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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少小离乡，
流浪59年终于回了家相关报道

走向全面小康：
细微之处皆是民意人心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看天心区如何走向全面小康

民生造福，
书写城市软实力

湖南地理
信息产业园总
部基地。

本报记者罗雅琪 王欢 长沙报道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者。
昔日平静的湘江东岸，摩天大厦拔地而
起；单调的天际线，被鳞次栉比和缤纷霓虹
装点；老城区焕然新生，文和友、茶颜悦色等
多个网红打卡点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从南区到天心区，从“繁北拓南”到“高
质量发展”；从 34.4 平方公里“长大”到 73.64

平方公里，再到 141 平方公里；从“绿心”区工
业退出到转型升级，各大产业齐头并进……
天心，始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砥
砺前行。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在不断拔节
生长之中，如今天心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
亿元大关，天心的全面小康之路，不仅归功
于历届区委、区政府的超前眼光，更在于其
规划建设的细微之处皆是民意人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小学友谊校区内，孩子们正在开心玩耍。

创新为先，
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战略升级，
谱写智慧天心新起点
1996 年以前，天心区还不叫天心区，叫
南区。整个辖区从北到南，仅 34.4 平方公
里，主要管辖有城南路街道、东塘，在地图上
呈一面红旗状。
时间到了 1996 年，长沙市区划调整，原
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郊区改为芙蓉区、
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和雨花区。南区更
名为天心区，沿湘江往南的很大一部分农田
划入天心区，天心区域面积增加到 73.64 平
方公里。
面积虽然增加了，发展却面临更大的问
题。
“ 当时我们发展得好的工业企业划出去
了，划进来的有很多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
企业。”天心区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
区属企业划到外区后，新成立的天心区并不
占优势。
如何谋划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被列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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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议程，为此，2000 年，天心区委、区政府提
出了“繁北拓南”战略：繁北——打造湘江金
融外滩；拓南——打造长株潭融城核心。
这是天心区腾飞的叙事起点。特别是
抓住长株潭一体化和省政府南迁的机遇后，
天心区的决策者积极推动区划调整，全面优
化经济结构，推动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于是，第四届天心区委提出“南拓西接、
扩容提质”，第五届区委提出“北提南进、服
务引领、民生造福”发展战略、
“融城核心、璀
璨天心”的发展目标，天心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了快车道。
过去的岁月之中，变化每天都在发生。
从以前的商贸物流的一枝独秀，到工业、商
贸物流两足鼎立，再到金融业、地理信息、文
化创意、人力资源等各大产业齐头并进。显
而易见的变化是，
天心产业结构更优化了。

创新，是天心区的灵魂。从 3000 年前的
街头熙攘，到如今的网红元素、长沙夜经济
“排头兵”的打造，天心区一脉相承的商业文
明发展中，创新，始终是亘古不变的基因，是
发展的核心。
如今，湖南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
天心区科创联盟、全省首个人工智能产业
园、天心软件产业园等多个创新型项目成功
落地，天心区一次又一次走在时代前列，以
创新之手，描发展大卷，走出了一条“数‘聚’
天心，万
‘码’奔腾”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020 年，是天心区软件业和数字经济取
得重要成果的一年。该区向软件业抛出“橄
榄枝”：入驻最高 200 万元补贴，人才最高 500
万元奖励；上市最高 300 万元奖励；风险 1000
万元补偿基金；提供招聘、咨询、培训、国际
认证等各类 360 度+全天候服务。同时，设
立不低于 1 亿元的软件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
金，全力支持产业发展，积极主导成立“码
农”
之家。
BAT 互联网巨头来了，百度在天心区打

