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今， 作为湖南的重要窗口，
长沙火车南站环境和秩序，都代表
着区域形象。

曾经的长沙市二环路黎托乡长沙
大道互通 ，如今 ，该区域周
边高铁新城已拔地而起。

风驰电掣活力来
———从长沙火车南站看雨花区位格局

每天 500 趟高铁在这里驰骋，每
天 20 万人次旅客到发量———这是长
沙火车南站从 2009 年运营至今，递出
的“数据单”。

高铁从无到有的 10 年也是雨花
区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 10 年，借力
高铁，雨花区逐步构建起高铁、航空、
磁浮、高速公路、城际轻轨、地铁“六元

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构筑。
“高铁进城”，对雨
花区而言， 最大

的意义在于将实现的资源流动和要素
链接。 雨花作为创新中心、商贸中心、
开放中心的吸引力，将直接释放出来。
发展似乎也按下 “加速键 ”，变得 “直
达”。 高铁片区，城际空间站、吾悦广场
项目等地标性项目拔节生长， 雨花区
位价值得到提升。

长沙火车南站还催生了全新的生
活方式。 高铁的准点率与快速通达，让
市民在普通的周末， 心血来潮就可以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雨花区蕴含的人文与美景、 时尚
与多元，也将迎接四方宾客。

【数说交通】

● 1987 年，长沙郊区有乡村公路 63 条，共 206 公里。

● 1996 年建区以后，新建、改建城市主次干道是其重要方向。 “十五”“十一五”“十

二五”期间，分别新建改造城市主次干道 89.09 公里、150 公里、40.5 公里。

● 此时，“七纵八横”的路网骨架逐步形成，城市格局也以此拉伸。

● 通过机场高速、人民路、长沙大

道、劳动路、香樟路、木莲冲路、湘

府路等，实现了城区东西的延伸。

● 通过韶山路、 洞井路、 万家丽

路、沙湾路、新花侯路、红旗路等的

建设，实现了城区南北的拓展。

● 通过借助武广高铁、沪昆高铁、

渝长厦高铁等，雨花区成为中国中

部“六省通衢”的一个起点。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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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芳

晨曦微露，长沙火车南站就开始热
闹起来。

500 多趟时速高达 350 公里的“子
弹头”在这里停靠、始发，再飞驰而过。

“早上在长沙嗦粉，中午在香港茶
餐厅吃奶黄包，晚上躺在自家沙发上看
新闻联播”，高铁，拉近了长沙与各地的
距离，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从 2009 年底，武广高铁开通，长沙
迈入高铁时代； 到 2014 年沪昆高铁开

通， 再到如今渝长厦高铁建设的推进，
长沙的高铁网络不断扩大，由“一”发展
为“十”，再形成“米”，宛如蛟龙在中华
大地腾飞。

而长沙火车南站是见证者，更是参
与者、亲历者。

每周末， 市民熊伟都会从长沙火车南站坐
高铁回娄底老家，半个小时的车程，让熊伟觉得
回家比出趟城还简单、方便。

“以前我回趟家，得先坐公交，再到汽车南
站坐汽车，3 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火车就更慢
了。 ”熊伟回忆，有次没赶上娄底的班车，坐了隆
回的车子， 车主直接把他丢到了高速娄底地界
的一座桥下， 告诉他爬上桥就可以拦去娄底城
区的的士，大晚上的，熊伟手脚并用，手还被小

石头刮伤，费了一身劲才爬到了桥上，搭上了回
城的的士。

“被黑车甩，车子半路抛锚等，这些我都遇
到过，有了高铁后，这些经历都成了回忆。 ”熊伟
说。

还有春运期间一票难求，高峰期一节货运
车厢要排队一个月的情况成为当时难以解决
的问题。

一方面是人们对出行越来越高的需求，另

一方面是普铁时代， 我国铁路的南北大动
脉———京广铁路的运能饱和、 客货争流两大问
题随时间的推移越发突出。

“其实，武汉到广州新建一条铁路的设想，
在当时铁道部的‘九五’ 规划里就有了。 到了
2003 年，各方觉得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就开始
积极呼吁推进武广线的立项。 ”广铁集团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

2003 年初， 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希望国家尽快立项，建设京广铁路客运专线。 国
务院对议案十分重视， 翌年就批准了可行性研
究报告。 200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长期
铁路网建设规划》，确定当年开工建设武广客运
专线，2010年建成。

“我记得是 2005 年 10 月份的样子，我们黎
明渔场的村支两委专门组织村里的党员、 党小
组长、村民代表开了一个会，会议内容就是告诉
我们，国家要修高铁，长沙火车南站候车大厅将
建在我们村。 ”原住在雨花区黎托乡（2012 年析
置成东山街道、黎托街道）黎明渔场的李长勤回
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兴奋，由农民变市
民，还是建高铁站，以后的发展肯定不会差。 ”

2005 年 6 月 23 日， 武广高铁在长沙城东
的浏阳河边正式开工；2006 年底， 长沙火车南
站正式启动拆迁；2007 年 11 月，长沙火车南站
正式动工，总体设计造型体现长沙“山水洲城”
的地域特色；2009 年 12 月 26 日， 武广高铁通
车，至此，长沙迈入高铁时代，长沙和武汉、广州
三地进入“三小时高铁圈”。

长沙火车南站主体工程从动工到建成，仅
用了两年时间。

而前期的拆迁速度之快，也是创长沙之最。
“2006 年底，拆迁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我

