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樟作证

湘江听潮

进入新世纪以来，HD 迎来了改革改制、不

断创新、高速发展的 20 年。谈到企业不断改革

发展的进程，HD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忻开列出

了一张清晰的时间表。

从 2001 年起，在程世陵院长任上，党政班

子就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下了 HD 坚定改革

的思想基础。2002 年，HD 作为第一批转制单位

由事业单位转为科技型企业；2003 年开始按企

业要求定岗定编定责,积极推进“三项制度”等

内部机制改革。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际，HD 就闻令而

动，2014 年随即编制混改规划谋篇布局。2016

年开始，时任院长蒋涤非积极推进企业混改与

集团化组建，谋划 HD 走向更大的舞台；2017 年

进行公司制改革，2020 年，根据中央、我省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和“双百行动”部署，在省国

资委的大力支持指导下，HD 加快推进完成混

合所有制改革，引进维尔利、中盈先导、中信证

券、湖南迪策、风语筑等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

工持股，实现股权多元化，进一步完善了现代企

业治理、运营、管理、激励及创新等一系列体制

机制。

作为湖南省属国有企业“混改第一单”，HD

延续“红色基因”，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经营机制的转换，

“三项制度”变革加速、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不

断建立健全，HD 人才队伍活力迸发，市场竞争

力和企业效益显著提升。

世界著名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说过：建

筑是唯一需要相信未来的职业，建筑师应该狂

喜地期盼美好未来。

过去已去，未来已来。HD 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夏心红清醒地认识到，70 年的荣光已属于

过去，设计行业正从高速规模增长走向内涵式

的价值增长，面向未来，HD 正面临全新的挑

战。“HD 风华正茂！”夏心红对未来充满信心，

“设计企业最核心的资产就是人才，年轻人是

HD 的未来。公司目前 2000 名员工中，90 后占了

一半，员工平均年龄 31 岁，70 岁的 HD 正处在

历史上最年轻的时期，正怀着以奋斗者为本的

心态向未来迈进。”

