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文化广场宽敞整洁，各家门前庭院花团
锦簇，戴着袖章的志愿服务队随处可见，绿树成
荫的“议事堂”下传来欢声笑语，眼前的天心区桂
花坪街道金桂社区金桂小区，和谐而美丽。

谁能想到，多年前，这个以失地农民为主的
安置小区矛盾不断、设施落后、“脏乱差”的帽子
长期扣在头上。

“住的都是洗脚上岸的农民，很多生活习惯
一时改不了，鸡鸭到处跑，衣服被子随处晾，垃圾
扔满地。 ”在金桂小区地界生活了几十年的张生
龙告诉我们。

“现在环境越来越好，日子安稳，家里每人还
可以分到每月 1100 至 1500 元的土地收益。”张
生龙 1948 年出生，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祖祖
辈辈一直生活在原长沙市园艺场石碑管区，现为
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

从世代种田的农民、到洗脚上岸、再到原园
艺场石碑管区党支部书记，到如今安享晚年的老
者，张生龙一生的轨迹与天心区桂花坪街道的发
展分不开。

1982 年以前，张生龙是园艺场直属队队长，
“那时， 我们的身份是‘头戴国营帽， 脚穿集体
鞋’，村里的土地为园艺场培植果树。 ”随着改革
开放步伐的加快，园艺场等国营企业渐渐退出了
市场，原石碑管区的土地成为了“香饽饽”。 政府
征拆， 张生龙和儿子在金桂小区分到了两块地，
建起了两栋 5 层高的楼房，每栋房子面积有 450
平方米。“那时虽然房子宽敞， 但是小区环境很
差，道路用‘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来形容一
点也不为过。 ”张生龙说。“可以说改革开放让我
们农民的土地值钱了，物质水平提高了，但很多
习惯还是没有改过来。 ”

从 2012 年开始，金桂小区走上了提质改造
的蝶变之路：道路硬化再白改黑、下水管网改造、
花坛绿化、路灯改造等，还先后举办了“最美庭
院”“最美楼栋”“最美家风家训”评比活动，充分
调动起广大居民的积极性。 短短几年时间，金桂
小区所在地金桂社区，从“落后社区”变为了“省
和谐示范社区”、“省文明社区”。

“以前庭院种菜，现在种花；以前麻将声声，
现在音乐、笑声不断；以前道路坑洼，现在草砂路
通到家门口；以前脏乱差，现在干净又和谐；以前
房子每月才租 600 元，现在房租最低都有 1500
元咧。”细数起社区这几年的变化，张生龙感慨不
已。 像张生龙一样享受到发展带来红利的，在天
心区还有不少。

近年来， 天心区全面实施民生造福战略，让
民生服务更有深度与温度，仅 2018 年，就在全区
范围内铺排了全面提质提档项目 25 个，投入 1.8
亿元，从社区最薄弱的地方入手，优先解决道路交
通、管线整理、下水道堵塞、停车位等基本问题。

与此同时，天心区还将“15 分钟生活圈的打
造，停车场、农贸市场的建设，人行道、自行车道、
历史步道的建设”作为实施“民生造福”战略、打造

“幸福天心”的重要抓手，周密部署，精心规划，强
力推进，确保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在家门口升级。

按照规划，2018 年底前，天心区将建设生活
圈 27 个，新建农贸市场 5 个，停车场 26 个、自
行车道 2 条、文化步道 2 条、健身步道 1 条，且
在生活圈内按需增配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站、公共厕所、24 小时图书馆等 200
多个民生项目，切实丰富生活圈内容，满足居民
群众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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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砖房到滨江大宅

住在近 200 平方米的大房子里， 养花、
养鱼、运动，白建华由衷地感慨起改革开放
的好来。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
福生活咧。 ” 白建华是地道的长沙人，1955
年出生，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吸引下，辞职下
海创业，曾在深圳等地打拼多年，如今住在
长沙市天心区保利国际中心。

当谈起改革开放对他们家有什么改变
时， 他毫不迟疑地说：“自家的住房足以说
明。 ”因父亲是留苏干部，上世纪 70 年代时
在省水利厅工作。“那时，我们一家 5 口挤在
扫把塘（现为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
水利厅分配的 40 平方米红砖房里，3 兄弟
挤在一个铺上，卫生间和厨房也都没有。 ”

