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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完完颜颜文文豪豪

初秋的傍晚，荆州古城墙外东北角的明月公
园里，慢慢热闹了起来，跳舞的人们聚到屈原雕像
前的小广场，旁边一群小孩儿玩起了滑板，年轻的
情侣倚靠着水上回廊的栏杆，一两只小狗围着散
步的主人跑来跑去，园内小道旁盛开着艳红的紫
薇花，柳树枝在阵阵晚风中摇曳着身姿，不远处的
一片池塘里长满了亭亭玉立的荷花。

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荆州长
江大桥，迎面撞上一个象鼻状的石矶，折了个 90
度的弯，向南奔流而去。

长江北岸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辉
煌灿烂的楚文化，上演了闻名古今的三国故事，也
见证了荣辱兴衰的近现代文明。

1992 年，考古学家在荆州城以北约 4公里，
发掘出距今 5 万年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这
是全国第一处证明原始人类在平原地区活动的遗
址，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平原居址的空白。

荆州城北约 5公里的纪南城，曾作为楚国都
城长达 411 年，历经 20个帝王。公元前 689 年，楚
文王自丹阳迁都于此，直至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
起攻占纪南城，曾经的南方第一大城，仅剩残垣断
壁。此后秦朝在此地设南郡，在纪南城东南重建一
城为治所。

“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今天的荆州古城墙，始建于三国时期，初为土
城。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后，刘备、诸葛亮西进巴
蜀，以图鼎立之势，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关羽镇守
此地达十年之久，修筑城墙以拒东吴。

荆州城墙历朝历代均有维修或重建，明清两
代在五代、宋朝砌筑砖城墙的基础上，构筑了条石
筑基、城砖为墙的砖城，成为今天一面砖墙一面土
墙的模样。

经考古发掘，揭示出荆州城墙是我国延续时
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为砖城的
唯一古城墙。它也被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
璧”。

63岁的孙明庆，几乎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
绕城墙一圈。这座周长 11 . 28公里、“东西长、南北
短”的城墙，承载着孙明庆温暖又苦涩的记忆，也
深深嵌入到老一辈荆州市民的生活当中。

在孙明庆印象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城
内，回荡着小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吆喝声，夜
晚总能听到熟悉的打更声，那时候的古城很是清
净，城墙上长着翠绿色的青苔，下雨天，走在南城
门下，听到雨水从城墙上滴滴答答落下来，古城的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荆州市文史专家陈礼荣回忆，在更早的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城内有大片的水域，青砖黑瓦的平
房，种麦植棉栽漆树的田畦垄亩，还有荆农一队、
荆农二队等生产队。

后来，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一些市民开始
在城墙内外建房子、搭棚子，昔日古城的清净逐渐
被打破。荆州市博物馆古建部主任李正贵介绍，当
时古城建设缺少规划与管理，很多厂矿企业和单
位在城内盖办公楼或宿舍楼；在城墙的东南角，一
所监狱借助城墙的一部分作为围墙，哨楼、水塔直
接建在城墙上；冬天烧煤时，市民就从城墙内侧的
土坡上取土做煤球。

1982 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 24 座历史文
化名城，作为“楚国故都、三国名城”的荆州位列其
中。

在荆州市文物旅游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忠华看
来，荆州在城市化进程中，古城墙得以完整地保存
下来，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名城保护专家
阮仪三教授的积极呼吁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
当时古城所在的江陵县政府设立荆州城墙保护管
理机构，组织开展城墙城楼保护修缮工作。
1994 年荆州地、市区域调整后，省财政每年安排
50 万元专项资金常态化开展古城墙保护修缮工
作。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荆州古城的保护，
没有专项规划或管理办法等相关依据。直到 2004
年，荆州古城墙开始筹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过
制定保护管理办法，既为古城墙保护提供管理依
据，也作为申遗的重要条件。为此，文物部门起草
了《荆州城墙保护管理办法》，但因涉及事项多且
经验不足，此事一度搁置。

2015 年 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
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2016 年

1月 1 日起，湖北省 12个设区的市和自治州，被
赋予地方立法权。很快，荆州市将古城墙的保护提
上立法议程，保护范围从古城墙扩大到整个古城，
2017 年 3月 1 日，《荆州古城保护条例》在四次修
改后，经人大批准向社会公布。

