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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余晖洒在巍巍罗霄山下，洣水河
畔的三座古塔被染上一层金黄， 远处有村
居、炊烟、乡野，甚至能听到鸡鸣犬吠，好一
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

这里是攸县，又称攸州、梅城。 三座古塔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分别取名文明上塔、文
明中塔、文明下塔，相传为当时的知县徐希
明倡建，他曾就此挥毫写下“文采光明、文德
辉煌、经天纬地、照临四方”。

尽管无法考证这是否是全国唯一的以
“文明” 集中命名的古塔群， 但可以肯定的
是，“文明”由此得以光大。

历经数百年的接续、演变，攸县逐渐形
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气质———山水相依，其
民聪慧好文，柔顺好礼。

新中国成立后， 这片红色的土地从一穷
二白起步，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经济社会翻天覆地，人民斗志昂扬奔小康。
近年来， 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

攸县人对文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渴望，相继
推出了乡村大舞台、城乡同治、门前三小等
创举，在中国城乡文明的进程中留下光辉的
印记。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
弘扬和繁荣， 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2018
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工作，攸县抢抓机遇，入选湖南省 13
个试点县之一，开启了新的文明实践之旅。

攸县主要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县委书记
康月林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他一
再强调：“要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全
县上下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阵地，成为加强基层党建、密切党

群关系的精神纽带，成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有力抓手，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
有效载体。 ”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志愿服务
总队队长苏涛多次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导向金不换，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深
入开展。

文明实践的新风吹进攸州，一池春水泛
起层层涟漪。

2019年 2月 28日， 攸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揭牌，攸县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攸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短短半年多，攸县便以“健脑、强身、富
民”为内涵，以县、镇（街道）、村（社区）、屋场
四级为单位， 迅速在县级建立了中心，17 个
镇（街道）建立了所、297 个村（社区）建立了
站，521个“门前三小”建立了点，同时开发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43处。

这些被群众称为“百姓之家”的文明实践
场所，集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
与科普、健身体育服务于一体。“这样全域式
的网络覆盖， 打通了文明实践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了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 ”攸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梁天琛介绍。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推动下，攸县
掀起阵阵文明新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入人心，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全县上下团结
一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文明花开醉攸州
———株洲发展成就巡礼·攸县篇

（本版图片均由攸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10月 21日，攸县联星街道新建的高车头
农贸市场建成并投入试运营， 附近村民听闻
后自发赶来庆贺，纷纷为政府作为点赞。

高车头农贸市场原本是一个马路市场，
沿 315 省道而兴，辐射周边 10 多个村，店外
铺摊、占道经营等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逢年
过节和赶集的日子，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存在
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群众就此反映过多次，但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直面民生，应答民心。 ”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攸县县委书记康
月林要求， 学以致用， 对群众反映的“烦心
事”，克服一切困难予以解决。 高车头农贸市
场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来后， 康月林带队实地
调研后，成立项目指挥部，采取疏堵结合的方
式对市场进行整治和搬迁改造。 建成后的新
高头农贸市场占地 1200 平方米，共有摊（铺）
86户，完全满足了周边村民的日常购物需求。

这只是攸县坚持以民为本、 民生优先的
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攸县城乡居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 目前，攸县人均住房面
积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 10 平方米，发展
到超过 100 平方米。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一排排、一座座崭新的楼房随处可见。 室内的
自来水随开随流，电灯随开随亮，电讯随用随
有。 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家的小果园、
小鱼塘、小菜地、小林场别有风味。 县城先后
建成了海康花园、龙形花园、梅城花园、富康
花园、云升山庄、丽水山庄等小区，居住条件
彻底得到改善。

攸县“衡之径庭、潭之门户”的名声更加
响亮。 106国道、吉衡铁路、醴茶铁路、岳汝高
速、衡炎高速公路、省道 S212、S315、安攸互
通连接线等穿境而过，县乡公路纵横交错，四
通八达，乡乡通油路、村村通水泥路，人均拥
有公路里程排名位居全省前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 攸县县城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经过 70 年的发展，攸县县城将步

入 40平方公里、40万人口。 洣江风光带游人
如织，攸州公园、文化广场成为湘东南赣西北
最大最漂亮的休闲场所。

除此之外， 攸县坚持从群众最关心关注
的脱贫、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入手，每年投
入 7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改善， 使发展成
果普惠群众。

近几年来， 攸县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四大家领导、100多个县直单位和镇、
村的党员干部，按照“包干到户、包干到底、脱
贫为止”的原则，与贫困户结成“一对一”“一
对多”的帮扶对子。 同时严格制度，对各级帮
扶干部不能如期脱贫的实行“一票否决”。 截
至目前，该县已完成 15 个省级贫困村脱贫摘
帽任务，帮助 29685 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全
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0.44%。

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在攸县得到了有效
缓解。 目前，该县平均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病床由 1978 年的 21.99、15.16 增至 2017
年的 23.8、51.6，群众就医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大力实施教育强县方针， 该县群众
小学、 初中、 高中普及率分别由 1978 年的
54.93% 、16.38% 、6.22%提 升 至 2018 年 的
100%、99.34%、97.74%。