们黎明渔场 5个组纳入了拆迁范围。 ”李长勤告
诉我们。

拆迁动员会开后不久， 有不少党员主动上
门找拆迁组的工作人员签字，“平阳、黎托、东山
等 5个组的拆迁，用时不到两个月。 ”李长勤说。

2007年 11月，火车南站正式动工。
“每天有上百台挖机、汽车来回穿梭，那场

景宛如千军万马。 ”李长勤的小儿子李振宇也跟
朋友合伙买了一台挖机去建设火车南站， 挖机
一天 3个班，配两个师傅。

那时李长勤几乎每天都带着在自家休养的
堂姐夫去施工现场转转，“真的是一天一
个样，每天看都有变化，自己也跟
着工程进度激动。 ”李长勤说。

2009 年 12 月 26 日，承
接南北的武广高铁开通，
长沙火车南站正式开门
迎客。

“高铁开通那天，
前来看新鲜的群众是里
三层外三层， 到处黑压压
的， 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喜
庆。 ”雨花区东山街道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我们。

“早就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看高铁
开通仪式的，可惜那天老婆生病，没去得成，虽
然朋友发来了照片，但还是有点遗憾。 ”李长勤
有点懊恼地说。

当年底，为弥补遗憾，李长勤组织了 9 个朋
友，第一次坐高铁去武汉、岳阳玩了一圈。“又快又
稳，环境很舒适。” 李长勤回忆起人生第一次坐高
铁的场景，“不到一个半小时， 窗外的风景还没欣
赏够就到武汉了，高铁就像没有翅膀的飞机。 ”

“在高铁正式运营初期，长沙火车南站工作
环境还比较差，到处都是灰尘。 由于当时处在比
较偏僻的位置，没有公交车，连出租车都很少，
所以每天上班只能早上四点半起床， 在长沙火
车站坐单位通勤车， 才能按时赶到单位开始一
天的工作。 ”杜海波是长沙火车南站的一名客运
值班员，自 2009 年武广高铁开通，他便在长沙
火车南站工作至今， 他告诉我们，“那时候高铁

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平均每天旅客到发量只有
约 3000人次。 ”

而随着 2014 年沪昆线的开通，长沙火车南
站每天旅客到发量急剧增加， 客运专线车次增
多，为满足需要，长沙火车南站进行了改扩建工
程，长沙火车南站总站区的面积也从 23 万平方
米增加到了 70万平方米。

“2009 年火车南站刚开始运营的时候，一
天只有十几二十趟车次，如今，从长沙火车南站
进出的人每天有 20 多万人次， 高峰期达到 30
万人次，始发和停靠的列车 500 多趟。 ”长沙火
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部物业管
理科科长欧阳砥中告诉我们。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如今长沙的高铁网络，
东到上海、西至昆明、北到沈阳、南到香港，跨长
江，越湘江，穿南岭，衔珠江，可直达全国 23 个
省会城市（直辖市）和香港。

10 月 16 日， 欧阳砥中特意带着笔
者在火车南站转了一圈。

展现在笔者眼前的火车南站站区是
一派繁荣而有序的景象： 人来车往的落
客平台，整洁、有序；热闹的进出大厅，明
亮、舒适；广告牌、商家的各类陈设规范
有序，旅客出入秩序井然。

作为目前全国高铁枢纽之一的长沙
火车南站， 每年的旅客量以 10%的速度
增加，于是 2011 年，雨花区在这里专门
设立了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
室，该办公室具体负责站区“交通、市容、
治安、经营”秩序的管理及其综合服务，
成为擦亮湖南“窗口”的总牵头人。

如今， 这里完善的现代化设备设施
与人文服务高度融合，实现了高标准、严
管理、零换乘、零距离、智能化、人文化的
高铁服务新模式。今年国庆期间，长沙火
车南站共到发旅客超 200万人次， 日均
到发 28.6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

不仅如此，在长沙火车南站，可以实
现高铁、地铁、磁浮、公路客运等多种交
通方式零距离换乘。乘客不用出高铁站，
就能坐上地铁、出租车、公共汽车到城区

逛一逛， 或是直接换乘班线客车前往周
边县市， 还可以直接在高铁南站换上登
机牌后轻松乘磁浮快线直达黄花国际机
场航站楼。

而曾经以种菜养鱼为主业的城乡结
合部升级为长沙高铁会展新城，高铁、地
铁、 磁浮快线等多种高效快速交通方式
在此对接，将庞大的客流带到全国各地。

高铁的集聚和虹吸效应， 拉开了城
市未来发展的空间。

运达中央广场、恒大国际广场、绿地
城际空间站等项目纷纷落子以长沙火车
南站为核心的长沙高铁会展新城。

“火车南站的区位优势，集聚效应以
及这个片区的发展前景都是我们比较看
好的。 ” 运达中央广场相关负责人曾表
示。

268 米高的运达中央广场成为长沙
高铁会展新城的地标性建筑， 直通地铁
口的商场，为其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国
庆期间， 每天都有 5 万人次进入我们商
场消费、购物。 ”运达中央广场购物中心
总店的店长周强告诉我们， 而前不久运
达中央广场才开盘的摩天公寓， 一开盘
就销售火爆。

还有大众、菲亚特、三菱、博世、沃尔
玛……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纷
纷落户长沙， 高铁的优势不仅扩大了长
沙的开放度，更增强了长沙的吸引力。

如今，以长沙火车南站为基点，在周
围 46.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沙高铁会
展新城正以“湖南商务客厅”的定位，跑
出空间大提质、产业大升级、城市大发展
的时代速度。

长沙火车南站依旧在此巍然屹立，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拉近长沙与世
界的距离， 为每一位旅客带去方便与温
暖。

一份议案，让长沙迈入高铁时代

日夜奋战，两年崛起一座新地标

夜幕下，雨花区城市脉络迸发出强劲动能。

湖南“窗口”，尽显发展活力

雨花区 “六元一
体” 的立体交通网络
构筑， 城市架构和格
局进一步拉大。

交通与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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