4 . 5 平方公里的荆州古城，常住人口多达
10 . 7 万人，人口密度过大，城内交通拥堵，基础设
施落后，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城墙、城内文物保护单位、古街区，甚至每
一块珍稀植被、每一棵古树名木，护城河等河湖水
系与自然环境风貌，都被列入保护范围。

据郑忠华介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古城的保
护力度，目前荆州市政府正在利用世界银行的贷
款资金，实施荆州城墙西城墙保护修缮和土城垣
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此外，荆州市已经启动了古城人口外迁工程，
计划将 6 万多人搬出古城，并通过复建城楼、修复
古街道，还原古城的原貌本色。

孙明庆和荆州音乐人王钧、荆州艺术研究所
所长曹玲，形成了一个三代人的组合，创作了一个

《我的古城》MV，关于古城的歌词温暖又亲切，
“我听见青石板上的马蹄声碎了，我听见关帝庙前
外婆的祈祷，我听说护城河边的桃花又开了。”他
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唤回人们对荆州古城遥远而
美好的回忆。

在片中，出生于 1983 年的王钧，用时尚的民
谣演唱古城，现代感里流露出千年古韵。对于很多
像王钧一样，土生土长的荆州“80 后”，他们的成
长轨迹，与这座城市的两面并行，古老的一面是荆
州，现代的一面是沙市。

沙市：改革开放初的全国明星城市

8月末的荆州，处暑节气刚过，夏日的热浪尚
未退尽，梧桐树枝头的片片绿叶开始变黄，空气中
已经有了一丝丝秋意。漫步初秋的荆州，街道两旁
是成排的梧桐树。

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可见到以凤为名的建
筑、酒店，东侧护城河外是当地有名的金凤广场，
就连城区建筑工地外围的图片墙上，也都有姿态
万千的凤舞元素，这些都与荆州悠久的楚文化有
关。

楚人崇凤，荆州市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中，
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玉佩、著名的虎座鸟架鼓，还是
发掘于马山一号墓中的绣罗，都包含有精美绝伦
的凤形凤纹。

荆州市博物馆馆长王明钦介绍，2000 多年
前，楚国在纪南城定都，孕育了灿烂的荆楚文化，
很大因素取决于荆州的地理条件，荆州在古代处
于一个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东西以长江水运西
通巴蜀、东至古云梦泽，向北经汉江可达西北的长
安和中原的洛阳，南渡长江可至洞庭湖、长沙一
带，同时位于江汉平原的腹地，自古有“鱼米之乡”
之美称，土地肥沃，资源富庶，四周更是三面环山、
一面临江。

古代荆州南渡长江的渡口在今天的荆州市沙
市区江岸，沟通南北、东西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沙
市在历史上长江中游商贸中心的地位。沙市在春
秋战国时期，作为楚大江津渡，已有原始的手工纺
织和冶陶工艺。

隋唐至宋元，沙市发展为商业要会，市人筑长
堤，依堤列肆，有“十里津楼压大堤”之盛，是南北
丝绸之路的要冲，繁盛的鱼米市场和荆州外港，四
方商贾云集，海客、胡客亦来此贸易。明中叶，沙市
曾是全国 55 大工商业城市之一，与西安、天津、宁
波等齐名。康乾年间，“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
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
照耀常若白昼”。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开辟沙市为
通商口岸，日、英、德、丹麦等国在沙市设领事馆，
外国的煤油、玻璃制品、鸦片、金银器乃至火柴、纽
扣充斥市场，码头也被称作“洋码头”。

上世纪 30 年代，沙市成为全国仅次于武汉、

天津的第三大棉花出口市场。民国时期，沙市已有
卷烟厂、印刷厂、织布厂、电厂等 20余家现代工业
企业，长江岸边建有 43个码头，成为长江沿线的
“十大码头”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沙市从商埠城市
逐渐发展成为湖北省的轻纺基地，“纱、油、电”成
为沙市工业的骨干。

沙市和荆州的隶属关系几经演变。新中国成
立后，荆州曾以荆州专区、荆州地区与荆州地区行
政公署的形式存在；1994 年，国务院撤销荆州地
区、沙市市、江陵县，合并设立荆沙市，两年后更名

