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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在岁月深处的70个历史瞬间（下）
荨
荨（上接T4版）

1984年 长沙最早的夜市街开街
7月10日晚，五一广场到南门口，两三里长的黄
兴夜市街开街。百余家国营、集体商店，近三百个体经
营户摊点组成的夜市街人声鼎沸。 年轻人三五成群，
翩翩而来。长沙“夜经济”的序幕在彼时开启，热闹的
“
不夜城”从此闪亮。

1985年 湖南首届国际时装博览开展

市破冰之旅。从第一批股民不足4000人，到职业股民
跃升到20万人；从新股破冰，经历股灾，到市场转型
重振，湘股湘人携手并进。

1994 年 长沙至黄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
通车
论年纪，长永高速是湖南高速公路里的“大哥”。
27公里的长度，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它连接起黄花
机场和长沙市区,结束了湖南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10月5日，在满世界的
“黑白灰蓝”里，身着鲜艳新
潮服饰的模特从湖南首届国际时装博览上款款走来。缤
纷多彩的时尚世界开了一扇窗，人们争先恐后地朝窗里
看，有人几乎惊掉了下巴，有人声声赞叹
“
好韵味”，有人
翻过窗成为
“
潮人”。那时起，三湘儿女愈发
“
多娇”。

1995年 湖南全省本地电话网全面建成

1986年 全国首例“民告官”开庭审理

1996年 城头山遗址发现古稻田

8月，汨罗江畔，县药材公司不服当地卫生局处
罚提起诉讼，这是中国内地首起“民告官”案件，并建
立了内地首个行政审判庭。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壮大，
从
“民告官不见官”到
“官民平等对簿公堂”，这一重要
的法治转折，始于33年前的那场庭审。

饭稻羹鱼，源远流长。12月，城头山古城墙下，一
片古稻田跨越了6500余年的岁月， 重新沐浴在阳光
雨露之下，成为当时我国发现的最早水稻田。古稻田
向我们揭示了中华大地上第一缕文明曙光的
“物质基
础”，确证了中华民族驯化和栽培水稻的伟大功勋。

1987年 长沙贺龙体育场落成

1997年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决策
提出

10月10日， 长沙矗立起一座可容纳5.5万观众的
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体育场。从此，湖湘健儿走进属
于湖南体育史上的新时代。春风吹，战鼓擂，场内踏响
湖南体育事业的铿锵足音。

1988年 张家界建市
5月18日，大庸升格为地级市，设立永定区、武陵源
区。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合为一体，三千奇峰，八百
秀水，以“
武陵源风景区”的呼号迎宾。山外潮声激荡，
中国大陆重要的旅游城市开始走向世界。

1989年 黄花机场首航
8月29日，黄花机场红旗招展、鼓乐齐鸣，1500人
等待波音757客机降落。让湖南飞向世界，请世界飞
到湖南。告别不能起降大中型客机的历史，湘人
“蓝天
梦”从此起航翱翔。

1990年 湖南掀起亚运热
《亚洲雄风》歌声昂扬，9月7日，北京亚运会火炬
在长沙停留四个多小时，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湖南
22名运动员赴北京参赛，获金牌23枚，居全国第7。这
是湖南体育的高光时刻，体育精神振奋了每个人。

1991年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彩电面世
1月18日，机电部“七五”科研试制计划项目取得
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彩电打上了伟人故里韶
山的印记。“韶峰” 彩电也成为了见证湖南工业发展、
科技进步的珍贵物件。

1992年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粮食统购统销40年，一朝封入历史。11月1日，全
省城乡放开粮油销价，把农产品全面推向市场。从贫
弱匮乏走向富足繁荣，从“吃饱”到“吃好”，一个物质
丰裕的年代将到来。

1993年 首批湘股上市
紧盯电子屏， 交易厅内欢呼掌声四起。12月20
日，湘中意、湘火炬同时登陆深交所，湖南企业开启上

10月15日零时，湖南全省本地电话网全面建成。
打通一个长途电话要等上一两天终于成为“
过去式”
从前慢”变成了
“
现在快”。
了。通信的连通，让“

“天然绝配”的长株潭三市，彼此相距不到50公
里。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战
略决策，让三城震动。自此，长沙、株洲、湘潭，从
“各搞
各的”到“
抱团发展”。一个新的经济
“引擎”，带动湖南
起跑。

1998年 抗洪：“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那个夏天是黄色的，大江奔涌，浊浪滔天。那个夏
天也是绿色的，军营扎到大堤上，化身绿色长城。长沙
保卫战、松澧大圈保卫战、安乡县城保卫战、36小时
激战、72小时决战、高危水位下的持久战里，湖南军
民顽强拼搏，抗洪精神永不忘。

1999年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这是湖南房地产市场起步的原点， 延续40多年
的住房分配办法停止实行。 住在筒子楼里的普通人
们，那时还想不到品质居住时代即将到来。湖南房地
产市场日益繁荣，
“
居者有其屋”逐步成为现实。

2000年 长沙五一路扩建
拆迁近百家单位，搬迁五百余户居民，背负
“冒进
之举”与“超前谋划”之争议，9月20日，三湘第一路五
一路全线拓宽至60米，双向8车道。拓宽城市主干道，
更拓宽城市建设新思路，城市面貌大变样，城市管理
更精细。

2001年 WTO下的湖南
这一年，
“WTO”是最流行的英文，12月11日是中
国人最期待的日子。一场15年的谈判落幕，中国人的
入世梦圆了，湖南也自此变得更“洋气”了。外资商企
纷纷抢滩湖南，湘商也走上了一段新的对外征途。

