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乡镇到
现代化新城

娄星区退休干部 毛屏甲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一直住在娄底城区，可
以说是娄底几十年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就拿
眼前这座珠山公园来说，以前就是一座茅草山，谁
也不会想到， 几十年后会变成一座精致的公园。
我与共和国同龄，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快速发展、
充满朝气的时代。

1966 年，读初中的我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娄
底。 那时娄底城区属于涟源县下属的娄底镇，实
际上是涟钢的一个配套小镇。 出了火车站， 穿过
一条小巷子，就来到主干道娄底路，这条路是连接
涟钢与娄底火车站的一条运煤专线， 仅能容纳两
台车勉强会车。 当时的娄底镇，地方不大，大家出
行基本不用坐车。

1977 年，通过区划调整，涟源县改为地区，随
后在娄底镇的基础上，成立县级娄底市。 1978 年，
刚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至娄底市卫生局工作。那
时候娄底经济水平低，人口数量少，机关办公场地
是向涟钢借的 4 栋平房。为了工作方便，我攒了一
年工资，好不容易弄了张单车票，买了一辆永久牌
自行车。 当时的娄底，只有市没有城，城内主要是
行政机关，居民不多，只在娄底老街沿涟水河有连
片低矮的住宅。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批准恢复娄底地
区及其行政公署，娄底市、冷水江市、双峰县、涟源
县、新化县归娄底地区管辖，娄底管辖区域正式确
定下来。 也是从这时起， 娄底开始了循序渐进的
城市建设。

1994 年， 我调到县级娄底市任市长助理，恰
逢乐坪街建设。 我们按照“50 年不落后”的目标进
行布局，参照当时长沙五一路规模，正街 40 米宽，
两边各留 20 米作为绿化带和人行道，同步进行美
化亮化。乐坪街成了娄底的象征，被评为全省的样
板路。路通了，周边的楼房也建起来了，行政单位、
学校、步行街、大商场、街心公园、大市场等配套设
施快速落成，娄底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城。

1999 年国务院批复， 同意撤销娄底地区，设
立地级娄底市，原娄底市改为娄星区。 迈进 21 世
纪，娄底城市发展更快了，以乐坪街为中心，整个
城市按照井字形方格排列， 城内道路按照蛛网式
形成环线，城市东延，城南扩张，中心城区扩能，主
干道“白改黑”，小游园像珍珠似的遍布城区。 随
后，娄怀、长韶娄、益娄衡等 7 条高速公路，沪昆高
铁、娄邵铁路等在娄底交会，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新
城快速崛起。

如今娄底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道路四通八达，
宜居宜业，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新城娄底成为
“湘中明珠”，在湖南版图上熠熠生辉。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龚雅丽 整理）

———湖南发展成就巡礼 （市州篇·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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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 扑下身子 干出样子
推动娄底各项事业持续向上向好

中共娄底市委书记 李荐国
娄底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懿文

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九万里。

位于湖南几何中心的娄底
市，被称为“湘中明珠”。 过去，娄
底只是一个乡村小镇，也是一座
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新中国成立
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勤
劳、勇敢、智慧的娄底人民迸发
出惊人的能量，乘势升腾、大步
跨越， 使娄底实现华丽蜕变，成
为全国有名的“钢铁新城”、交通
枢纽，焕发出璀璨的光彩。

1952 年，娄底地区生产总值
仅 1.17 亿元，人均 60 元。 2018
年， 娄底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40.41 亿元、人均 39249 元，分
别比 1952 年增长了 1315.5 倍、
653 倍。

衣食住行，民生之本。 纵览娄
底 70年变迁，“行”之变化最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娄底路无好
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娄底交通迎来巨变。

打开最新版的湖南省交通路
网分布图，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湖
南几何中心，干线公路如“蛛网式”
密布，东有益娄衡高速，南有怀新
高速，西有二广高速，北有长韶娄
高速，娄底已形成高速公路“井”字
形枢纽。

