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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刘笑雪

9月28日，北京展览馆人流如织。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这里展出。仿佛走入时光隧
道， 人们在一张张生动照片、 一个个历史瞬间中感受
70年来的家国巨变，触摸一段温暖奋进的集体记忆。
这是全球瞩目的国家展览。“湖南元素” 闪耀其
间——
—杂交水稻从湖南走向世界， 复兴号动车纵横中
国， 湘西十八洞村换了新颜……澎湃激荡的“湖湘力
量”融入“中华力量”，同频共振、奔腾不息。
7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瞬间,新中
国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上演了一场
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 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
卷，书写了一部气势磅礴的人间史诗。
70年，宛如一部感天动地的进行曲，谱写着伟大
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篇章。
70年，犹如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演绎着三湘
大地从一穷二白到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华丽蝶变。
70年，如同一台气壮山河的大合唱，唱响着一代
又一代中华儿女接力奋斗的长征组歌。
湘江北去天下先。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从百废
待兴到百业兴旺、从内陆封闭到创新开放、从温饱不足
到人民幸福。70年，跟随祖国发展的脚步，改天换地的
新湖南，焕发出朝气蓬勃的全新面貌。

70 年沧桑巨变，凝结在
鱼米之乡的丰硕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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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田心， 一个小得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标记的
地方。
1958年12月，当我国第一台干线电力机车在铁道
部田心机车车辆工厂下线时，这里还是一片郊野之地。
几十年后， 一个享誉全球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横空出
世。田心，给了世界一颗“中国芯”。
“为世界造车，实现了我们一家三代的梦想！”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转向架事业部员工阮东臣在田
心出生、长大，父亲退休后顶职进厂当钳工。从韶山系
列机车到和谐号、 复兴号高速动车， 阮东臣和同事们
“亲眼目睹、亲手组装出厂”。而今，儿子阮冠华当兵退
伍后，也进入了中车株机和父亲并肩作战。
以田心为发端，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根硬
质合金棒材、第一辆微型汽车、第一枚空空导弹……新
中国工业史上293项“第一”相继在株洲诞生，崛起中的
“中国动力谷”，标注出动力研制领域新的“世界坐标”。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慢到快。70年时光流转，
工业重镇株洲的发展历程， 生动映照出湖南跨越发
展之路。
一个机场， 承载着湖南人走出省门拥抱世界的
梦想。
上世纪80年代，湖南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却没有
一个像样的机场。仅有的一个军民合用的大托铺机场，
只能降落小型飞机。
1989年8月29日，历经3年艰苦奋战，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建成通航，可供大中型飞机起降。从此，作为内
陆城市的长沙插上了翱翔蓝天的翅膀， 临空经济开始
腾飞。30年过去，黄花机场跻身全球百强，全省8个干支
线机场开通了57条国际和地区直飞航线， 直达22个国
家和地区。
回望历史的动人瞬间， 无数梦想在奋斗中“开
—
花”——
1966年，“十万愚公”肩扛手提建成韶山灌区，硬是
让高山低头、河水改道，使贫瘠的湘中大地变成“大粮
仓”。五强溪水库、江垭水库、涔天河水库、洞庭湖治理
工程……几十年来， 一大批创造了湖南水电建设壮举
的重大工程，灌溉出鱼米之乡的丰盈富饶。
1969年国庆前夕，5辆仿制长春一汽“解放牌”货
车的HQ-140型“湘江牌”载重货车在一片欢呼声中下
线，开启了“湖南人造湖南车”的全新探索。新世纪以
来，大众、菲亚特、吉利、广汽、比亚迪、北汽等中外主流
汽车制造商相继入湘建厂， 湖南跃升为全国重要的汽
车生产基地，长沙朝中国汽车产业“第六极”发起冲刺。
1994年，长永（长沙至浏阳永安）高速公路全线贯
通，湖南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如今，纵横交
织的高速公路网络如毛细血管般铺满湖湘大地， 通三
湘、达四水。到2018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6725公里，居全国第四位，121个县市区实现“半小时
上高速”。
2009年，武广高铁贯通，湖南加速跑进“高铁时
代”。此后，沪昆、洛湛、焦柳、湘桂、渝怀等国家干线铁
路相继贯通，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城，一个又一个高铁
枢纽城市悄然诞生，“两小时高铁经济圈” 彻底改变湖
南人的生活。
……
70年春华秋实，一代代湖湘儿女筚路蓝缕、接续
奋斗,书写自强不息的湖湘故事，迎来翻天覆地的历
史巨变。
GDP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7亿元跃升到
2018年的3.64万亿元； 人均GDP从86元增长到5.29万
元； 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百元
增加到36699元和14092元，我们的“蛋糕”越做越大。
在一穷二白、 底子薄弱的基础上建立起门类比
较齐全、实力不断增强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
达到2018年的1.19万亿元，为1952年的1885倍；农业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稻谷、生猪、水产品产量稳居
全国前列；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独树
一帜，“广电湘军”“出版湘军”蜚声中外，我们的“筋
骨”越来越强。
高铁、高速公路里程均居全国前列，电网实现全覆
盖， 天然气管网覆盖全省63个县市区，5G部署走在全
国前列；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四张网”编织起强大的
基础保障体系，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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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沧 桑 巨 变 ，绽 放 在
三湘儿女的灿烂笑容里

