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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兴

长沙山水洲城，风光岳麓独好。
山，岳麓山，在岳麓区；水，湘江，流经岳
麓区； 洲， 橘子洲， 也静卧岳麓区； 城，从
1000 多年前的书院城， 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大学城，再到如今的大学科技城，无不续接
着长沙城市的文明与希望。
风光好，文化兴，旅游旺。 眼下，市民、游
客走一遭，时时见美景，处处有文章。 通过凝
聚文化与旅游发展新合力，岳麓区将文化旅
游惠民“红利”，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感。

文化加注 寻常山水不寻常
有人说：“千年对宇宙来说，只是那沧海
一粟；千年对人类的脚步来说，也只是那不
经意的一笔；然而千年对于一种思想、一种
教育的发展来说，则代表永恒。 ”
一千多年来， 岳麓书院屹立岳麓山下，
穿越时空界限，在一次次血腥的劫掠与战火
的硝烟中，坚守着永不磨灭的文化信念。 湖
湘文化，从这里生长、发育、汇聚、繁荣，朱
熹、张栻、王阳明，一代代思想大家的灵魂与

后 湖 国 际 艺 术 园 ，脚 手 架 艺 术 馆 湖 光 树
影迷人。

山水人文醉岳麓
人格都烙印在瓦楞间，镶嵌在石板上。
麓山之邻，蜚声中外的橘子洲也是“一
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 橘子洲形成于
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 305 年）间，距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 由南往北，层峦叠翠，渡船
登洲，渔舟唱晚，看天心飞阁，吟先贤辞赋，
毛泽东游历驻足后， 挥毫而就 《沁园春·长
沙》。
以文化为底色，寻常山水便不寻常。 行
走岳麓区，新民学会旧址，斑驳的岁月印痕
不朽，当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的气息犹在；裕湘纱厂，历经百年
不衰的“工业遗产”至今辉煌，栈道、码头修
葺一新；还有爱晚亭、麓山寺、云麓宫……山
山水水看不够，一年四季皆可游。
目前，岳麓区列为国家、省、市文物保护
单位的有 88 处 120 个点，拥有岳麓山、橘子
洲、 岳麓书院、 新民学会旧址 4 个 5A 级景
区，洋湖湿地 1 个 4A 级景区，桃花岭、巴溪
洲、梅溪湖、大王山、渔人码头等众多具备资
质的 3A 级景区，文化旅游资源多达 108 处。
或乘飞机火车大巴，或自驾徒步骑行，游
客自八方而来，今年上半年，岳麓区共接待旅
游人数 1249 万人次，众多景点人气爆棚。

现代融合 麓山脚下开新景

梅溪湖国际新城风光秀美，游 客 赏 景
悠然自得。

（本文图片均由岳麓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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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电视、微波炉、洗手间、WiFi……
8 月 12 日，坐落在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 278
号旁的“城市驿站——
—司马站”正式与市民
见面了，这是开福区建成并移交管理的第七
个城市共享空间，居民亲切地点赞为“暖心
窝”。
“驿站”顾名思义，即为行人提供歇脚之
所，“城市驿站”是开福区在“厚德”文化引领
下，用心、用情打造的一项“民生工程”。
从 2017 年 5 月起，长沙市开福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区范围内
选择了一批人员相对集中的主次干道，依托
现有配套管理用房，采用统一设计、统一分
区、统一配置进行装修改造，以“服务一线职
工、方便市民停歇、打造幸福开福”为理念，
让城市驿站集中了“用餐、休息、学习、交流、
应急于一体”的五大功能。 在驿站里不仅有
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同时，
市民可在此烹饪、休憩、上洗手间、阅读图
书，还可以进行简单应急处置。

6 月 22 日，一场主题为《太空流浪计划》
的新媒体艺术展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多功能小剧场惊艳开幕。 展览采用多媒体
技术、交互装置、雕塑装置构建出一个梦幻
空间，观众既是玩家，也是故事主角，依靠想
象力来接触暂时无法到达的宇宙星空。