目前，除老沪昆铁路、洛湛铁
路构成的通江达海“十”字形枢纽
外，沪昆高铁和正在规划中的呼南
高铁， 将娄底变成湖南铁路交通

“井”字形枢纽，成为湖南“田”字形
铁路网的中心。目前，从娄底出发，
全国 50%以上大中城市都可实现
5小时到达。 娄底交通之便利，已
超过不少省会城市。

年逾 80岁的娄底“老交通”李
泽烈动情地说：“交通发达，给娄底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

解决群众看病难，也是最重要
的民生项目之一。 娄底加快医改，
大力发展全科医生，目前全市注册
全科医生与助理全科医生 1670
名，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有 1名全
科医生或助理全科医生驻村服务，
每万名城乡居民拥有全科医生 2.9
名，居全省第一。

“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老百
姓最需要的地方去！ ”身为娄底首
批 668名全科医生之一，娄底经开
区太保村驻村全科医生彭玉蝶说
出了大家的心愿。

教育改变命运， 教育改变贫
穷。从扫除文盲到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再到化解大班额，娄底教育从
简单的“有书读”变成品牌教育、优
质教育。 自 2012年在全省率先启
动化解大班额工作以来，娄底通过
新建一批学校、 改扩建一批学校，
累计消除义务教育 66人以上超大
班额 1166个， 城区新增学位 3.18
万个。 娄底还大力开展教育扶贫，
仅 2018年，全市共资助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 23.8万人， 共资助
2.09亿元， 基本消除了因贫失学、
因贫辍学现象。

娄底上承楚巫文化，下接湖湘
文明，境内蚩尤文化、巫傩文化、农
耕文化、红色文化交相辉映。 目前，
该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4 个、 省级非遗项目 7 个。
2018年， 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
至 4.75%，比 2013年提高 2.15 个
百分点。

去年，娄底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74.8％。 出行更便捷、
就医更舒心、就学更有保障、文化
更为丰富，是娄底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娄底与祖
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展，走过了一
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坚持加速转型、奋力赶
超， 推动全市综合实力大幅增强，城
乡面貌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
提高。 当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平稳、稳中向好、持续向好，娄底大地
呈现迎难而上、昂扬向上、蒸蒸日上
的新气象。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 我们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
发，继续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撸起袖子、扑下
身子、干出样子，奋力建设富饶美丽
健康祥和新娄底。

振兴实体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
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实
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

造、设备更新和产品提质，让“老树发
新芽”，尤其要立足“钢”基础、发挥

“钢”优势，建设“钢铁新城”；加快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积
极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突出抓好“娄
底南·联创小镇”、“中国文印小镇”、
电力科技谷、新能源动力电池和储能
产业园、百亿油缸基地、百亿路机基
地、 物流产业园等产业和园区建设；
认真落实乡村振兴 15 条具体举措，
积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精心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特色产业。 继续
高举项目建设大比拼的指挥棒，落实

“六项机制”，推动产业项目快上快进
快成。

尽锐出战，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
的重要论述，落实市委脱贫攻坚“四个
意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充分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抓好各项扶贫工作
和突出问题整改，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
帽。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锡矿山区域环
境综合治理攻坚战，解决好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坚持底线思维、问
题导向，着力抓源头、抓苗头、抓“头
头”，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

着眼舒筋活血，不断深化改革开
放。 进一步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继续
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产生

“化学反应”，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
力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五办五公
开”和“只跑一次”改革，推进行政审
批提速增效，持续优化政务环境和营
商环境，让群众办事顺心，让投资者

创业舒心。 高举开放大旗，坚持“走出
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瞄准“三类
500 强”招大引强，扎实做好承接产
业转移“大文章”，着力提升园区产业
承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构建“面
朝东南、多点支撑、全面开放”新格
局。

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
办好民生实事。 抓住事关群众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的突出问题，
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持续深化

