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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智慧”解读之三·“文明之光”点亮城市未来

瓷心不渝

随之，“抓城市是一种责任、抓项目是一种
本领、抓环境是一种情怀、抓落实是一种习惯”
成为党员干部共识，主动转作风，实干挑重担，
切实有效地解决市民反映强烈的发展与民生
的根本问题。广大市民切身感受到“创建为我”
“创建惠我”，自觉响应“文明先行、爱我瓷城”
的创建召唤，文明素养潜移默化，思想境界日
益提高。

因之，“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
衰”“文明人创文明城，文明城养文明人”等观
念深入人心，全民携手同心建家园，个个不待
扬鞭自奋蹄，掀起文明引领创建的“人民战争”
高潮迭起。

总之，一切为了瓷博而战，就是为了城市
未来而战！

更深层次发掘彰显“山水、历史、人文、产
业”特色的城市提质内涵，更高层次站上实现
“传承、创新、融合、共赢”梦想的时代文明舞
台。

这是醴陵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从 2015 年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首届

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举办后，醴陵人自知
远道始于足下， 办出令人期待的更高级别、越
发出彩的瓷博会， 务必打造文明城市升级版，
才能聚集更多领域产业新优势，形成更强经济
发展新势能。

醴陵市由此史无前例地推出“三创四化”
力举， 旨在凝聚众力催绽瓷城醴陵五彩花，期
待如愿张开多极世界异彩屏， 与世界文明对
话，与人类进步同行，逐梦“丝路”，唱响提升
“中国陶瓷谷·五彩新醴陵”区域文化品牌主题
歌，致力于在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发展的文明史
上，翻开令人惊艳的华彩一页。

精彩创建，让城市更美丽

“尊贤以醴，积厚成陵。 ”
这副嵌名对联意味悠长，镌刻在位处渌水

西岸仙山公园的渌江书院山门，犹如一双充满
睿智的眼睛，居高临下，深情注视着九山一水
怀抱中的美丽洲城———醴陵瓷城，深沉审视着
这座古为“吴楚咽喉”、今为“湘赣门户”的千年
古邑的文明进步。目光里，华彩盈盈，闪闪着连
接历史、现实、前景的千年书院文化火光，这是
强壮一个地方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书香
意气骏爽，触动人心情感。

文化是城市生命的灵魂。
城市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渌江书院前身为宋元学宫，建于渌水东岸

的青云山上，而这一时期，醴陵即产青白瓷，结
束了汉始制陶的历史。 之后，“瓷韵”“书香”于
历史的深处弥漫而来，青花绽放“五彩色”，湖
湘正学“一脉香”。

历史上的渌江书院，续醴陵东莱、昭文、超
然、江东、近思、西山书院文化余脉，承岳麓书
院讲学之风余绪，因而文脉斯盛。 朱熹、张栻、
吕祖谦、王守仁等大儒曾在此讲学，清末重臣
左宗棠在此任山长三年，领“明德至善”风气，
开“经世致用”先河，传薪播火，立德树人，铸就
醴陵独一无二的工匠精神与万众景仰的热血
人文，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醴陵不但是李立三、左权、耿飚、程潜、陈
明仁等仁人志士的家乡，而且是汤飞凡、袁昌
英、李石芩、黎澍、李铎、刘佛年等学者名人的
故里，也是全国著名的内地侨乡。 近代，5万余
醴陵人为国捐躯， 国共两党将军多达 295位，
开创了“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近代半醴陵”的
革命历史奇观。

正是人文鼎盛而群贤毕至，使得醴陵人才
辈出而精彩迸发。

时至今日， 醴陵已由世界的花炮起源地、
釉下五彩瓷发祥地和中国的炻瓷复兴地，发展
而成中国的花炮之都、 陶瓷之都，“醴陵花炮”
“醴陵陶瓷”享誉海内外，产业工人达 30余万，
支撑县域实力走在全省前列， 跻身“全国百
强”。

渌江书院文脉强劲，孕育于醴陵两千里锦
绣山水，串起了瓷城两千年灿烂文明。 与之关
联，史学家评介说，迄今两千年不易其名，同时
拥有陶瓷和花炮两大传统文化产业并绵延不
衰，中国唯有醴陵。

“崇文劈径，化雨滋心。 ”
醴陵创文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用新发展理念凝心聚魂，传
承书院文脉，建好文化地标，以文
化人，以德润城，凝聚团结奋进的
共同价值追求，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比邻共享美丽家园。

历史的车轮刻不容缓驶进 2017
年。

新年伊始， 数百盏指路明灯点亮了醴陵
仙山公园，修旧如旧的渌江书院迎来“火树银
花不夜天”，标志首个亮化项目竣工，宣示醴陵
创建精彩开局，以及党政创建意志，集纳群众
智慧，发挥精美工笔，铺展磅礴写意，集体创作
人文光辉闪耀的“瓷城夜画”，激发全市人民以
首战必胜的信心投身美好创城行列。