9月25日上午，湖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图为
大会会场。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70年沧桑巨变，镌刻在锦绣潇湘的广袤大地上
每台高铁列车， 大约有一半核心部件源
自湖南；
中国每生产10台中小型航空发动机，9
台产自湖南；
全球每下线10台混凝土机械， 有8台出
自湖南。
10秒，一件铝轮毂制成；80秒，一台发动
机“智造”；3分钟，一床被芯诞生；5分钟，一台
挖掘机下线；1小时，3.6万瓶酱油灌装；1天，
6.1万台手机生产……
70年，告别僵化沉闷、冲破内陆封闭，敢
为人先的湖南人，不断突破创新的高度、开放
的宽度。
砥砺奋进的征程中， 蕴藏着改革这个最
大密码。
1980年，在长沙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
的李静毅然“下海”，成为全国第一个由省长
批准同意的个体工商户。 民营经济自此有了
一席之地，撑起发展“半壁江山”。
1992年，在国家号召科研院所改制的洪
流中， 长沙建机院副院长詹纯新带领7个人、
借款50万元创办起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
一个全球化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应运而生，
树起湖南国企改革的标杆。
包产到户一石击水， 激活沉睡多年的乡
村；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让工业化在农村播
种；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形成巨大的人口红
利；“放管服” 改革步步深入，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
推动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一轮又一轮重
大的改革探索，“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
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出湖南磅礴的
发展动能。
砥砺奋进的征程中， 涌动着对创新开放
的不懈追求。
历 史 铭 记 着 这 个 时 刻 ：2013 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殷
切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
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
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

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
展的重大机遇，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
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
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言简意赅，对湖
南“一带一部”的战略定位，高瞻远瞩，给湖南
拥抱全球、融入世界，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开
了一扇新的窗口。
牢记嘱托，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2016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湖南旗帜鲜
明地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创新
开放热潮涌动三湘四水。
9月29日，“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
的荣誉簿上再添一枚“共和国勋章”。
从亩产700公斤到800公斤、900公斤、
1000公斤、1100公斤……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的超级杂交稻，与超级计算机、轨道交通技
术、深海钻机、工程机械智能化等“湘字号”科
技成果一起，以傲人姿态领先世界。
今天的湖南，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享誉
全国，崛起了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3个万
亿级产业和电子信息、医药、移动互联网等
11个千亿产业。从传统农业大省迈向新型工
业化和“智造”大省，湖南产业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创新应用硕果摇枝。
跨越山海，53个非洲国家、万余名嘉宾，
在湘江之滨共赴一场中国与非洲的经贸盛
宴；争奇斗艳，上千家中外知名工程机械企
业“长沙论剑”；“湘”约未来，全球计算机领域
的“最强大脑”齐聚一堂，探寻“计算时代”新
机遇……今年，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世界计算机大会等一批国
际顶级盛会频频“打卡”湖南，映照出湖南开
放崛起的一树繁花； 9月12日，一场以“创新
湖南 融入世界” 为主题的外交部湖南全球
推介活动，惊艳了世界。
国际经贸“朋友圈”拓展至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1/3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湘有投
资 ，40 多 条 空 中 直 达 航 线 连 接 世 界 各 洲 ，
1500多家湘企走向世界……开放包容的湖
南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入世界。