“有事请找我”责任担当机制，切实为
群众“解心结”“解忧愁”“解难题”。 积
极创新社会治理，深入开展“三无”创
建，稳步推进“一村一辅警”“城市快
警”建设，认真抓好“查风险、防事故、
保平安” 群防群治守护家园行动，深
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击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积极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持续优化政
治生态。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 持续抓好政治建设量化考核，推
动党的各项建设全面进步、 全面过
硬。 从高从严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
部“扪心自问找差距、立足岗位抓落
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强化
责任心、提高落实力。 全面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整治

“四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山清水
秀的政治生态。

钢铁新城

娄底“因钢而生”，在新中国
成立后，从一个小乡镇发展成为
现代化“钢铁新城”。

1958 年， 华菱涟钢在娄底
建成投产。 这里，诞生了湖南第
一炉铁水、第一支棒材、第一卷
板材。 如今，华菱涟钢已成为中
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入选中国
百强重点工业企业。 同时，博长
冷钢通过改制和转变发展方式，
成功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

多年发展，娄底已形成千万
吨钢生产规模。 目前，正以建设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契
机，通过补链、强链、延链，建设
先进钢铁材料等 12 大类钢铁深
加工产业链。 2018 年，娄底精
品钢材及深加工产业集群实现
产值 1211.98 亿元。

紫鹊界梯田
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水

车镇， 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这里梯
田有 8 万多亩，其中核心景区 2
万多亩。 其成型已有 2000 多年
历史，源于先秦、盛于宋明，是中
国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代先
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是南方稻作
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融合
发展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古梅山
地域突出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山有多高，田有多高，水就
有多高。紫鹊界梯田独特的耕作
方式和利用天然山泉的灌溉系
统，在稻作文化中形成了一道独
特风景。 这里没有一口山塘、一
座水库， 也无须人工引水灌溉，
天然自流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
止。国家水利专家评价其可与都
江堰、灵渠相媲美，把这种自流
灌溉系统称为“世界水利灌溉工
程之奇迹”。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

勇侯第，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府
邸，坐落于双峰县荷叶镇涓水河
畔， 始建于清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 整个建筑像北京四合
院结构，占地 60 余亩，建筑面积
1 万余平方米，由思云馆、毅勇
侯第前门、藏书楼、八本堂、缉园
十景等组成， 当地群众称之为

“宰相府”。
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半月

形鳌鱼山。 鳌鱼山从东南西三
面，将富厚堂揽入怀中。 远看富
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巨大的围椅
中。 富厚堂建筑群虽规模宏大，
却无豪门贵族的富丽奢华，处处
彰显出深厚而恢宏的人文底蕴，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其精华部分
是藏书楼， 巅峰时藏书达 30 多
万卷，系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
私家藏书楼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
记者 曾玉玺 整理）

踏准时代节拍，娄底努力探
索经济增长新方式，找准路径弯
道超车，赢来发展加速度。

新中国成立时，娄底还是一
个山村小镇，人们依靠传统农业
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随着
新中国建设加快，1958 年， 全国
新建大型炼钢厂 18 座， 其中 1
座就是在娄底选址新建的涟钢。
同年，还在娄底建设了冷水江钢
铁总厂。 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和
有色金属资源，娄底还发展了一
大批小煤窑、小水泥、小钢铁。 改
革开放后， 金竹山火力发电厂、
资江氮肥厂、锡矿山矿务局等众
多国企先后崛起，娄底成为全省
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为全国
经济建设输出能量。

资源型产业，曾为娄底带来
荣耀， 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单一、
环境破坏严重、发展后劲不足等
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娄底践
行新发展理念 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 对产业重新洗牌布局，全
力推进经济转型。 为此，娄底先
后关闭 100 余家小水泥厂、几百
家小煤矿，涟源市还关闭当时最
大的利税大户涟源铁厂，倒逼产
业提质增效， 促进装备制造、有
色、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
级，实现产业“强链”“补链”“延

链”。 通过引进新技术、培育新产
业，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构建多
元化经济业态，打造转型发展新
引擎。

