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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莫嫁洞井铺，三年磨
烂九条裤”。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 长沙俗语对雨花区洞井铺
的描述。 穷！ 是洞井铺曾经的时
代划痕。

洞井铺的高升村， 更是穷
得 叮 当 响———彼 时 长 沙 市 有
105 个村 ， 高升村排名第 104
位。

2008 年开始， 高升村拉开
长沙村级楼宇经济的发展帷
幕， 一穷二白的高升村一跃成
为 “亿元村 ”，个体也完成了从
“农民”到“股民”到“市民”的精
彩“变身”。

这个 “亿元村 ”，到底有着
怎样神奇的发展“密码”？

高升村是个神话吗？不是。这个
亿元村是一步一个改革脚印串联而
成的。

高升村也不是“一枝独秀”。 以
高升村为代表之一， 雨花区还出现
了红星村、井塘村等“亿元村”。

这些改革头雁， 用实践证明着
雨花区委、 区政府的拳拳之情———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老百姓到底收获了什么？ 来看

一组数据：1988 年的郊区，全区农民
年人均收入 957 元， 职工年人均收
入 1333.6 元。 到 1998 年，全区年人
均收入 3671 元；2008 年， 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19054 元和
11636 元；到 2018 年，雨花区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45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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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的村民李祥利还记得曾经捉
襟见肘的日子。

茅草屋盖的平房，雨天还得拿盆子
接雨水。 守着点田地，是村民唯一的经
济来源。 这种靠天吃饭的方式，让老百
姓经常食不果腹。村民偶尔在附近的厂
子打下零工，勉强维持生活。

村里“打光棍”的男青年也慢慢多
了起来。“穷，真的是穷。 适婚的女青年
嫁往别处，适婚的男青年娶不起老婆。”
李祥利回忆。

城市化的如椽大笔在高升村留下
印记。 1999 年，随着湘府路的修建，以
及省政府计划南迁。高升村启动了整村
征拆。

拆迁能带来环境和生活现状的改
善，村民固然都支持拥护。 但拆迁了怎
么安置、拆迁政策怎么样？ 大家的看法
就大相径庭了。

“你把地划给我，我自己来建。 ”
……很多村民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的高升村村支两委班子却犯
了难。 他们想得更多、更远：如果村民
各自建，房子风格不统一，整体形象上
不来，过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又要拆迁？

转变观念，难！ 但观念必须变！
村支两委班子意识到观念的重要

性。 他们并不急着挨家挨户苦口婆心
去做工作， 而是带着骨干和有威望的
村民去发达地区学习。 在考察、学习和
交流中，关键少数人的思想有了变化。

生产、生活两分离，这是高升村确
定的安置方法。

在建设安置小区方案确定之前，
又有插曲。 村民能接受集中、 统一建
设，但相当多村民提出，要实现商住一
体化，即一楼做门面，楼上做住房。 这

样的安置形式在长沙很常见，老百姓既
有住宅，又有固定经济来源。

高升村党支部否决了这一方案，并
提出商住两分开的建设方法。

简单的一句“商住两分开”，看似轻
飘飘，实则是两种观念的博弈。

商住一体，短期内老百姓能有门面
收入；但放眼长远，整体品质上不来，门
面的租金是存在“天花板”的。如果片区
整体品质提升，这些门面甚至会被市场
淘汰。

是简单“顺从”百姓，还是极力去说
服百姓？ 前者处置起来相对简单；而后
者，需要魄力，需要立足长远的定力，需
要不计个人得失的担当。

高升村选择了后者！
2002 至 2006 年，3 个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的纯居住小区拔地而起！

房子有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高升
村又面临着新的抉择。

一穷二白的高升村， 既没有原始资本
去发展产业，也不想守着 260 亩的生产用
地睡大觉。

“把地卖掉吧！ 变点现钱实惠些！ ”“搞
开发大伙都没有经验，赔了怎么办？ ”村民
的议论声不断传到村支两委班子成员的耳
朵里。

但他们态度鲜明： 卖地能带来短期利
益，但换不来长远发展。 地，不能卖！

很快，高升实业公司成立，每位村民以
土地入股，成为股东。

拿不出钱搞开发，那就出租一部分地
吧！ 先借别人之手先开发一部分，租金收
入的发放也让部分老百姓吃了个“定心
丸”。

2007 年后，在不断学习、调研、考察的
基础上， 高升村党委提出， 集约化利用土

地，在湘府路沿线发展楼宇经济。
反对声汹涌而至。“拿着我们村民的钱

给你们村干部玩？”村民把这一思路看做是
村干部拍脑袋想出的“新玩法”。

村干部的压力可想而知。开发多少地、
留下多少地；建成后怎么做，预估有多少回
报？怎么运营风险最小？村党委反复跟大家
算账。

村支两委会议、议事理财组会、村民小
组长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会议
不知道开了多少个。从一边倒的反对，到声
音日趋理智，再到拥护支持，高升村在一次
次“算账”中统一思路。