造全国最大的云手机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
投资基金软银来了，推动酷哇智慧环卫机器
人和高精度地图项目落地；湖南大数据交易
中心在建，将成为全省唯一数据资源和数字
资产的交易场所……
通过实施“天心区大力发展软件产业三
年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2 年，新招引“码农”
万名以上，软件产业产值达 350 亿元。未来 5
年，天心区将全力培育 10 家数字经济领域的
上市公司。
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天心区一系列举措
接地气、实打实。为促进科技与金融有效融
合，天心区下发《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加快建
设“创新型城区”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试
行）》，政府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以专利或
著作权出质形式，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政
府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30%给予贴息。
在科创板成功上市的企业，一次性补助 300
万元；对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一次
性奖励 100 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杰出奖
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寻常百姓的小日子，政府惦念的大民生。
近两年来，天心区以人为本，办实事、惠民生，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
2020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开年不久即遇
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天心区在抗击肺炎疫
情中主动担当，率先启用定点酒店安置疫源地
人员，率先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率先推出密
切接触者集中隔离举措，不到 1 个月实现新增
确诊病例清零，不到 2 个月实现在院确诊病例
清零。疫情稳定后，
有序复工复产。
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教
育事业优先发展，雅礼书院中学、青园小学友
谊校区完成建设，湘府英才小学、仰天湖赤岭
小学等完成改造，新增学位 6040 个；新增公办
幼儿园 8 所，新增公办园学位 5081 个，公办园
占比达 43.88%。
2020 年，天心区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11214
人，发放城乡低保金 2956.39 万元，拨付医疗救
助金 819 万元。
大力提升人居环境，让幸福在家门口升
级。西文庙坪、坡子街、太平街等 7 大片区 12
有机更新项目全面完工，今年以来，26 个城镇
老旧小区完成蝶变，
焕然一新。
脱贫攻坚卓有成效。通过结对帮扶、消
费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健康帮扶、兜底
保障等多措并举，天心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稳定脱贫。2020 年，全区深入实施“爱心天
心”帮扶工程，把重病低保户、困难残疾人、独
居老年人、困境儿童、特扶家庭以及接受帮扶
后仍然困难的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纳入帮
扶范围。
目前，天心区大力铺排养老服务项目，预
计两三年之后，全区将实现每个街道建成一个
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建设一个嵌入式养
老服务点全覆盖，南部新城健康养老服务基
地初见成效，逐步实现老年人步行 15 分钟就
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先锋到如今的高
质量发展，天心区走向全面小康之路，不是一
场争分夺秒的快棋赛，而是一届为一届打基
础，一年为一年增后劲的持久战。

流浪59年后回乡，
儿时玩伴一眼认出他
15岁时从云南老家流浪，
在湖南待了近40年；
长沙退休教师与两地救助站帮他回家

男子偷爱马仕包当天被抓获

流落到湖南的肖家福怎么也没想到，
他有一天还能回到云南老家，
与发小坐在
一起晒着太阳细说往事。
今年74岁的他这辈子可以说是命途多舛，
8岁时患上眼疾和手疾无钱医治，
15
岁时独自离家流浪，
在昆明待了近20年，
之后徒步3个月走到湖南流浪至今，
一直靠
打工或拾荒维持生计。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背后，
有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本报记者於广强 长沙报道
由于家庭变故，来自云南的肖家福从 15
岁开始独自流浪。他在湖南待了近 40 年，从
青年走向暮年。由于没有身份证，他去哪里
都要步行。

近日，长沙一名 58 岁的退休女教师发现
了他，主动联系了当地政府。随后，
滇湘两地
救助站协作，
把老人送回了家乡，
住进养老院。
老人的亲属已经找不到了，但儿时的玩
伴还在，经常来看他。
“两位老人坐在院子里
晒太阳，聊得很开心。
”工作人员说。

三次来到地下通道劝说拾荒老人
11 月 27 日下午，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
学退休教师李乐意出门办事，路过岳麓区溁
湾镇高叶塘地下通道，看见一名年纪很大的
拾荒者坐在地上。由于要办事，她给这位老
人投了一些钱便匆匆离开。
两小时后她返回途中，
又路过地下通道，
远远看见老人还在那里。她前面走着一对母
子，小孩四五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两个蛋糕。
母子二人走近老人后，
妈妈拍了一下孩子，
孩
子跑过去把蛋糕送给老人。这时李乐意也走
到了跟前。
“ 他伸出手来接蛋糕，手是变形
的。眼睛也是红肿的，
连眼睫毛都没有。
”
送完蛋糕的母子离去，李乐意还留在老
人身边，询问他来自哪里，怎么不去救助站，
然而对方一句话都不说。李乐意待了几分
钟，只好离开。
“可心里一直不安稳，总想做点什么。”
李乐意第二天又来到老人身边，继续询问。
一番周旋后，老人终于开口，但只说了一句
话：
“是云南巧家（县）人。”李乐意再问，老人
又不说话了。她尝试沟通 10 多分钟无果，只

好离开。
11 月 30 日，李乐意第三次来到老人身
边。
“ 这次是专门跑去的，下定决心要劝动
他。”她蹲在老人旁边，反复劝说：
“我是退休
老师，我给你钱送你回家。长沙这么冷，你
家乡巧家那边暖和些。”对方摇头，嘴里发出
呜呜声表示拒绝。
“那我送你去附近救助站，
现在国家政策很好的。”对方依然拒绝。
“你
这个被子这么点，太薄了，我送你一个。你
拿不动的话我再买个小推车给你。”对方还
是拒绝。
“怎么办？我没一点办法。”李乐意劝了
一小时无果，最后无奈地离开。可她不想放
弃，她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老人来自云南巧
家县。当晚，她把老人情况写信发送给巧家
县政府
“县长信箱”。
让李乐意吃惊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就
有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联系她。确认情况
后，对方立即和长沙岳麓区救助站取得联
系，两地协作，救援立即展开。
“ 想不到这么
快就有结果。
”李乐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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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
巧家县公安局蒙
姑派出所院内，
肖家福（左）与发
小坐在一起。
图/受访者提供