“那时，长沙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
大部分都是红砖砌的平房，阴暗潮湿，也没
有什么功能分区。 ”

白建华说，改革开放以后的 90 年代初，
父亲单位集资建房，家里也分了一套 100 平
方米左右的房子，“那时房子基本都是 6 层
楼，我家住在 2 楼，终于有了独立的卫生间
和厨房。 ”

在工厂上班没几年后，白建华选择了辞
职下海，辗转深圳，广州，还曾去过美国等国
家做生意，有了充裕的资金后，于 1998 年买
了当时长沙的高档楼盘“王府花园”。

“王府花园是当时长沙市开发得比较早
的高档楼盘，地理位置好，小区环境好，配套
也不错， 我当时买的房子有 130 平方米左
右。 ”白建华说。

2012 年， 位于南湖路与湘江中路交会
处的保利国际中心开盘，白建华选了一套临
江的房子。“从小生活在天心区，老了落叶归
根也想选择天心区。 ”白建华说这套房子将
是自己的养老住所。

如今， 已入住保利国际几年的白建华也
已退休，选择和老伴伺花弄草，宽敞通透的大
房子， 不仅布置了健身器材， 还有专门的书
房、花房，小区里也是四季花香，干净整洁。

改变的不止是白建华一家。 我省自
1998 年彻底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后， 极大地
调动了市场投资建设商品房的积极性。 全省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 1978 年的 3.9 平方米
提高到 2017 年的 46.5 平方米，新建住宅小
区物业覆盖率达到 97%，实现了从“蜗居”到
“宜居”的历史性转变。

每次看到儿子学校那干净宽敞的跑道，可
以肆意驰骋的足球场， 功能齐全的阅览室、实
验室、音乐室、3D 教室，薛海霞就会由衷地感
慨：“现在的学校，跟以前比，强太多了。 ”

“我们那时的农村小学，地方小，房子矮，
操场还是泥巴地，冬天窗户漏风、雨天一身泥
巴。 ”1984 年出生于长沙县金井镇的薛海霞对
于当时就读的学校印象深刻。“那时冬天会带
一个烤火盆，盆里放些炭火，但手还是会冷得
生冻疮。 ”

如今，薛海霞的儿子就读于天心区湘府英
才小学，自己家也早已搬到了天心区北辰中央
公园居住，家与学校的直线距离不到 1 公里。

其实，刚搬到天心区南部片区时，薛海霞
很期盼家门口能有一所好学校。 很快，天心区
政府投入几千万元，新建了天心区湘府英才小
学，并配备了设施先进的草坪足球场、篮球场，
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设备齐全的功能室……

“学校非常注重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开
设了童趣课程，阳光体育等，儿子非常喜欢去学
校，经常回来跟我讲学校发生的趣事。 ”儿子进
入湘府英才小学后，变得更加礼貌、懂事，这让

薛海霞非常骄傲。
除了硬件设施，还

有师资，也让薛海霞非
常满意，“那时在我们
村办小学，只有几位
老师， 而且还是代
课老师， 很多都没
有接受过专业学习、
培训，老师少，有时一
个老师既要教数学、语
文，还要教体育、音乐。 ”

“现在，儿子他们学
校有 150 多名教职员工，
还有语文、体育、美术名师工
作室，全是优秀的专业老师。 ”

从母亲到儿子， 虽然只经历了
短短的几十年，但变化早已是翻天覆地。

“改革开放让中国强盛了起来，教育质量
也跟着水涨船高，吃穿不愁，孩子上学有保障，
未来有希望，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代吧。 ”薛海
霞说道。

学校的变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天心
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天心区有直属
学校 53 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中学 6
所（初中 5 所，高中 1 所）、小学 46 所。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心区区委、区政府，把教育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教育投入逐年加
大，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

百姓说“民生”

从“下雨一锅糟”到满园春色

湘府文化公园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白沙井公园健康步道。

杜甫江阁。 董劲 摄

普亲黑石铺社区老年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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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脚踩黄土四面漏风到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校舍

2018 年的芙蓉南路
和浦沅立交桥。 董劲 摄

重新扩、修建后的桂花坪小学。 董劲 摄

上 世 纪
90 年代二环
线芙蓉南路
及浦沅立交
桥工程施工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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