左图：2016年5月6日中午，长沙黄花机场，一辆磁浮列车驶入磁浮机场站。当
天，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下图：2017年9月15日，永吉高速吉首至古丈段通车，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实现县县通高速，进入全域高速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949年，一间土砖屋，七八个兄弟姐妹共吃一
盆米糠粑粑；1983年，砌起了红砖房，谷仓里堆满了
稻谷，餐桌上有了肉；1991年，搬进62平方米的“筒
子楼”， 客厅里的彩电花了近2年工资；2019年，144
平方米的商品房里，扫地机器人穿梭忙碌……
邵阳市民宁志生今年85岁， 这是不同时期他
对家的记忆。
从揭不开锅到各式国内外食品点心摆满餐
桌，从家徒四壁到各种智能家居用品大显身手，从
“忧其屋”到“有其屋”再到“优其屋”，宁家的变化，
是中国梦照进湖南百姓生活的鲜活见证。
70年时光仿佛一个魔术师，把列宁服、中山装
改造成色彩鲜艳、款式时髦的“潮服”，将粮票、布
票变成了手机上的轻松一“嘀”，把山水迢迢变成
了“千里一日还”，把书信折进形态小巧、网速奇快
的5G手机……光影变幻，三湘儿女的生活图景幕
幕更迭，擘画出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变。
花垣县十八洞村。多少年来，这个武陵山脉深
处的“穷旮旯”，道路泥泞、屋子破旧、厕所透风，村
民“要想吃餐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2013年
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亲切看望
乡亲们，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方略。风起十八洞，
旧貌换新颜。2017年，十八洞村实现整村脱贫，“通
水通电又通路，户户过上新生活”。
拔“穷根”、栽“智根”，从2012年年底到2018
年年底，湖南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2万人，平均每
年减少100万人以上， 减贫总数比丹麦整个国家
的人口还要多；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9%。精准扶
贫“湖南样本”写进中国、世界的减贫事业中。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 生态是湖南最大的
资源。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在潇湘大地的每一个
角落精彩上演。 曾经采砂盛行、 围堤横立的洞庭
湖，重现白鹭翱翔、麋鹿嬉戏、江豚腾跃的美好景
象；过去机器轰鸣、黄土日渐裸露的绿心区域，找
回了葱茏绿意； 以前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农村地
区，恢复了勃勃生机。
我们的天更蓝了， 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
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1.5%。 我们的水更清
了，以湘江治理和保护“一号重点工程”为引领，全
省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水质断面比重达到
94.5%。 我们的山更绿了，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59.64%；我们的家更美了，全省建成国家园林城
市（县城）1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39个、
全国绿色村庄1430个，宜居环境不断优化，城镇
化率达到56.02%。
70年，时光的指针划过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带来更多惊喜与幸福——
—
幸福，是越活越长的精彩人生。2018年，湖南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比1949年增加41.7岁。
幸福，是越织越密的社保网络。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 全民医保体系基
本建成。
幸福，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九年义务教育
全面普及， 普通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达132.68万人，是1949年的510倍。
幸福，是家门口就能尽享文化大餐。城市15分
钟、农村30分钟的文化生活圈基本形成，
“
欢乐潇湘”
雅韵三湘”等一批群众文化品牌浸润群众心田。
“
幸福，是公平正义的阳光洒满三湘大地。全省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基层民主稳步
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向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梦想努力奔
跑，湖南人民走在光明、开阔、幸福的康庄大道上。
“重整行装再出发！”几天前召开的湖南省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 向全省人民发出强
大动员令。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湖南将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加快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