开发的钱从哪里来？自有资金不足，村
干部四处跑银行找贷款。 高升社区现任党
委书记张琳回忆起起步时的艰辛， 依然唏
嘘：“我们几乎是去‘求’各大银行贷款，但
别人一听一个村贷几千万， 担心没有偿还
能力，没有人愿意提供。”几经周折，才找到

贷款银行，启动开发。
这是我省首个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楼

宇高升金典项目。插入云霄的楼宇，精致精
美的外观， 多元的业态……建设完的高升
金典商务楼，开启了高升村的蝶变征程，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楼建起来了，算账还要更精明，从而确
保老百姓利益最大化。

据了解， 这个村级楼宇经济项目，六
成供出售， 这部分收益用于收回开发成
本；余下的四成为经营性物业，只租不卖。
他们还留下了 3 万平方米自持的四星级
酒店和 1 万平方米的裙楼商业。

秉承土地利用集约化、 建设品质高端
化的思路， 高升村又相继建成了高升时代
广场、高升星光天地等大型综合商务楼宇，
引进了温德姆、高升华美达等星级酒店，打
造了苏宁易购、万影汇影院、美食街等服务
型业态。

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
村民许晓春算了笔账。 她的收入由 3

部分构成：第一，自己在附近干点活，有劳
动所得；第二，家里 3 个股东，分配到自家
名下的房屋，除开自住后，每年还带来 20
万元租金收入； 第三， 公司每年发放的补
助，每人大约 5.4 万元。“保守估计每年收
入有 35 万元。 ”

“每个村民都是这样吗？ ”笔者问。
“基本每个都是。 ”许晓春肯定地说。

“当然， 有些村民房屋出租的面积不一样，
有略微差别。 ”许晓春补充说。

“土地没有了，心里慌吗？ ”
许晓春回答：“刚开始征收的时候慌。

现在我们老百姓自己是股东， 并且还有自
持的公寓，心里不慌。 ”

许晓春的不慌，源于一套完整的制度。
从拒绝商住一体、 生产生活集中安置

的惯有模式， 到分权不分产———村民是股
东，但实业公司资产不量化到个人，资产是
全体股民共有、不分产到户；再到分红不分
本———所有收益和投资所得利益， 除开固
定分红后，其余利润流入下一个项目，实现
滚动式、循环式发展，很多决策在提出之初
看似不近人情，甚至多番争执、不理解，但
20 年来的实践，无需赘言，老百姓鼓起的

腰包足以证明一切。
“我自己是农民，我懂得农民的不易。 希

望我们能走出卖地—暴富—挥霍—返贫的怪
圈。 ”张琳说。

村民的自我权益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尊
重。 每一项开发，由村民表决；每一处用钱，
按制度要十几个人审批通过；每一个项目，
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监督者。

甚至村民也开始试水自主创业。 今年
底即将投入运营的星光天地项目， 每个高
升村民再次获得自持物业，以及 60 平方米
的高档公寓。 许晓春说：“根据股东代表大
会的决议，我们以层为单位，各自组队，自
己去盘活资源，大家积极性很高。 ”

2011 年， 高升村完成了城中村改造，
改为高升社区和高升实业公司，2018 年又
改制成立高升经济合作社。

在改造后的高升社区，广场中央，点缀
有花坛和喷泉，新修的道路平整而宽敞，高
楼之间有序停放着小车。 再往里走，社区活
动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健身设备一一映入
眼帘。

“吃过晚饭后，我喜欢在社区里散步、
跳舞。 我们开始了民谣里传唱的新生活：人
人身价过百万，个个都是楼股东。 ”许晓春
笑着说。

———发展，要把账算清、算细

是卖地换钱，还是放眼长远做番事业？

———村民不仅收获了物质，更充实了精神

从地没了心里慌，到抱着团齐心走

是简单“顺从”民意，还是力排众议迎难而上？
———高瞻远瞩的规划，需要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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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高升村， 一穷二
白，荒凉不已。 图为居民汤立
蓬老宅照片。

高升村村民安置小区， 精致、
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居 民
家 门 口 享
受 优 质 医
疗服务

近年来，
雨 花 区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基
本建立，人民
生 活 水 平 和
质 量 加 快 提
高。

我省首个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楼宇项目———高升金典

文 化
在文化阵地建设上，仅“十二五”期间，就投入 2300 万元，社区阵地

面积平均达到 300 平方米；在文化传承保护上，建设了湖南首个非遗街
区———雨花非遗馆；在产业活力上，打造了德思勤城市广场、汇艺文创
中心、圭塘河生态景观带、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等。

【数说民生】

教 育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分别新建改造

学校 39 所、21 所、39 所，“十三五”以来，已新建学
校 19 所，新增学位 2.8 万个。

医 疗
以 2014 年为例，当年雨花区门诊、住院人次

虽增长 82.38%、49.10%，但门诊 、住院均次药费
分别下降 48.74%、16.5%。 目前，“小病进社区、大病
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生活圈
根据出台的“一圈两场三道”两年行动计划(2018—2019 年)，雨花区

在今年底前共打造 95 个 15 分钟生活圈，建设 37 个停车场，新(改)建 30
处农贸市场，建设 177.76 公里人行道、130.4 公里自行车道，打造 2 条健
身步道、2.7 公里文化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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