HD 十四五规划的战略目标是“全国一流

的科技型咨询企业”。为迎接未来挑战，HD 将

在领域拓展、设计创新、人才更新迭代上谋篇布

局。今年 4 月，HD 成立了创新研究院，下设数字

化研究院、双碳工程技术中心、城市更新研究中

心、新型复杂结构研究中心及钢结构建筑研究

中心，把数字技术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一

批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的研发成果，为未来的

科技转型蓄力。

立夏后，夏心红的“夏午茶”开张了，总经理

和年轻员工面对面，任何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

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答复和落实。30 多年前，

HD“草图会”的学术研讨生态让陈忻受益匪浅，

今天已演绎成由 HD 总建筑师黄劲、执行总建

筑师向显军、杨晓主导的一系列主题化雅河创

作营，HD 众多年轻设计师创意其中、乐在其

中，演绎成为“HD 大师讲坛”、“城语者”、“HD 大

学生设计竞赛”等面向专业与社会的学术形态。

6 月底，“HD 青年骨干特训营”又正式开班，HD

簇新的设计生态和人才培养机制正蔚然成型。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群以设计为事

业的人的雄心就是 HD 的光荣与未来。从 1952

年一路走来，翻开 HD 的编年史，每一件，都是

“人与人”的大事记。这个时代，有盛大理想的召

唤就会群星璀璨，奇迹和热望就无处不在。以梦

起航，乘风破浪，寄语 HD 以最轻盈睿智的姿

态，风华正茂，振翅向未来。

风华正茂 振翅向未来
——写在“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0周年之际

HD 的两座办公楼有着奇妙的缘分，老院是

河东识字岭人民中路 65 号，新院地处河西洋湖福

祥路 65 号，两个 65 号如冥冥之中的契合，

两栋建筑相距 10.5 公里，隔着湘江对望，一

脉相承地诉说着 HD70 载的风雨兼程，春华秋实，

又昭示出 HD 的厚重历史和蓬勃未来。

六月的天气时晴时雨，走进人民中路 65 号的

HD 老院，两棵与身后苏式清水红砖楼同龄的香

樟树浓荫如盖。时光荏苒，老楼依然冬暖夏凉，厚

重典雅，它早已被列入长沙市近现代历史文化建

筑名录。

香樟树是忠实的聆听者。它倾听过公司前身

“湖南省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设计室”于 1952 年

7 月在小吴门诞生，又不断迁往培元桥、潮宗街和

识字岭“马蹄楼”，1961 年正式入驻到这里的前尘

往事。

香樟树是发展的见证者。它见证了 HD 如何

从一个 32 人的设计室数易其名，几度变迁，发展

壮大成为享有盛名的“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湖南

省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的科技型企业。几十年

栉风沐雨，HD 有整院迁往湘乡棋梓桥山区的战

备转移，有 433 名北京设计精英下放湖南的风云

聚会（其中 217 名留在 HD），也有设计骨干“孔雀

东南飞”的人才流出，但 HD 始终深扎湖湘大地，

汲取养分，励精图治，跨越无数的艰辛茁壮成长。

湖南设计人敢为人先。

1978年，当众多设计院还在忙于拨乱反正时，

HD 就抓住机遇，到伊朗德黑兰进行中国驻伊大使

馆新馆舍的现场设计了。

1979 年，HD 又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对

外窗口，以精湛的建筑方案取胜，承接了北也门阿

拉伯国际会议大厦的设计任务，开创了中国设计

院向外国人收取建筑设计费之先河。

1984 年，HD 就勇闯特区设分院，1989 年更是

全面布局沿海拼市场。如今，HD 湖南设计的作品

遍布全球四大洲 42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 24 个

省市。昂首挺胸，走出湖南，走向了世界！

HD 河西新院是洋湖最耀眼的办公楼，这座

全玻璃幕墙包裹的绿色三星建筑，临雅河、伴湿

地，轻盈地介入场地，波光倒影，建筑像浮在水面

上。进入则光庭水院、玻璃廊桥、开敞楼道、内庭

景观等，光和风在这里肆意流淌舞蹈，设计师们

则沉浸其中，或交流研讨、或潜心案头，身心被抚

慰，创意频出。

设计者是时任 HD 总建筑师的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杨瑛，杨瑛“情境地”描绘着这个作品，

神采飞扬。“四面是 U 型、Low-E、超白三种不同

的玻璃，界面凹凸不规则，既遮阳，有效疏导城市

季风，同时吸收反射天光和周围街道景物。你会

看到一幅晨昏四季流动的画，变化多端的城市微

表情。”

