门店、拆除违章建筑。
去年，又深入实施道路建设、截污治污、拆违
提质、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五大工程，打造媲
美北京 798、 上海莫干山的国际文化艺术园
区。

在与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
学合作共建的基础上，园区科创梦想小镇、创
意设计小镇和艺术小镇各具特色，各放异彩。
原创艺术创作交易、湖湘文化展示、艺术休闲
娱乐、传统文化传承……曾经的“岳麓渔场”，
随着艺术家再度归来，变成文化高地、艺术高
地。

目前，后湖国际艺术园已有朱训德、段江
华、陈和西、舒勇等百余位知名艺术家相继入
驻，省美术馆、“58”众创、麓客众创、锦绣潇湘
文化园等文化产业项目也落子于此， 创意设
计、 文化艺术、 科技创新等业态形成集聚效
应，文化氛围空前浓厚。

当把大科城的种种变化放到改革开放风
雨历程中去回忆，文化与科技交融、院校与地
方共生的形象才慢慢清晰。 然而，在岳麓区委
书记周志凯看来：“大科城的建设绝非一朝一
夕之功，一切还只开了一个头。 ”

一座城市塑造一所大学，反过来，一所大
学也繁荣一座城市。

曾经，杨浦是上海的工业老城区。 2002年
起，上海市推进“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
10余年间，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 17所高校在
原址扩建近一倍，一批以大学科技园为核心的
科技产业园区勾勒出“都市硅谷” 的轮廓，校
区、园区、社区广泛联动，城市副中心呼之欲出。

再看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大学与城
市，也是命运共同体。

从西二环王家湾向岳麓山眺望，中南大学
科技园（研发）总部大楼巍然挺立，融入在苍翠
的岳麓山中，这座多功能、现代化、高品质的科
技园区格外与众不同。

事实上，过去很长时间，这里是积淀较深
的城市斑点区域，基础设施薄弱、房屋老旧破

损、群众居住拥挤。2017年，岳麓区依
法征拆房屋 165 栋， 通过校地联动，
多方合作，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

部当年立项、当年拆迁、
当年建设、 当年基本竣
工，1 号栋仅用 100 天

时间完成基本建设。
从此，一片让科

技人才足不出户就能潜心科研、转化成果、舒心
生活的“乐土”诞生。

张利军犹记得，2013年， 刚从德国回到中
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任教时，每天走出学校
西大门，必须要艰难地穿过一片脏乱差的棚户
区，才能抵达西二环。

“去年 5月开始， 突然发现校门外开始拆
迁，听说要建园区，师生们都很兴奋！ ”眼见一座
现代化的科创园区，只用一年时间从无到有，如
今，他走出校园就进了科技园。

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身边科技转化、人才
培养平台搭建完善，张利军遇到人生的“重大
机遇”———有企业抛出橄榄枝， 意图购买他的
专利技术并落户园区。

改革开放 40 年，岳麓区“湖南硅谷”的美
誉不变。 汇集中南、湖大、师大等 20 多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32 位“两院”院士，57 个国家和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 近 30 万科技人员和高校师
生，2002年，岳麓区主持编写了《湖南“硅谷”之
梦》一书，展露出将高校科技成果进行市场转
化的美好愿景。

如今，梦想实现，一个装载着“黑科技”的集
装箱从长沙运送到青海格尔木的东台吉乃尔
盐湖。这项“黑科技”，让当地盐湖高“镁锂比”卤
水经过“黑匣子”装备再流出时，净化成优质“南
美盐湖卤水”。

这项原创颠覆性技术， 是中南大学冶金与
环境学院副院长赵中伟带着团队苦苦研发 10
余年的成果，一经诞生，受到多个行业领先企业
的关注。“当初试验成功后，我迫不及待跑到学
校科研部‘求转化’，但听到成果转化过程的复
杂，有点打退堂鼓。 ”

赵中伟是典型的技术型专家，不舍得“卖”
掉自己多年辛苦换来的“宝贝”，但在中南大学
成果转化、谈判专家李昌友的“保姆式”服务下，

最终，这项专利以 1.048亿元的高价，被上海一
家公司从中南大学转出，双方成立中南锂业，直
接落户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

2017年 5月 23日，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
发）总部开园，集聚院士创办企业（项目）4 家，
世界 500强 2家，“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等知名学者创办企业 5 家，上市公
司 5 家， 教授领衔企业 33 家……不计其数由
高端人才、 前沿科技主导支撑的“金种子”，在
23.19 平方公里的大科城内落地生根， 结出产
业硕果。

今年，岳麓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固
定资产投资增幅、新增“四上”企业个数连续 5
个月排中心城区首位。 创新创业蔚然成风的背
后，大科城不断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

西二环辅道拓改、麓山景区与桃花岭联通
工程、核心区安置房建设……如今，岳麓区一手
抓建设，一手抓管理，基础设施跟上了、研发空
间有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科城学
城、产城、创城“三城融合”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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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忆街。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

麓山南路现今道路平
坦， 两旁建筑物外墙焕然
一新。 李健 摄

后湖从曾经的“岳麓渔场”变身国际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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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岳麓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