至此，醴陵“三创四化”时不过两个月，已经
掀起创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皆兵的“人
民战争”热潮，成为省级文明城市 20个提名城
市之一，成功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申报资格。

征程已经开启，梦想已经上路。
醴陵市更进一步全景式地明确，深入开展

“三创四化”，加快建设“十全十美”宜居新城，
着力推动城乡规划、植绿护绿、亮化提质、专项
整治、污水处理、专业市场、基础配套、数据科
技、城乡同治和移风易俗全覆盖，相应达到结
构布局、园林生态、城市夜色、市容秩序、水域
环境、城市商圈、生活出行、智慧城市、镇区面
貌和社会风尚全新美。

突出顶层设计，着手新的一轮城市总规修
编，推动“多规合一”，坚持“一张蓝图”统领瓷
城种“美”，大力推项目造“美”，着力抓整治优
“美”，全力提素质塑“美”，爱“美”追“美”之风
蔚起。

对照《文明手册》这面镜子，全市人民都在
“扮靓”，用道德规范和市民公约约束自己的行
为举止，念好以“创文明，齐携手；讲文明，我争
先”为内容的“文明三字经”，涵养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并以积极地参
与涵盖城管、交通、旅游、餐桌、网络、校园、家
庭、乡村、社区和单位等重点领域创建的“十大
文明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文明素养。

紧随“文明新风四进”、“争当时代雷锋，共
创文明醴陵”、“百家单位树新风、 千家企业竞
文明、万名志愿比奉献”等各具特色的主题实
践活动相继展开， 全市涌现一批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文明校园、全国文明乡村、全国文明家
庭等，以及“中国关爱生命万里行”创始人肖
敬、“中国好人”付爱园、“湖南好人”汤再忠和
助学老人陈自绪、孝爱风范瞿志英、诚信老爹
潘尧生等。

无论单位，还是个人，根据其先进事迹，精
心编成了歌舞《精彩时代》、小品《一诺千金》、
情景剧《美醉了》等作品，搬上舞台，巡演城乡，
璀璨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醴陵的真实
践行。

“看醴陵，阳光照”“新文明，景色俏”……
赞美声中，日历翻至 2017 年 9 月 28 日，

世界瞩目醴陵的日子来临，意味时隔一年之后
醴陵瓷博会重启， 当日起至 30 日，2017 中国
（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隆重举行。开幕式
及主展馆设在刚刚竣工投入使用的中国陶瓷
谷国际会展中心。

这是国内首个以产业型会展场馆为定位
的专业会展中心， 位处醴陵经开区核心区，占

地 20 万平方米，总投资 9.8 亿元，总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 东西长 101 米， 南北宽 270
米，地上 4层，地下 2层，气势恢弘。

地下室内可容纳 1300 多个停车位，经此
而上有多个电梯直通展馆。

展馆面积近 3 万平方米， 标准展位 1350
个。这次瓷博展览，于此设有日用艺术陶瓷、醴
陵陶瓷、国际和港澳台地区陶瓷、陶瓷新材料
新技术、 陶瓷装备和工业陶瓷等 5 大展区，吸
纳近 600 家企业参展。 其中，全国 30 个陶瓷
产区 250 家，醴陵当地 230 家，其他分别来自
俄、美、日、韩、英、意等 25 个国家和香港、台湾
地区，充满异域风情的展品，琳琅满目，让人目
不暇接。

与之同时开馆的还有大师体验馆、“1915”
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陶瓷艺术城、醴陵市
陶瓷博物馆、大汉陶艺馆、世界陶瓷科普馆、醴
陵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陈列馆、 瓷器口、釉
下五彩城等，一共“十大场馆”。

规划建设中的中国陶瓷谷， 控规面积 28
平方公里，基础投入超 200 亿元，包括建成的
国际会展中心、“1915” 街区等和在建的陶子
湖、总部经济园等共 20余个项目，整体打造集
“产、创、展、商、游”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地标和
新兴产业名片。

而其又与渌江新城、东富工业园，构成醴
陵经开区“一谷一城一园”产城融合格局，强势
推动经开区跻身“国家队”。 同时，还与渌江书
院、渌江桥、李立三同志故居、醴陵窑四个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北部旅游环线片区为
辐射的美丽乡村精品景区，构成“四点一谷一
片”瓷旅相融一体，并与提质改造后的左权路
等 7条样板街、凤凰路等 126条大街小巷及车
顿桥等 20 余个“口袋公园”相互衔接，带动红
色旅游、工业旅游、生态旅游、人文旅游，形成
丰富多彩的全域旅游圈，展开“大美醴陵”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幸福生活画卷。