广铁站、滨河站、开福大道站、周南站、
北辰站、金霞站（在建）……如今，开福区已
陆续建起 8 处城市驿站。 位于月岛公园旁的
栖凤站于 2018 年 1 月首批开门迎客， 也是
目前人气最旺的“暖心窝”。 管理员陈美凤
说：“开始，大家都探头探脑不知道这是干嘛
的，现在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环卫、园林等
工作人员温暖的小家。 ”
每天早上 7 时，陈美凤开始烧水、打扫
卫生，晚上 20 时，关掉电源，收拾妥当她才
掩好门窗。
“今年夏天热，每天我泡的 4 桶金银花
茶广受欢迎。 ”
“大家都很爱惜书本，有时候鞋子脏了
还主动脱在门外。 ”
善举便民，善行传递，每一位“过客”都
像爱惜自己家一样爱护着驿站的一切，仅栖
凤站建成一年多来，已为一万多市民提供便
利。
开福始终坚持有质效、有温度的“两有”
发展，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两富”开福，
小小驿站于细节处见证了党委政府拳拳为
民之心。
“一座城市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开
放，更是人文情怀的开放、包容和共享。 ”开
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拥兵说：“严冬有一杯
热茶，酷暑有一缕凉风，这种共建共享的模
式共同温暖我们的城市，让改革发展的成果
更多、更公平、更细致的惠及于人民。 ”

开福区八所“城市驿站”之一的滨
河站。
郭立亮 摄

岳麓区启动 2019 “文化直通车 民心零距离”文艺巡演。

如同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灵魂和地标，
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了解纽约城市文
明的载体，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是岳麓
区诗意的栖居地之一。
曾经的梅溪湖， 只是一个落后的小山
村，农田、荒地、滩涂、葡萄园遍地。 随着一大
批科技感与时尚感并存的现代化建筑拔地
而起，国际艺术中心、梅溪湖书院、音乐喷泉
等在今年“五一”期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
打卡点”。
“
麓山脚下， 有且不仅只有山水洲城、名
胜古迹，通过引进、推动文旅项目建设，岳麓
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融合产业，后湖国际艺
术园、麓山南路书香街、白沙液街等更多新
的文化景象被不断塑造。
走进后湖国际艺术园，文化艺术、创意
设计、科技创新主题展览层出不穷，不经意
一脚迈进一座小镇， 众多名家名企汇聚，来
一场思想的碰撞，无尽韵味。

走进大王山旅游片区，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开放强大的电影主题 IP 体验与纯正的意
大利爵士乐盛典；恒大文化旅游城、湘江欢
乐城即将陆续面世，从冰雪到海洋、从儿童
游乐到成人休闲，各种尝鲜一应俱全。
而走进广大农村地区，岳麓区通过打造
现代化文化旅游品牌节会，也出现不少新鲜
景致。 2018 年，雨敞坪镇紫薇花果节开幕，
百余亩紫叶紫薇花绽放 100 余天； 今年 4
月，“含浦花开 爱满春田” 第四届含浦油菜
花节开幕，成功吸引游客 10 万余人。

好戏连台 诗与远方在身边
文化和旅游， 都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
领域。 从今年起，岳麓区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
业融合，
“
诗与远方”不再只是遥远的寄托。
5 月 22 日，岳麓区举办 2019“文化直通
车 民心零距离”文艺巡演，首站八方公园现

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远眺。

场，合唱、舞蹈、快板、走秀、小品等多种艺术
表演精彩纷呈， 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网
络收看人数达 10 万余人次。
“
完全没想到，演出竟然如此好看！ ”“以
后，看节目也不一定要出远门啦！ ”一台看似
普通的晚会，得到群众纷纷点赞，其背后是
根据需求量身定制，大部分节目为群众自编
自导自演。
作为全省知名文化大区，岳麓区始终将
文旅融合发展立足于服务民生、 服务群众，
致力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文化大
餐送进群众“
15 分钟生活圈”。
近年来，岳麓区先后组织推出社区文体
节、“百姓大舞台”、社区群众迎春文艺晚会、
“我们的节日” 等系列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品
牌，2018 年全面启动“五送五进”点单服务，
将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精准送进街道（镇）、
社区、农村、企业、校园，受益群众超 40 万人
次。
到目前为止，岳麓区建成街道（镇）综合
文化站 17 个，社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43 个，图书分馆 20 家，文化分馆 8 家，常年
免费开展借阅书籍、培训、演出、展播等服务。
无论追求大众、个性、高雅，穿梭岳麓
远方”都在身边。 李自健美术馆，定期陈
区，“
列来自海内外众多藏家的不同画作；谢子龙
影像馆，国内外著名摄影家公益讲座连续举
办，这些地方，不仅外地人旅游喜欢光顾，本
地人也经常来逛。
高标准的文化场所、 高水准的文化服
务，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游遍世间大街小巷、
山山水水、亭院楼台，不止微醉，而是陶醉，
甚或沉醉，何乐不为。