走进新时代，娄底已逐步告
别“傻大黑粗”发展方式，走上多
轮驱动、百舸争流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在娄底城北， 华菱涟钢、华
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华安钢
宝利高新汽车板，3 座巨无霸现
代化工厂排成近 10 公里长的
“珍珠链”，直观展示出娄底产业
升级的成果。

在娄底经开区，光电子产业
孵化园、 路面机整机生产线、再
生资源循环产业、高端超薄汽车
板、“互联网 + 大数据”……一个
个成型的产业项目迸射出耀眼
的光芒，展现娄底工业之大变。

面朝东南，多点支撑，全面
开放。 娄底先后设立新能源动力
电池和储能产业园，立足于打造
千亿文印产业“中国文印小镇”，
致力打造 3A 级工业旅游区和一
流的电力企业总部基地“生态电
力科技谷”、 湖南首个集聚互联
网产业的特色小镇“娄底南·联
创小镇”……用心用力、优选优
育新兴产业，使娄底产业脱胎换
骨，焕发勃勃生机。

晨光熹微， 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
镇天堂村龙虾养殖户戴细腾肩挑车
载，将当季蔬菜、自养鸡鸭与夜市“宠
儿”龙虾运进城区。 步入花甲之年的戴
细腾没想到，在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
他还能再次创业，实现脱贫致富。

从家有余粮到特色规模种养、再
到田园综合体， 从吃饱穿暖到环境美
化、再到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以来，
娄底广大农村逐渐告别贫穷落后与脏
乱差，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农村成为城
市居民向往的“桃花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 娄底做大扶贫产
业，做活旅游文章，让良田沃土变成观光
热土， 农家宅院变成游客乐园……一个
个扶贫产业喜结硕果， 一片片荒山变
成聚宝盆，一座座村庄摘掉了贫困帽。

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以精准脱贫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娄底
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苦干加巧干，找
问题开方子，加快脱贫攻坚，打了一场
漂亮的攻坚战。到去年底，全市共有 46
万多人脱贫、397 个贫困村出列，双
峰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发展产业，提升乡村发展质
量与效益。 娄底根据贫困人口
种养习惯和产业发展意愿，
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口参
与度较高的区域特色产业，
集中力量培育茶叶、 蔬菜、
柑橘、肉牛等支柱产业，特
色水果、辣椒、油菜等特色
产业。 在各个县（市、区）工
业园设立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 集聚规模农产品加工
企业 40 多家， 实现农工
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

发挥生态环境优势，
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 摘掉穷帽子的娄底乡

村迎来新的机遇，乡村旅游迅速
发展， 目前已发展三星级以上
乡村旅游景区（景点）151 处。

走活乡风文明这盘棋，
乡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进一步提升。 娄底广泛开展
“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村
官”“最美乡贤”“最美家训”
等评选活动， 形成群星灿烂
的先进群体。 同时，不断完善
农村文化阵地，建成合格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377 个，组
建乡村文艺队伍 85 支。

芳草萋萋，必有良田沃土；繁星
熠熠，自有皓月长空。 70 年来，不断经
历着改革之变、发展之变的娄底，正用
实际行动追求梦想与荣光， 实现着一
代代娄底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茛2017 年 11 月 25 日，
涟源首批 20 辆新能源纯电动
公交车投运，标志着涟源公交
行业更新升级，迈入绿色环保
的新能源时代。 刘再丽 摄

2018 年 10 月 27 日，娄
底体育中心。 通讯员 摄

1977 年，娄底老体
育场馆。

通讯员 摄

娄底老火车站。
（资料图片）通讯员 摄

2018 年 10 月 27 日，
娄底南站。 通讯员 摄

茛1954年，双峰县千金乡（现梓门桥镇），
农民彭春初赶着耕牛在犁田。 李建新 供图

8 月 17
日， 双峰县井字

镇生机村，农民驾驶收割
机收割水稻。 李建新 摄

9月 19日，新化县科头乡，廖家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的 60余亩“阳光玫瑰”葡萄进入成熟期，
果农忙着采摘上市。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张雯婷 摄影报道

2017 年 5 月 4 日，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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