此届瓷博会可谓“水涨船高”，展品展销成
交和合同总额高达 8亿元，招商签约项目多达
32 个，合同引资 182 亿元。 同时，瓷博会顺延
至国庆节期间，慕名来观展旅游的客人首次逾
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5亿元。

2018 年 3 月， 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
荣登第十七届中国会展业“金海豚”颁奖舞台，
捧回具有“奥斯卡”象征意义的“2017—2018
年度中国会展标志性场馆”奖牌。

如此一来，奔着瓷城醴陵因创建而愈发风
光无限的别样精彩，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
节搭上多彩文明灿烂生辉的“瓷博快列”，以“锦
绣潇湘”为品牌，以“神农文化”为内涵，以“陶瓷

元素”为核心，在上届瓷博会 5 个展馆，更新设
置为旅游 +陶瓷馆、国内陶瓷馆、醴陵陶瓷馆、
国际陶瓷馆、 陶瓷综合馆等， 更有底气地开启
2018年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

这次瓷博会吸引国内 15 个省份的 349
家陶瓷企业，以及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1 家
境外旅行商、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 多家陶
瓷企业与一批国内外陶瓷大师，一起跨上瓷
旅新征程， 向着这里打造全球知名瓷旅目
的地目标进发。

“瓷博快列”承载的已然不止于瓷，正
载着更多国家的朋友，驶向融入瓷彩、纷呈
异彩的文明大道，勇往直前，注定很长远也
很诗意……

出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在那“陶花”盛开的地方，是最美的“诗和
远方”，这里拥有“陶花源里，五彩醴陵”美称！

此陶诚然非彼桃，彩瓷天下受熏陶。
此花非花不寻常，响炮凌霄花儿俏。
种陶种花种春风，创建两年展新容。
陶花礼赞文明城，美醴美陵美人好。
时针指向 9月 25日 20时整，中国陶瓷谷

国际会展中心广场浓情上演“湖南瓷旅之夜”，
拉开为期 8天的 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
暨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帷幕。

已为“大美醴陵”宣传片呈现的陶风花韵
所沉醉，又被倚天作画的开场焰火秀展现的浪
漫情怀所惊艳，惊奇着“泥与火”千年弦歌不
绝，艳慕着“瓷与旅”喜结美满良缘，更羡慕“城
与人”因文明而和谐共生，幸福满满，光彩照
人。

场内场外， 数千中外嘉宾文明的对话，引
起世界竖耳倾听———

“出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一位嘉宾在
感叹。

“来了就是醴陵人！ ”一位市民在挽留。
挽留者赵石毛骄傲地自称“醴陵人”，其

实，他原本邵阳籍，来醴陵创办金龙至尊服饰
已有 26年了， 现任邵阳商会非公经济党支部
书记，不久前从全国 7000 多万个体工商户中
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工商总局向全国推荐纪念
改革开放 40 周年表彰的唯一个体工商户类
先进典型人物。

尤其见证了醴陵近两年“创城”带来的翻
天覆地变化，赵石毛即兴吟诗，以诗情画意感
动感叹者，尽力尽情尽心留住这位意欲投资醴
陵创业的嘉宾。

“我有一个家 / 幸福的家 / 保安保姆还有
哈里从来不吵架 / 哈里去创业呀保安保姆管
着家 / 相亲相爱一家人哈里最听话”“我有一
个家 / 快乐的家 / 保安保姆还有哈里见面聊
的家常话 / 保安提醒多呀保姆管着吃 / 哈里
可放心啦心什么都不怕”……

诗罢歌起，一位入住醴陵人才公寓的年轻
人也凑过来，用醴陵话“哈里”即“我们”，介绍
醴陵是一座尊才爱才的中国江南名城，最适合
创新创业。

早于 2016 年，醴陵出台了促进创业创新
“十条新政”， 安排 1000 万元安家费用及
1000万元双创基金，用于揽才聚才，激发全民
潜能，建设兴业强市“人才特区”。 该市对新引
进的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项目多多，
特别是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还
能拿到最高 200万元的奖励。

不仅如此， 还与促进经开区招商引资、陶
瓷及花炮产业发展等合称“四个十条”配套政
策，除安排 5亿元专项奖补资金，还建立 10亿
元产业发展基金，以加速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
势的现代产业体系。

随着省委副书记乌兰宣布开幕，歌舞《我
在醴陵等你》、舞台剧《五彩瓷旅》、舞蹈《瓷上华
尔兹》、戏曲《毛主席喜欢醴陵瓷》等轮番上演，

无一不是展示醴陵创建成果的文创精品力作。
匈牙利青年学子罗曼达在进一步交谈中

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来醴陵工作和生活。
俄罗斯游客叶莲娜也是满眼放光，甚为兴