“厚德开福” 新风尚
张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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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露珠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一座城
市的气质，既体现在经济总量、财政收入、
高楼大厦、 市容市貌这些鸿篇巨制上，更
体现在历史底蕴、人文关怀、背街小巷、文
明素养的细枝末节之处。
2018 年， 开福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030 亿元，以 9.5%的增速首次突破千亿
大关，成功入选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开福区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 以德立区的共享发展理
念。
2016 年 8 月， 在开福区第五次党代
会上， 区委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强盛、精
美、幸福、厚德的新开福，首次让
“厚德”成
为现代化城北的新名片，让“为国尽忠、为
职尽责、为家尽孝”的厚德开福精神成为
开福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2019 年 1 月， 开福区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下发《开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实施方案》，以
“厚德开福”为引领，以
中心、所、站的三级架构为平台，推动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在开福 16 个街道 107 个社区 （村）
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
厚德” 文化宣传，展
板、日历、海报、彩绘电箱都在讲述着孝
心、爱心、善心的美德故事。
清水塘街道“国是家”主题街区，望麓
园街道
“诚立身”主题公园，湘江风光带边
“俭养德”主题广场，浏阳河畔的“好人公
园”
“开福好人馆”……都已经融入这座城
市的血脉，成为市民最熟悉的美丽风景。
德善化人心，德滋养情怀。
开福区自上而下打通了理论宣讲、文
化服务、志愿者队伍，清水塘新时代学习
社、捞刀河乡贤馆、望麓园街道政治生活
馆等 1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各种活
动如火如荼开展。有体系、有场地、有组织
的让
“文明”成为了开福市民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的自觉实践， 各行业、 各单位以
“德”为美，以“
文明”为荣。

在开福区医疗卫生系统，把“医不二
价”“童叟无欺”作为医德规范，并建立医
风医德档案，作为评优、晋职的条件。
在开福区教育系统，以“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建设教师队伍，并在全区 55 所中
小学校 6 万多名学生中，全面开展“学雷
锋、做好人”“
我是志愿者”“好人好事征集
评选”等主题活动，让崇德向善的理念深
入孩子们的心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 ”2017 年，开福区 20 余位“中国好
人”领衔，吹响了
“好人大本营”的集结号，
以榜样的力量催生了各类志愿者帮扶联
盟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生长，“卢爹爹帮帮
团”“邓学东工作室”……如今，开福区志
愿服务队快速增加至 213 支， 注册志愿
者达 8 万余名，学雷锋志愿服务品牌 211

个，引发善行延绵不绝，崇德向善成为了
城北文明新风尚。
时代需要道德的文化滋养，社会需要
道德的能量积聚，城市需要道德的行为引
领，民众需要道德的宽厚情怀。
实施公民道德培育、建设社会诚信体
系、普及志愿者服务、开展未成年人教育、
构筑网络文明……在“厚德”精神春风化
雨的浸润下，开福区的民风、政风、文明之
风阵阵清风，连续 5 年全市社会公认评估
排名第一，连续 14 年荣获
“湖南省平安区
县”。一大批先进典型脱颖而出，涌现出全
国道德模范 1 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
名、全国美德少年 1 名、29 人荣获“中国
好人”。
开福，一江四河十湖，钟灵毓秀。
开福，金霞金融金鹰，德厚流光。

开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之一——
—开福好人馆广受群众欢迎。

曾鹤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