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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 年 10 月 1 日。 时间在这一天
重新开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个雄伟的
声音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响起，宣告一个新
的历史纪元。

从贫穷落后到现代强国，从温饱不足到
奔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到“举足轻重”
———1949 年到 2019 年，70 年间，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把苦难和落后、迷
茫和彷徨甩到了身后。

醒来，醒来！ 奋进，奋进！ 复兴，复兴！ 在
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长河中，湖南用钢铁
般的意志标注起现代中国的空间坐标。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
省会长沙， 在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
谱写出摄人心魄的宏伟诗篇！

（二）历史的长河静观时往往风平浪静，
只有置身在某个时间节点，方能体会它的波
澜壮阔。

1949 年 8 月 4 日，长沙市中山纪念堂，
程潜、 陈明仁领衔的 37 名将领联名通电起
义，宣告脱离广州政府；8 月 5 日，人民解放
军从小吴门入城，长沙和平解放。

一个崭新的长沙由此走来。
迷茫中的长沙，将走向何处？
在满目萧条中，长沙重整山河。 同年 12

月 28 日， 长沙市首届各界代表汇聚一堂共
商大事：建一个什么样的长沙？

七十载春秋，长沙用行动作答———
今日之长沙，已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搭建了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湘江新区等国家级
战略平台；推进了绿色城市、海绵城市和文
明城市建设；获得了“工程机械之都”、“媒体
艺术之都”等……

一个新的城市时代已然来临！
（三 ）该用什么样的词汇 ，来形容长沙

70 年的恢弘诗篇？
这是一首意志坚强、 共拓格局的雄浑

诗篇。 6.7 平方公里，这是一张 1955 年的地
图上的长沙轮廓。 彼时，长沙建成区（内四
区），西抵水陆洲（湘江橘子洲），北到文昌

阁，南到金盆岭，东到烈士公园。 1996 年，为
解决城市发展空间用地不足的问题，长沙撤
销内四区和郊区，设立芙蓉区、天心区、岳麓
区、开福区和雨花区。 2011 年撤销望城县，
设立望城区。 长沙完成从建成区内四区到内
六区的蝶变，城市架构进一步延伸。 到 2018
年，长沙城区面积达 434.82 平方公里，比共
和国成立初期面积长大 62 倍。

这是一首高歌猛进、发展跨越的激扬诗
篇。 城乡面貌、基础设施、高楼大厦、物流交
通等，这些看得见的物理巨变，铸造发展振
兴的强大引擎。 高铁、地铁、磁悬浮、城铁、航
空，重器之城，扩大了国际“朋友圈”，拉近了
国内“亲友团”。 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创新中
心……一种种澎湃力量，为长沙奋力摸高注
入动能。 到 1957 年长沙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 地区工业总产值达 44536.4 万元，为
1949 年的 940 倍。 随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在
长沙激起涟漪， 经济总量从 1978 年不足
150 亿元到 2018 年跻身“万亿俱乐部”。

这是一首凝心聚力、以人为本的温馨诗
篇。 双休日走进了劳动者生活，劳动就业、社
会保障，户籍制度、基层选举……这些“摆”
在法律上的“字词”变成一项项具象主张；生
态环境，教育医疗，文明素养……这些“不接
地气”的字眼，慢慢成为了市民口中的“高频
词”，他们关注、他们呼吁、他们期盼，他们成
为一项项举措的推动者。“学有所教、老有所
依、病有所养、住有所居”，一个个民生理想
化为执政目标，密织出一张温暖网络。

70 年绘就，一个政党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的理念扎根于此； 一个区域与国同行、风
雨同舟的力量倾注于此； 一个城市锐意创
新、握指成拳的担当印证于此。

那些构成长沙恢弘诗篇的理念、 战略、
行动，将成为湖南崛起共同的财富！

（四）长沙用七十载岁月写就的宏伟诗
篇，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多个维度来解读。 但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生长、生活在长
沙的人们，从沉闷中苏生，从僵化中活跃。

腰包， 鼓了起来。 长沙人对物质的“计
算”，也从多少头猪牛、多少票证，逐渐变成几
张储蓄卡、几股基金。 通过几组数据的对比，
我们或许能感知长沙发展之大、 发展之快。

1949 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31元，农村居民仅有 41元。 到 2018年，长
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50000元大
关， 达到 50792元。 同年， 长沙常住人口达
815.47万人，跻身全国新一线城市。

精神，富了起来。 从“你吃了吗？ ”到“你
去哪？ ”人们见面的问候语或许从侧面印证
着。这 70 年来，人们开始了宽裕、体面、有尊
严的生活。“东亚文化之都”、“世界媒体艺术
之都”， 长沙向世界递出一张又一张的文化
名片。 图书馆多了、博物馆多了、体育馆多
了、电影院多了、电视节目多了……一系列
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生动实践，
让老百姓看书不再少、看戏不再远、休闲不
再难。《湖南日报》今天特别推出“文化长沙”
系列，意在带领大家领略这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青春魅力、艺术活力。

（五）时间的指针，不可逆地指向未来。
沿着它的脉络，我们能看到这一“诗篇”是如
何谱写而成的。

一个“党”字，筑起巨变的基石。 43 万名
党员在波澜壮阔的 70 年中撑起信仰的主心
骨，在伟大征程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展
示出想为、敢为、勤为、善为的全新风貌。

一个“敢”字，亮出省会的担当。 鼓励担
当、崇尚担当，这是长沙上下的精神共识。 向
大是大非亮剑，向难啃骨头进攻，向歪风邪
气斗争，长沙以非凡的理解力、执行力、创造
力，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个“实”字，迈出坚定的步伐。“放管
服”改革，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经济结构
调整……一场又一场攻坚战在湘江之畔打
响，新的气象、新的风尚、新的常态，不断叠
加、重塑。

2019 年，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这个
起点， 刻录下此时长沙所处的地位和使命，
也凝结着 800 万长沙市民的热切期盼。

像一个在迎着朝阳奔跑的青年，长沙以
70 年不变的执著和坚韧， 又一次开始现代
化征程的跋涉。 他在跋涉中思考：如何更好
地融入世界，展现一个“能量更大、实力更
强、城乡更美、民生更爽”的长沙？

长沙将继续谱写诗篇。
长沙会再次铸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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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岛人歌动地诗
14 文化长沙
15 湖南湘江新区
16 芙蓉区、天心区

17 岳麓区、开福区
18 雨花区、望城区
19 长沙县、浏阳市
20 宁乡市、图说“文化长沙”

“文化长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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