2002年 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城乡障碍，融化户籍坚冰，元旦，湖南省开始
户籍制度改革。 大批人才流进湖南， 无数农民涌入城
市。从今以后，此片土地，外人，成了
“
湘人”，恋乡，便是
“
恋湘”。

2003年 湖南抗击非典

2012年 湖南矮寨特大悬索桥通车

2月，非典入湘。全省迅速行动，重点场所全面布
控，流动人口监管升级，农民和贫困患者免费治疗。打
大战、打恶战、打持久战，湖南依靠科学与意志打赢了
这场防疫攻坚战。

3月31日，矮寨大桥正式通车。曾经的山路弯弯，
如今变通途。355米的上空，桥梁凌空飞越峡谷；1176
米的跨度，当时创跨峡谷悬索桥世界第一。这座桥上，
跑过的不只是源源不断的湘西农产品，还有湘西儿女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2004年 《超级女声》首播
这一年的夏天，一群热爱音乐的女孩出现在荧屏
上。她们像一阵旋风，把青春活力带到全国。一场电视
娱乐新风暴就此展开，“电视湘军”的光芒传到大洋彼
岸。

2005年 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提
精准扶贫
11月3日，湘西十八洞村的农家小院里，“精准扶
贫”首次被提出。精准扶贫的强劲号角响彻大江南北，
精准脱贫的阳光雨露惠泽贫困地区，一批又一批的贫
困群众摆脱世代贫困，走向小康之路。

1月,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这是一场值得铭
记的告别，这是一场
“
破天荒”的变革。湖南农民身上的
“
担子”放下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
“
皇粮国税”走进了
历史书。

2014 年 长 沙 地铁 2 号 线 一 期 工 程 开 通
运营

2006年 首届中部贸易投资博览会在湖南
举行

下一站，五一广场!4月29日，在人们的殷殷期盼
中，长沙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长沙进入地铁
时代！城市的“经络血脉”更畅通了，“山水洲城”离人
们更
“近”了。

中部崛起蓝图下，9月26日-28日，首届中国中部
贸易投资博览会在中部腹地长沙举行。 举全省之力，
保服务，引企业，推项目，终成规模空前的综合性经贸
盛会。同时，以湖南为圆心向全国辐射，给湖南一个全
新的概念，打开人们的眼界与思路。

2007 年 全 部 免 除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杂费
别了，学杂费！这一年，600万湖南农村学生，彻
底告别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学生多起来了，失学孩
子少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更畅通了。从此，不怕
“
读不起书”，只怕“不想读书”。

2008年 湖南抗冰
年初，五十年一遇的特大冰雪灾害来袭，湘南地
区的城乡交通、电力、通信遭受重创。严冰酷雪，北风
呼啸，党和政府靠前指挥，三湘儿女守望相助，保电通
路，出力捐物。天冷，但人暖。

2009年 武广高铁贯通全省
从岳阳到郴州有多远？湖南地图告诉你是989公
里，京港澳高速告诉你是5小时车程，武广高铁告诉
你是2小时车程！ 12月26日,武广高铁全线运营，贯通
全省。湖南步入高铁时代。

2010 年 “天河一号”荣登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第一名

2015年 装备制造业成全省首个万亿产业
高端产品覆盖海、陆、空，湖南装备制造业企业，
创新发展，喜新不厌旧，双引擎齐发力。湖南“智造”，
以变应变，掌握国际话语权，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挺
起工业发展脊梁，成就制造强省最好“
注脚”。

2016年 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运营
100千米/时是它的速度，18.55千米是它的赛道，
5月6日是它的生日，中国智造是它的灵魂，它是长沙
磁浮快线。它的开通运营，让长沙成为中国第二个开
通磁悬浮的城市。

2017年 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正式对外
开放签证业务
30多年前，湖南商人抵达中老边境贩卖商品；30
多年后，10万湘商正在老挝演绎“湖南传说”。12月23
日，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正式开馆。有史以来，第一次
有外国政府在湖南设立领事机构。老挝，与湖南亲密
相拥。

2018年 长沙房地产调控政策全面升级
6月25日，全城沸腾，全省关注，全国瞩目。长沙的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长沙给人们的一个
承诺，也是长沙给人们的一份信心。努把力，年轻人也不
必
“
望楼兴叹”。留下来，安居乐业，成为新长沙人！
(整理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刘瀚潞 王铭俊
实习生 姜勇 )

一秒钟，“天河一号”计算2570万亿次。从珠算到
超算， 中国计算分秒必争。11月17日，“天河一号”问
鼎全球， 荣登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第一名。中
国人首次站上了超级计算机的全球最高领奖台，“中
世界速度”。
国速度”成为“

2011年 湖南县域经济加速发展
8月21日，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
强县排名公布。这场赛跑中，长沙县风驰电掣，跑进全
国前20名，连续4年夺得“中部第一县”。浏阳市、宁乡
县、醴陵市挺进全国百强。县域经济
“湘军”的步伐，不
断加快。

（扫 描 二 维 码 ， 查 看 新 湖 南
客户端推出的 《奋斗七 十 载 史 忆
新湖南》多媒体专题）

1998年6月27日，武警
官兵在浏阳河大堤三角塘
堤段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2016年12月5日，十八洞村老支书石顺莲家院子里，苗家妇女在绣制苗绣。

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通车。

彭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