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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芝英现在还记得 1956 年刚从郊区
嫁到南区（现为天心区）白沙岭街的时候，

“一条毛石路，几栋破旧的平房。 ”
“现在多好，出门就是草砂路，下雨都

不会湿鞋子。 ”沈芝英说现在的道路四通八
达，高铁、地铁、飞机，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样子。

沈芝英 1935 年出生于长沙市郊区，后
嫁入天心区，曾在长沙市公安局幼儿园、三
友化工厂、 南大路办事处（先为城南路街
道）工作，虽已 83 岁，但她现在还是天心区
城南路街道工农桥社区的志愿者。

2014年，长沙地铁二号线开通的时候，
沈芝英约上了几个老姐妹，从火车站坐到了
万家丽站，“我们从万家丽站 4 号出口走出
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万家丽了，好繁华，全
是高房子，90年代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呢。 ”

在万家丽逛了一圈，沈芝英直呼“变化
真是太大了”。 当天，她还乘着地铁 2 号线
到了望城坡站，那里曾经叫郊区，是她小时

候生活过的地方，“看着现在家乡发展得这
么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沈芝英说自己
这一趟，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

地铁贯穿东西、南北，这是沈芝英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时我们去哪里，基本是靠一双脚，那
时上班的地方在黄土岭，每天上下班走路要
走个把小时，遇上冬天下雪，摔跤是常事。 ”

“以前街上大都是人力车，改革开放以
后，自行车才在街上多起来。 ”沈芝英现在
还记得，自己看到的第一辆私家车，是当时
一户姓欧阳的大户人家买的，“锃亮的，跑
起来屁股上还冒黑烟。 ”

因为家里贫穷，丈夫去世早，沈芝英家
一直没有买过自行车， 坐公交车也是选择
性地坐。“那时，家里 4 个小孩，全靠我那点
微薄的工资，自行车不仅要凭票，最便宜也
要 200 多块钱一辆。 ”

沈芝英还是长沙芙蓉路的见证者，
“1984 年的时候， 长沙市政府批准成立芙

蓉路建设指挥部，10 年拆迁、 建设， 直到
1994 年 12 月中旬， 伍家岭到南二环段全
线通车，全长 9.45 公里，路幅宽分别为 60
米、46 米。 十年磨一剑，可见当时修建芙蓉
路是多么的艰难。 ”沈芝英感慨。

1995 年 1 月 26 日， 芙蓉路开通公共
汽车 208 专线， 这也是芙蓉路首次开通公
交车，沈芝英硬是省出了饭钱，坐了一趟公
交车。 时光更迭，如今的芙蓉路已成为贯穿
长沙南北， 连接起长江经济带腹地长株潭
城市群，总长度达 61 公里。

和芙蓉路一样，这几十年间，沈芝英的
一家，也早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连最小的外
孙女都添置了小汽车。 前年， 她说想去看
海，女儿立马就帮她定了去厦门的机票，母
女俩第二天就飞去了厦门旅行， 喜得沈芝
英直感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出行速度，
要感谢共产党， 是共产党带着我们奔向了
幸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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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声惊
雷，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从此，改革开放如春雨滋润着天心区
广袤土地，让这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天
心人民生活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喜人变化。

天心人可以自豪地说，这
40 年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
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 这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最多、 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
40 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
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
小康迈进的 40 年； 也是社会保
障事业从无到有、 从制度建立再到
全面推进的 40 年。

40 年风雨兼程，40 年砥砺前行。一个
个天心普通百姓、普通家庭的生活与时代
同呼吸、共命运，共同绘就了文明进步的
画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天心区始终秉承“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
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在创新改革的路上， 一张蓝图干到
底，一届接着一届干，高起点规划、高效能
推进，高标准打造了长沙外滩、省府新区、
暮云片区， 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民
生。区第五次党代会更是提出大力实施民
生造福战略，社会保障托底、食品安全、平
安畅通、学校建设、社区提质、绿色城市、
美丽乡村、生态环保、文体健康九大民生
工程件件都浓缩着天心区委、区政府对百
姓的深情厚谊。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 天心区以实干做基础，以智力做
支撑，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改革，“与
时俱进” 满足人民群众新时代更多样化、
更多层次的需求———让百姓享受到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民生获得感，
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跨越四十载，百姓是最佳“见证人”。
为此撷取 5 位来自天心区的普通人，作为
亲历改革开放的“民生样本”，用他们的故
事回望这一历史进程，记录生活的沧桑巨
变，彰显时代芳华。

