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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发源地
镌刻民族记忆

在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宝库中，
作为世界四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屈原是一
颗璀璨的明星，那甘为清流、爱国敬民的精神
节操世人相传；那幽兰茹雪、正道直行的伟岸
人格源远流长；那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风
流韵醇香依旧。 他行吟于汨罗江畔，挥就了惊
天动地的不朽诗篇， 树起了光争日月的精神
雕塑。

屈子在投江自沉时起，汨罗江就与屈原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每年端午，汨罗人都会
包粽子、喝雄黄酒、划龙舟，来追挽屈子的忠
魂，围绕纪念屈原而形成的几千年永不衰竭
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成为湖湘文化和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汨罗江的清流，
流向世界，流进了全球华人的血脉。 汨罗也
因此被誉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载入了
民族记忆的版图。 进入新世纪，如何进一步
弘扬和传承屈子端午龙舟文化，摆在了汨罗
市委、市政府的面前。 契机出现在 2009 年。
当年 12 月 1 日，中央领导李长春、刘云山率
中央六部委负责同志， 亲临汨罗屈子祠考
察，作出了“要支持屈原纪念馆和屈子书院
的建设”的重要批示。 此时，屈子文化园项目
正式启动。 2010 年 4 月 8 日，中央领导李源
潮亲临屈子祠并指示：“一定要把汨罗屈子
祠、端午节、龙舟竞渡、屈原故事等物质的和
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利用好、 发展
好。 ”2010 年 7 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专题听取汇报，明确要求将屈子文化园“纳
入全省‘十二五’重大文化项目”，将屈子文
化园建成“湖南省标志性文化工程”和“全球
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在中央、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下， 一个以屈子祠为核心的文化园区走上
了建设之路。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镀亮屈原文化

第一次开发文化旅游产业， 规划是一条
漫长的路。 汨罗市委、市政府邀请东南大学、
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的规划
设计团队，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现场
调研、开会讨论，确定项目选址屈子祠镇新义
村（原金钩和农科村），规划面积 6.25 平方公
里，分屈子祠核心景区、端午文化体验区、端
午文化产业区、端午文化民俗区、屈原墓保护
区、汨罗江湿地保护区 6 个区域开发，充分利
用屈原在汨罗居住、创作、沉江这一系列特定
历史事件，围绕屈子祠、汨罗江、端午节这些
杰出的文化遗产，通过遗产保护、环境整治、
项目建设和文化再生手段， 有机整合区域内
“山、水、祠、院、馆、址”资源。

作为一个集文化传承、遗产保护、文化体
验于一体的文化工程，历经 7 年，投入 11 亿
元，完成了 1.6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建设。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特别
是近两年，汨罗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文化、
生态、 活力汨罗的发展战略， 市领导主动作
为，各部门积极担当，讲好屈原故事，打响旅

游品牌。 汨罗市委书记喻文
一线调度， 主持设计方案评
审，远赴北京、上海、桂林等地，
向方铭、夏湘平、刘洪彪、何山等
名人大家问计取经； 市委副书记、
市长朱平波多次跑省级部门汇报，
解决土地报批、工程报建等难题。 60
多名建设者干劲倍增，据不完全统计，两
年内，30名工程人员全年无休， 其他人员
节、假日上班累计达 1000余天。 征地 2500
余亩，拆除房屋 360余栋，建成屈子书院、香草
湖、饮马塘、濯缨桥 4个景点，配套建好游客服
务中心、星级厕所、生态停车场、餐厅、酒店等公
共服务、商务配套设施，在建可供近 400 户入
住的安置区， 修筑道路 4.6公里， 铺好管线 20
万余米，实现了全域网络全覆盖。

同期，屈子文化园通过国家 4A 旅游景区
景观质量评定， 入选长江中游城市非遗研学
路线，获评省级研学旅行基地、省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2017年 5月 30日，屈子文化园实现开园，
免费为游客开放。2018年 6月 16日，园区封闭
试运营，截至日前，迎来游客 10万，经营性项目
营业额已达 500万元。 并安排项目所在地的村
民 80 余人就近上岗， 实现人均月纯收入在
2400元以上，帮助 12户贫困户摘掉贫困帽。

放眼长远谋未来
打造汨罗旅游新时代

在屈子书院聆听讲座， 到屈子祠内祭龙
祭屈，参与文学采风、诗歌朗诵，观看名人信

札展、图书展，体验龙舟竞渡和研学……汨罗
人梦想的一幕正在呈现。

一切日趋向好。“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
用失乎家衖”。 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却在思考，
在做好债务风险防控的同时，如何继续建设？
如何避免同质化，让景区的生命周期更长，实
现旅游经济稳定性增长？