……
近年来， 攸县先后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全国绿化模范
县、国家园林县城 、湖南省经济十强县 、国
家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今天，漫步攸县县城，产业项目推动有力，
商贸市场活跃空前， 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唱凯
歌。 而在广袤的乡村，目光所及，青山绿水，生
机勃勃，“幸福攸县”看得见、摸得着。

70年传承发扬、文明花开，昔日的湘东小
镇已成为县域经济的典范， 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

70年厚积薄发、转型升级，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指引下， 砥砺奋进的攸县必将开创新
的辉煌。

团结的力量一旦形成，必将擘画出更宏
伟的蓝图。

作为典型的煤炭大县，攸县近年来面对
从地下工业走向地面工业的极大挑战。 怎么
办？ 攸县不靠不等，主动作为，将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绿色转型升级。

在关闭退出落后小煤矿的同时，攸县不
断发展煤电能源、煤炭洗选、煤矸石制砖等
精深加工，打造湘东南煤电能源基地。 此外，
积极支持企业改造重组，神农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等企业纷纷淘汰老旧设备，引进新设备
和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成功转型升级。

产业振兴首在工业振兴，攸县努力筹建
攸县高新区、新市农产品加工区、网岭建材
加工区和菜花坪来料加工区。 目前，攸州工
业园和网岭循环园成功进入省级园区，其中
占地 510.06 公顷的攸州工业园入园企业已
达 115 家。 全县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81
家、高新技术企业 86家。

只有时刻保持紧迫感，才能在转型发展
中占得先机。

今年 8 月 27 日， 一支百人党政代表团
从攸县出发，在两天内赴邵东、桂阳、资兴三
地考察，看与标杆的差距，找发展的路径。

8月 28日下午回到攸县后，代表团马不
停蹄组织召开了一个长达 6 小时的研讨会。
最终会议达成一致意见， 全县上下重点围绕
产业项目建设，着力开展“百日攻坚大会战”，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精准招商，减费降负，确

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转型带动了商贸业的繁荣。
近年来， 攸县陆续兴建了攸州大都市、

湘东汽贸城、湘东家具城、望云国际商贸城、
步步高、肯德基、沃尔玛以及攸州义乌城等，
已基本形成以湘东大市场、 湘东家具城、湘
东汽贸城、攸州义乌国际商品城等为主体的
商贸服务体系。 同时，乡村商贸服务得到优
化，其中皇图岭农贸市场吸引醴陵、萍乡、攸
县两省三市县的商贾， 年成交额达 2 亿多
元。 渌田、新市、酒埠江、丫江桥镇商贾云集，
生意兴旺。

不只是在工业、 商贸领域奋力赶超，在
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攸县也不甘落后。

近年来，该县按照“特色化、产业化、规
模化、现代化、品牌化”的思路，全力打造优
质稻、中药材、油茶、花卉园林、茶叶、麻鸭、
皇猪、黑山羊等八大农业基地，形成“一镇一
品”“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业格局，农业产业
实现跨越发展。

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利用“公
司 + 基地 + 农户”等模式，该县农业生产方
式已发生深刻转变。 水稻、生猪、油茶、麻鸭
等优势特色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 作为攸县
“四大亿元产业”之一的花卉产业，现已建成
云田花木、红旺园林、金叶花木等花卉苗木
基地 42 个，发展种植大户 112 个，总面积逾
3万亩，年创产值 15 亿元。 创建金富、金岭、
同发等专业合作社 10个。 近年，该县引进新

技术兴建的我省首个桑草猪养殖基地，经两
年发展， 已在坪阳庙等地形成 3 个养殖基
地，年出栏桑草猪 1.5万头。

目前， 攸县已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 截至 2018
年底， 该县农业生产总值达 81.01 亿元，为
1949年 0.49亿元的 165倍。

攸县还在“旅游 +”上下功夫，努力打造
“全景攸县”和大旅游格局。 2018年，全县接
待游客突破 89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2.02亿元。

今天， 攸县已在多个领域跻身全国、全
省先进行列。 在最新出炉的中国中部县域经
济百强中，攸县排名第 43位。

传承文明，凝聚发展之力

转型升级，崛起实力之城

民生优先，打造幸福之地

李永亮 吴辉兵 李金彪

10 月，与满城桂花香一起扩散的，还有一条喜
讯：攸县乡村医生龙仁元成功入围 10月“中国好人榜”。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多月前，一件载入攸县、株洲发
展史的大事———

9 月 5 日，中央文明委公布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攸县
返乡 “种文化”15 年的大学退休教授夏昭炎获评全国道德模范，成
为株洲获此殊荣第一人。

其实，熟悉情况的人知道，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持续深入，攸县
涌现了一大批像夏昭炎、龙仁元这样的“精神标杆”。 在他们的引领下，在
文明的滋养下，今天的攸县上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心开创新局面。

事实证明， 精神所凝聚的强大力量在攸县的跨越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近年来，攸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连年位居省、市前列，多年获
评全省经济十强县。 2018 年，该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连续三年平均
增速 7.6%，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04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2541 元。

走过 70 年山乡巨变，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回望，攸县在文
明实践中不断涵养城市温度， 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

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座湘东幸福城，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

魅力。

志愿者代表宣誓。

志愿者
教 授 太 极
拳。

攸县酒埠江。

鸟瞰攸县县城。

▲

攸县县城景色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