8岁患上疾病，
15岁离家流浪
得知情况后，岳麓区救助站工作人员立
即赶到老人身边，对其进行劝说，告诉他相
关救助政策，并表示政府会给他安置好一
切，可老人还是拒绝。工作人员只好 24 小
时守着他，并提供生活物资，慢慢劝。两天
后，老人的抗拒心理慢慢消散，最后同意回
老家。
工作人员先把他接回岳麓区救助站。
他们发现老人没有身份证，所幸此时老人已
经愿意开口说话。老人说自己叫肖家福，今
年 74 岁，云南巧家县人，8 岁患上手疾和眼
疾没钱医治，15 岁外出流浪。在昆明待了近

20 年，之后徒步 3 个月走到湖南流浪至今。
岳麓区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老人虽然
患有疾病，但这么多年一直靠打工或拾荒维
持生计。
“ 他很坚强，一直靠自己生活，不偷
不抢。”工作人员说，直到 2014 年，68 岁的他
由于年迈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已乞讨度
日。肖家福在湖南生活了近 40 年，其间也碰
到很多好心的湖南人。
在详细了解老人情况后，12 月 10 日，岳
麓区救助站站长谭楚红和科长吉付林护送
老人回云南老家。
“ 他还说在湖南待了这么
久，有点舍不得。
”

儿时的玩伴和他聊起了玩耍时光
接到肖家福老人后，当地救助站立即开
展给老人检查身体、申请落户等工作。12 月
14 日上午，工作人员要带老人回村。听到这
一消息，老人非常激动。
“ 他连早餐都不吃
了。
”
巧家县救助站站长张进宝说。
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老人坐上寻亲的
车。途中，肖家福很乐观，有说有笑，当路过
老家一幢又一幢错落有致的楼房时，他感慨
地说：
“这是哪里，
我都记不得了。”
张进宝介绍，老人来到村里，只要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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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都要驻足观察。可亲人已经找不到
了，但儿时的玩伴一下子认出他。两人聊起
儿时共同玩耍的时光，老人含泪吐露多年不
回家的原因：
“我曾多次想回家，但是由于没
有身份证，加之担心回到家吃住没有着落。”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已为老人办理了落
户，老人现在住在当地养老院。张进宝介
绍，老人现在在养老院过得很好，儿时的玩
伴经常来看他，
“ 两位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
阳，聊得很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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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12 月 16 日凌晨 3 时许，长沙
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新河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奢
侈品店被盗的警情。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通
过查看现场视频，我们发现，嫌疑人在进入
店内后，盗走了多件奢侈品。”新河派出所刑
侦中队长王绪平说，分局对此高度重视，随
即组织刑侦大队等各方警力对现场进行了
勘察。
在店内的监控视频中，记者看到，12 月 16
日凌晨 1 时 58 分，一名身穿黑色上衣、头戴黑
色大檐帽的男子进入店内，将大量名贵首饰和
背包收入囊中，得手后便逃离现场。
“我们通过刑侦技术手段，锁定了嫌疑人
陈某的身份和行踪轨迹，发现对方在盗窃完
后，对奢侈品进行了销赃，之后又住进了泊富
广场附近的一家宾馆。”王绪平告诉记者，民警
通过在宾馆周围蹲点守候，不出 12 小时，就将
陈某抓获。
记者了解到，陈某此次共盗窃了价值 50
万余元的奢侈品，包括 8 个名牌包、1 块劳力
士手表和 10 余条金项链。
“ 其中最贵的是一
个 白 色 的 爱 马 仕 包 ，价 值 16 万 元 。”王 绪 平
介绍。
陈某为了成功实施这次盗窃，还提前购买
了用于伪装的衣服、手套、口罩、鞋子和帽子。
“嫌疑人在进入奢侈品店之前，穿上了之前购
买的全套装备，在作案之后，又将这些物品丢
在了湘江沿江风光带的一垃圾桶内，以此来躲
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王绪平说。
经审讯，陈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还带着民警去到了作案现场和丢弃物品的
现场。
原来，陈某因身陷赌博，欠下了几十万元
的外债，为偿还债务，铤而走险实施盗窃，并专
挑奢侈品下手。民警最终将被盗的 9 件奢侈
品以及变卖盗窃物品所得的 12 万元赃款追
回，交还到受害人手中。目前，陈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王绪平介绍，县域警务工作开展以来，新
河派出所对辖区内进行了多次风险排查，在该
案的侦破过程中，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这也是我们能在 12 小时内将案子破获的重
要条件之一。
”
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崔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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