奋，她激动地说：“喜欢这里的一切！ ”
开幕式后，省委副书记乌兰来到醴陵陶瓷

馆、1915 国际陶瓷特色文化街区等地巡视，热
情地与中外陶艺家进行友好交流，深情地祝贺
“一节一会”成功举办，要求醴陵乘势而上，做
好瓷旅结合文章，打好瓷品牌，升华旅文化，吸
引海内外，为全省文旅树立产业振兴示范。

瓷旅之夜与君赏，旅在瓷城抱美归。
英国布里斯托市旅游局局长约翰·赫斯特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时有感而发：“‘锦绣潇
湘’‘神农福地’‘五彩醴陵’ 胜景精彩连连，给
人印象深刻，我已被深深吸引和打动，接下来
为两地旅游交往寻找机会，我相信一定会结出
丰硕的成果。 ”

为了培育打造“以瓷为媒，走向世界”的瓷
博平台这个硕果，醴陵市上下付出了艰辛的创
城努力，只要捧读醴陵市委、市政府 2018年新
春贺词《奋斗是最美的姿态》，顿时不禁感慨万
千，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岁月无声，奋斗有痕。
回首 2017 年，我们充满感动。
无论道路多么漫长，我们都从未动摇。 在

正确的时刻做正确的选择，从来不像事后总结
那么轻松。我们背负使命与责任，目光坚定，步
履铿锵，朝着富强、美丽、幸福、文明“四个醴
陵”的梦想阔步前行。 县域综合发展实力全国
百强县（市）第 56 位，全国县域成长竞争力排
行榜第 45 位 、全国工业百强县 （市 ）第 86 位
……这些都是汗水和智慧缔造的风景。我们风
雨兼程的每一个日子， 都和着这个时代的节
拍。 这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

无论过程多么艰难，我们都从未放弃。 历
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从“三量
齐升”的经济指标，到综合治理、安全生产、计
划生育“三面红旗”；从有望提前三年实现整体
脱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举世瞩目的瓷
博会成功举办，到项目建设捷报频传；从唤醒
乡愁记忆的悠悠渌水，到各级各界高度评价的
城市变化……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迎刃而解， 其实每一项都是那么的不容
易。 共同的追求汇集起永不枯竭的力量，把醴
陵从胜利推向更大胜利。

无论岗位多么平凡，我们都从未懈怠。 把
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你不悔三尺讲台
耗白双鬓，编织孩子们的憧憬；你在手术台前
的忙碌，续写生命的传奇；你用“泥巴铸史”“烟
花燃梦”，传承“工匠精神”；你用舞动的扫帚迎
接黎明，换来公认的干净城市；你用闪烁的警
灯，照亮百姓回家的路……我们每个人都用自
己的绵薄之力，共同托举起“大爱醴陵”“大美
醴陵”的崭新形象。

感动在心，使命在肩。
时光，从不辜负奋斗的你我。 什么都值得

期待，什么都可以期待。 2018 年，我们要向着
未来再出发。 遇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出发。
原地踏步，不叫出发。更美好的醴陵，需要坚持
“稳中求进、进中求快、快中求优”总基调，统筹
做好各项工作，着力开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

我们坚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 2018 年，我们要向着困难再攻坚。
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 到现场去就都是办
法。 我们要把“产业项目建设年”、“四大战役”
做得掷地有声， 让 “山水洲城”、“千年古邑”、
“花炮瓷都”更加出彩。

2018 年，我们要向着成功再同行。 一个地
方的成功，是无数人奋斗的结果，是无数人成
功的叠加。 时代列车前行，不让每一个乘客掉
队更有意义。我们力求，人人都过得有声有色，
人人都活得有滋有味。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成绩都是实干出来的。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让我们同舟共济、扬

帆起航，共同抒写最美的时代画卷！

醴陵共同抒写最美的时代画卷，就是通过
创建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让“山水洲
城”、“千年古邑”、“花炮瓷都”更加出彩，实至名
归，拥有持久活力，支撑心灵成长，从而赢回醴
陵应有的尊严，进而享受瓷城应有的华彩。

如椽巨笔，纵横于历史与现代的多维观察
视野，饱蘸浓绿浓情，放大生态优势，发掘人文
底蕴，拉长发展链条，加快现代文明城市建设，
提升区域发展与现代治理水平，推动经济更高
质量发展，牵引幸福列车更高速度追梦。

紧盯目标，靠坚持，靠实力，靠从未动摇、
从未放弃和从未懈怠的一股劲，醴陵创建迈出
一年一大步，步步不同凡响，带着古老的瓷都
荣光，借助奋进的瓷城势能，正在全力以赴托
起蓬勃的瓷谷崛起……

今日醴陵，动力十足，创文带动创建仍在
继续，出彩交汇奇彩繁盛开来！奋进的瓷城

蓬勃的瓷谷

湖湘正学“一脉香”———渌江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