马不停蹄地考察、讨论。 看乌镇业态，学
荆州古城管理，体验宋城运营模式，设计师们
思路逐渐清晰：产业运营要市场化运作。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不久前，经过多次
对接， 中国旅游集团等央企向汨罗抛出了橄
榄枝， 将就景区和酒店运营管理区块展开合
作。 岳麓书院前任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
事长、 中国书院协会会长会朱汉民同意出任

屈子书院院长，筹划名家讲座、学术交流、国
学践行等活动。

2018年 12月 29日，汨罗市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主导旅游创建和运营
工作。 2019年，中国屈原协会第十八届年会将
在汨罗举行。2020年，汨罗还将举办“中国 -汨
罗江国际诗歌艺术节”，确立汨罗江在中华文化
和中国诗歌史上的源头地位， 更多的作家、诗
人、专家学者将再次踏上汨罗之旅，体验“朝谒
诗祖、诵读辞章”的诗意生活，翱翔山南水北，书
写大块文章。

让旅游升级产业、带动就业、发展经济，
汨罗， 这一处随处可见屈原文化符号和标记
的厚土，用其一个个历史的航标，以其特有的
指路方式，正着力打造一个旅游新时代。

序 曲 ：破烂中“淘金”，缔
造汨罗再生资源产业

汨罗的废品收购业发轫于清代， 迄今近
两百年历史。 新市镇一带的老百姓在农闲之
余就有“一根扁担、两只箩筐，走乡串户、收旧
拾荒”的传统。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还是县建制的
汨罗收旧拾荒者达 4000人以上。 1987年，汨
罗撤县建市， 废品回收作为第三产业纳入县
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废
品收购业迅速崛起。 新市、古培、城郊一带，成
千上万人怀揣梦想， 走南闯北， 凭借勤劳从
“拾荒佬”发迹，破烂中“淘金”，成为后来汨罗
再生资源产业的源头。

当年，因交通区位优势，新市镇团山村、
丛羊村自然形成了一些再生资源交易市场。
从新市镇至城区公路两旁， 整整一条街都在
搞废品回收，绵延超过 6 公里。 高峰时期，汨
罗再生资源交易量已经突破了 100 万吨，交
易额达 70亿元，有超过 3.5万人以此为生。

汨罗人起初在湖北赤壁寻找市场，后来逐
渐把网络延伸至云南和广东。 在数十年的摸索
中，汨罗人练就“慧眼”，能从 2000多种塑料中
确认品种、估算价值。 如今，汨罗人建立的废旧
物资回收网点遍布全国各地， 拥有再生资源回
收企业 200余家、 经营户 4000余家、5100多
个收购网点。

正如安徽“保姆”、攸县“的哥”一样，汨罗“荒
货佬”“破烂王”在全国各地享有盛名。 资源回收
总量成倍增长，产业发展逐渐走向专业化、集群
化、规模化，到上世纪 90年代末汨罗已成为全
国三大废旧资源回收和加工利用基地之一。

为了提高废品再利用价值， 促使回收业

向集群化发展，汨罗市委、市政府出台政策引
导和鼓励更多农民收废拾荒， 并先后投资
5000 万元， 于 2001 年在新市镇团山村建起
了占地 5 万平方米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对
新市团山附近的回收站点和马路市场实行划
行归市，分类设区，结束了废品收购行业“有
市无场”的局面。

开篇 ： 国家首批 “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

靠回收废品有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破烂
王”们，深受广东、浙江同行的启发，对再生资
源加工跃跃欲试。 2003年， 为规范再生资源
产业发展，汨罗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在交
通便捷的汨罗江南岸、107国道西建立以再生
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 并先后出台一
系列有利于废品加工企业成长的地方政策，
使工业园区产生了令人惊喜的“洼地效应”：
一拨拨的投资者，一个个前景看好的项目，一
栋栋拔地而起的厂房， 使沉寂的荒野奇迹般
地变成了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工业新城。

2005年， 汨罗工业园区成为国家首批循
环经济试点单位；2010 年，成为国家首批“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 2012年，汨罗工业园区更
名为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2013年，湖
南省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经批准调区扩区
30平方公里。 2017年 5月，通过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终期验收。

依靠汨罗再生资源回收集散市场优势，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立了从再生资源回
收、 粗加工向中高端产品转变的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 每年吸纳各种再生资源超过 300 万
吨，加工成原材料近 200 万吨，相当于每年为
国家新建一座不需要开采的原生矿山， 汨罗

因此被誉为“没有铜矿的铜都、没有铝矿的铝
都、没有化工厂的塑料之都”。

作为全国知名的再生资源产业园区，这
里是全国再生塑料价格的监测点， 也是纽约
期货市场铜价的监测点。 形成的再生铜、再生
铝等金属加工集群， 是湖南省有色金属行业
重点发展的八大集群之一。