树要伸向天空，水要奔赴远方。

从人民路到福祥路，从香樟树下到湘江洋湖

边，70年，HD筚路蓝缕，昂扬奋进，不断奉献规划蓝

图、建筑精品，谱写出一曲不负时代的悠扬颂歌。

雅河左岸 HD 江雅园办公楼和右岸中盈办

公楼顶部，都有“湖南设计”四个大字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成立至今，从来不缺

HD 的代表作。”HD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忻语气

自豪。是的，仅以长沙的城市东西主轴为例，从

枫林宾馆过湘江一桥，老湖南剧院、湘绣大楼、

中山大厦、平和堂、IFS 国金中心、世贸金融中

心、五一路省政府办公楼，及至长沙火车站，都

是 HD 的手笔。再放眼三湘四水，70 年的光辉岁

月，湖南城乡都留下了 HD 无数的规划、建筑、

市政设计作品，HD 深度介入和呈现了潇湘热

土的发展变迁，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HD 设计了湖湘红色文化的一座座丰碑。

从 1959 年竣工的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到长沙

清水塘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韶山毛泽东同志

纪念馆、滴水洞、毛泽东铜像广场，刘少奇故里

工程，胡耀邦故居纪念园，林伯渠、肖劲光、粟裕

故居，陈树湘烈士纪念馆、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

馆、湖南党史陈列馆等，在历史的长河里，HD

铭刻下了永不消失的红色坐标。

HD 实践着湖南人的文化自信。从复原“天

下第一楼”岳阳楼，到醴陵陶瓷博物馆、湖南省

青铜文化博物馆和三代湖南省博物馆的建设，

无一不展现出湖南人的精气神。作为一个城市

的文化灯塔，湖南省博物馆的第一代馆利用自

然土壤层级和多层围护墙体保护出土文物；第

二代馆用楚汉钱币和帛画造型的巧妙设计获得

“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第三代馆以“鼎盛洞

庭”为创意源点，糅合先进的建筑理念及 BIM

技术数字化优势，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同时

还有铜官窑、城头山、老司城、炭河里等国家遗

址公园的规划设计，让万年湖湘文脉随时代延

递，与人民共享。

HD 助力“美丽中国”多姿多彩。如张家界、

崀山和南山国家公园的规划，长株潭绿心中央

公园总体城市设计等，守护着大自然的瑰宝，让

国土资源绽放更迷人的光彩。巴溪洲、浏阳河、

圭塘河生态景观区、湘江两岸风光带的景观设

计，在联系城市空间肌理的同时，更彰显出长沙

这座城市山水洲城极具优美的生态本底。

HD 让城市功能更加丰富。她为湖南一座

座城市进行总体规划，又以一个个建筑实体和

市政设施实现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气质。如上世

纪 50 年代设计的湖南宾馆、九所宾馆，接待过

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和多位外国元首及政要；

上世纪 70 年代设计的当时最为先进和超前的

长沙火车站，至今仍然迎来送往；上世纪 80 年

代设计的长沙第一座现代商业形态的湖南商

厦，通透性卖场的人性化设计为湖南商业空间

开创了先河；上世纪 90 年代设计的张家界荷花

机场，长沙黄花机场 T1、T2 航站楼，让湖南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新世纪伴随着贺龙体

育场、长沙市滨江文化园、湖南省群众艺术馆、

湖南省科技馆、郴州四馆一中心、湖南第一高度

的长沙 IFS 国金中心等的建成，让公共文化空

间惠及更多人，城市更具生机与活力。

HD 让城市更新更具品质。如五一广场商

圈的提质改造，汕头小公园开埠区修复再到岳

阳港工业遗址公园等，近 3 年来，除承担省市 10

余项城市更新政策标准及课题研究之外，为国

内诸多城市进行了更新改造，再续城市活力。从

长沙市的 8 座水厂、9 座污水厂到荣获亚洲水奖

的澳门石排湾水厂，从梅溪湖国际新城片区 10

条主干道、综合管廊、人行天桥到长沙洋湖片区

景观提质改造等，不断提升着城市与人民生活

的舒适度与幸福指数。

HD 让湖南设计更具服务内涵，触角伸向一

个个需要精专化设计的专业领域。HD 在全国领

先投身于医疗建筑的精专化实践，至今为止，在

省内外设计的医院建筑近百座，如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湘雅常德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福州林文镜

纪念医院，浙江鑫达医院，珠海横琴医院，岳阳市

中心医院，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等，一座座

医疗建筑，承载着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托付。

2010 年，HD 在全国省级建筑设计院中率

先 开 展 设 计 牵 头 的 工 程 总 承 包 。2012 年 成 立

BIM 技术中心，探索全专业 BIM 设计和出图，

2018 年斩获全球 BIM 最高级别奖项——欧特

克美国 AU 大师汇兼全球工程建设卓越大奖。

2019 年启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建设，深度拥抱信

息时代。2021 年，出台数字化转型规划，全面开

启数字化发展的新征程。

长沙市福祥路65号HD江雅园办公楼。 刘丹 摄

长沙市人民中路65号HD识字岭办公楼。 彭丹 摄

湖南设计 70 年的岁月长河中，一代又一

代的老一辈 HD 掌舵人，带领着企业奔赴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共和国

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节点，都留下了他们奋斗

的足迹。他们有 ：许 道 谦 、尚 春 仁 、王 振 书 、

沈 素 、罗 忠 言 、黄 均 德 、陈 大 卫 、王 侠 宗 、

程 世陵等。

时光荏苒，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传承，定义

着 HD 技术引领的深刻内涵，正是老一辈翘楚

的杰出带领，奠定了 HD 在行业内雄厚的技术

基础与不凡业绩。他们中的代表有：林熙业、

曾子泉、周述之、刘宏庆、于均祥、陶鲤庭、林

建平、蒋虔生、陈梦驹、齐志成、田有盛、王英明、

杨 大 聪 、朱 贵 泉 、张 震 球 、戴 小 珍 、刘 冬 柏 、

周健、杨青山等等。

谨此铭记，致以崇高的敬意。

后记

湖南设计 奉献湖南

洞悉时代 创新未来

文/易禹琳

六月，栀子花开，又到毕业季。“长沙上榜最

受毕业生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上了热搜。对此，好

客的长沙人早已见怪不怪。

每一位青葱学子，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

来到长沙，无论是追星打卡芒果台，到省博物馆

探访辛追夫人，游历“活色生香”的长沙 IFS 国金

商圈，到橘子洲头一睹伟人的风采，地标建筑与

城市特色空间均是他们与这座顶流网红城市的

亲切对话。

或许人们不知道，这座魅力城市的众多标志

性建筑、城市空间景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背后，

都站立着同一个设计者：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HD）。70 年来，HD 与这

座城市共同生长，生机勃勃，历久弥新。上个月，

HD 作为湖南省属国企“混改第一单”的成绩单十

分亮眼，获新华社点赞。7 月 2 日，HD 又将迎来建

院七十年。

回望，是湖南设计七十年的丰富和厚重；前

瞻，是风华正茂和极富想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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