黄兴南路原名南正路， 始建于 1930
年。 1947 年，民国长沙市政府为纪念辛亥
革命领袖黄兴，将南正路改名为黄兴路。从
清末民初开始，黄兴南路附近的八角亭、司
门口、 南门口一带就因其商业中心地位而
享誉中外，20 世纪 30 年代逐步成为省会
的中心商业街区。

经历数百年沧桑的黄兴南路，可以说
是长沙商业历史变迁最好的见证者。

从小在南门口出生、长大的梁峰深
有体会。

“上世纪 80 年代，黄兴南路商业
街就非常繁华了， 那时街面宽不过二
三米，服装、百货、鞋帽、小吃什么都
有。 ”现为步行街商业街商会会长的梁峰
回忆道。

1983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吹到长沙
后不久， 梁峰的母亲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
个体户，在黄兴南路开了一家鞋店。“那时，
卖的都是布鞋，但是生意很好，毕竟那时商

品还比较匮乏。 ”
梁峰告诉笔者， 当时长沙市商业氛围

最浓厚的地块就是现在以黄兴南路步行街
为核心的五一商圈，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
逢年过节买东西的人都是摩肩接踵。

1990 年，20 岁左右的梁峰在国营企
业工作了 3 年后，也选择了辞职下海。“可
能是受母亲的影响，对做生意比较感兴趣，
而且当时改革开放的氛围也愈见浓厚，身
边的很多人都当起了私营业主。 ”梁峰从父
母那里借来了 5000 块钱， 在坡子街开了
间皮革店，做皮鞋、卖皮鞋。“经过发展，那
时坡子街有一半铺面做起了皮革生意。 ”

进入 90 年代末，黄兴南路沿路两厢商
家经营状况开始下滑。“那时市商业集团分
布在沿路的 16 家商店，1991 年的销售额
占到了全系统的 70%，但到了 1996 年，只
占到全系统的 30%以下。 黄兴南路的发展
前景引起了不少领导和专家的关注。 ”梁峰
作为区划调整后的天心区第一届政协委

员，非常关注黄兴南路的发展，也曾写过关
于黄兴南路商业街的不少提案。

当时，在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已先后
建成了步行商业街，长沙市很多领导和专家
也都建议将黄兴南路打造成步行商业街。但
由于黄兴南路是贯穿市区的一条主要交通
要道，这些建议和意见一时难以实现。

进入 21 世纪，随着长沙市创建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进程加快， 五一广场商业特区
建设启动。 2001 年，长沙市委、市政府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引进福建三
木集团和香港兆祥公司联合组成长沙三兆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动工兴建
黄兴南路步行街。

“2002 年 10 月 1 日开街后的黄兴南
路步行街真的是焕然一新，黄兴铜像、黄兴
广场以及一些人文景观的设计， 让步行街
既有文化底色，又有着浓厚的商业氛围。 ”
梁峰说开街后的步行街， 很长一段时间一
铺难求。

那时黄兴南路步行街有“三湘商业第
一街”的美誉，2009 年，仅步行街主街就完
成了营业额 18 亿元，为打造前的 44 倍。平
时日均客流量达 8 至 10 万人次，节假日可
达 30 万人次以上。

随着步行街周边商业业态的逐步完善
和成熟，以步行街为核心的五一商圈已成为
了长沙以及外地人来长沙的必打卡地之一。

而天心区也随着“繁北拓南”“北提南
进”战略的提出，依托五一商圈、长沙外滩，
逐步形成了商贸物流、 现代金融、 文化创
意、地理信息、健康医疗、休闲旅游六大重
点产业。

梁峰也早已把铺面转让， 当选为步行
街商会会长， 致力于为商会和会员单位服
务，继续为五一商圈的提质繁荣不停奔走。

绘就天心民生新画卷（上）年40
百姓说“民生” 从“一枝独秀”到六大产业“齐头并进”

百姓说“民生” 从出行靠双脚到说走就走的旅行

（本版老图片由长沙市城建档案馆提供，其他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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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解放西路
建设施工现场。

今日的解放
西路。 董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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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黄兴南路八角
亭原貌。

现在的黄兴路步行街。

南郊公园。

提质改造后的天心阁社区。 董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