11万伏变电站、天然气母站、日供 2 万吨
自来水厂、 重金属污水处理厂、 固废物填埋
场， 正规划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园
15年来，汨罗先后投入近 30亿元夯实园区产
业基础，建成面积 10平方公里。 连续 10年从
全市各机关单位抽调精兵良将派驻园区企
业，落实“围墙法则”。 在建项目建设实行市级
领导联点、相关部门单位负责的工作机制，从
项目落地建设到投产，一条龙服务。 生产企业
实行“挂牌保护制”“检查准入制”“处罚听证
制”，确保企业安心生产，放心经营。

目前，园区已聚集加工企业 217 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 129 家、 高新技术企业 35 家，
实现了从回收、分拣、拆解到精深加工的链式
发展，年工业产值达到了 535 亿元，年税收超
过 10 亿元，2018 年园区综合考核排名位列
湖南省级园区产值前 10名。

展望：一轴两翼三区，“千
亿园区”新征程

众所周知，循环产业属于“废里淘宝”，汨
罗在解决分散污染的同时，自身也面临“二次
污染”的严峻考验。 同时，再生资源行业是一
个微利行业、弱势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
尤其对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极为敏感。 如何在
新时代下抓住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机遇，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成为面临的一大课题。

2016年 8月， 汨罗市第十次党代会确立
了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态文化活力汨罗发展目
标，将生态汨罗建设摆在首位。 2017 年，围绕
打造“生态品质效益园区”目标，循环经济产
业园区开启转型升级，全力推进“二次创业”，

突出圈区发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 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加快环保配套设
施建设，充分发挥“环保管家”作用，切实守护
生态红线。

如今，园区“一轴两翼三区”的产业发展
格局逐渐清晰， 形成了以再生资源产业为主
导， 以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为补充的产业集
群。 以 107国道为轴，东翼整合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入驻，促进产能升级，按照“专业化、
生态化、链条化”的思路打造中南地区最大的
再生材料生产制造基地， 实现建成年产 200
万吨的再生有色金属片区， 年产 100 万吨的
再生塑料产业片区，年分别处理废旧电器 500
万台（套）、报废汽车 6万辆的拆解区。 西翼围
绕汨罗东高铁站，打造“智能制造产业新区”，
升级“传统产业区”，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抗
市场风险能力， 力争用五年时间打造成中部
地区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业生产
基地、沿海地区产业承接中心区域、长株潭地

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以城兴产、以产促城的
“产城融合”，新型发展格局正在逐步显现。

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园区全面加强“放管服”改革，2018年 3月，
园区挂牌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发改、环保、
国土、规划、住建、安监、消防七部门派驻人员，
授权代办本部门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限时办结，做到“只进一张门、最
多跑一次”，为企业提供“妈妈式”的服务。 至
今，先后为龙智新材料、楚天和科技等项目咨
询、协调、代办了 75项行政审批服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作为汨罗
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将紧
紧围绕“生态、品质、效益”的发展目标，以规
模发展为主攻方向，以产业升级为竞争核心，
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0 亿元，
阔步进入千亿产业园区梯队， 为汨罗全市经
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汨罗屈子文化园———

欧阳林 正 言 叶 霄

龙舟赛事连办十四届， 离骚吟唱进京上诗歌春晚，
文学采风邀来数百诗人现场吟诵， 研学旅行吸引上万
学生读诗拓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一江汨水，满
怀文化自信的汨罗人，在建设文化汨罗的征程中，开发

以屈子文化园为龙头的文化旅游产业，构建出满园尽带
湘楚韵、大江饱含端午情文旅融合新格局。

屈子文化园，一个有着千年古祠压阵，古色书院添
彩，研学旅行、龙舟竞渡等业态并举的新兴文化园区，凝
聚着 67 万汨罗人的心血和希望，一步一步成长为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绿色崛起，让梦想照进现实

胥 杨 正 言 陈敬林

“废品，是放错了地方的有用物资。 ”这句话在汨罗是经
过千锤百炼的“真理”。

31 年前，成千上万的汨罗人怀揣梦想，走南闯北，凭借
勤劳从“拾荒佬”发迹，缔造汨罗再生资源产业。 15 年前，汨

罗顺应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大势，启动工业园区建设，引导再
生资源产业入园经营，集群发展。 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汨罗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已成为全省重点特色产业园区、国家首批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当初的梦想照进现实，新的征程已然起航！进军“千亿园
区”，这也是 67 万汨罗人共同的梦想。

屈子书院。 周敏 摄

汨 罗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 晨 威 高 科
生产车间。

园区鸟瞰图。

（本文图片由汨罗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