为荆州市。
沙市解放后曾划为省辖市，1955 年，划归荆

州专区管辖，1979 年改回省辖市，1994 年成为荆
沙市沙市区，1996 年因荆沙市更名而重回荆州名
下。

今天的荆州市区，是沿着长江北岸向东西呈
带状的城市，包括荆州古城在内的上游城区属荆
州区，下游城区属沙市区。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禁锢，沙
市的个体商贩被取缔，集贸市场被关闭，导致商
品流通受阻。荆州日报社原社长邱声鸣，在一篇
回忆文章中举了“死鱼与活鱼”的例子，“以往由
商业部门统一经营鲜鱼，从收购到供应，要经过
起捕、验级、运输、进仓、零售等多个环节，往往把
活鱼盘成了死鱼，死鱼盘成了臭鱼、烂鱼，还要支
付冷藏费等多项费用，群众吃不到鲜鱼，农民看
了心疼。”

1978 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沙市冒出来的个体户，搞起了个
体饮食店，却遭到工商管理部门的层层限制。

沙市市委在充分调查市场情况后，认为这种
限制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扶持个
体商户发展的政策。很快，数百个修锁补鞋的“外
来户”、经营饮食的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沙市街头，沉闷的商业市场一下搞活了，农民摆出
的摊位上有 40 多种鲜鱼，群众能吃到活鲜鱼，也
成为当时报纸的头号新闻。

在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同时，1979 年沙市也
开始工业体制改革的大胆探索，按专业化协作和
经济合理的原则对工厂企业实行改组联合，把企
业搞活。1981 年，国务院把沙市作为全国第一个
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此后十年里，沙市成
为全国的“明星”城市，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沙
市的改革经验。

陈礼荣印象中，上世纪 80 年代是属于沙市的
辉煌时期，城市工业总产值仅次于武汉，有着“小
汉口”的美称，邻近地市的农民、初高中毕业生、待
业青年涌入沙市，各大工厂纷纷办起了专业技术
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刚诞
生 10 年，还属于很少人拥有的“奢侈品”，更多的
老百姓还是从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中央电视台
播出的“活力 28 ，沙市日化”洗衣粉广告。

1982 年，沙市日化率先推出超浓缩无泡洗衣
粉，开创了中国洗涤业的新纪元，连续 8 年获评
“全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消费品”。到如今，年纪稍
长的荆州市民，仍然能一口气说出这家企业曾经
的多个“第一”：第一家在央视打出洗衣粉广告的
企业，第一家把广告打入香港的内地日化企业，第
一家赞助央视春晚的企业，第一家全国 500 强日
化企业，年缴地方利税过亿元，占全国洗涤市场份
额 60%以上。

一时间，那条重复着“一比四”的“活力 28”广
告词，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上，传遍大江南
北。

作为湖北省的轻工业基地，沙市有着众多闻
名全国的品牌。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一台沙松冰
箱，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结婚时，购置鸳鸯牌
床单和荆江牌热水瓶，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时尚。那
时流行的电影放映机，所用的宽银幕镜头出产自
沙市光学仪器厂。

据沙市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盛勇回忆，上世
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的沙市，人口只有 30 多
万，却已经拥有了能够起降波音 737 客机的机场，
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上，每天上演着几万工人骑
车上下班的场景，沙市第一棉纺厂就有两万多工
人，工厂为工人配备了幼儿园、医院等福利机构，
工人每个月能拿到 300 多元工资，一般公务员工
资只有 100 多元，无锡都跑来沙市学习经验。

张盛勇介绍，今天的荆州市沙市区，经过荆沙
地市的合并调整后，已经发展成为以商业、服务业
为核心竞争力的商业区，正在奋力提升城市经济
首位度、打造社会发展首善区。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行政区划之变，产
业结构之变，但不变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萌发出
的“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如今像一种强
大的基因，仍然激励着荆州市在新时代谱写绿色
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长江大保护的荆州考卷

荆州长江大桥附近的观音矶，从始建于唐末
时的土矶，到明初加固为石矶，已经在长江边上屹

立了 1000 多年。在历史上，每逢长江洪峰，观音
矶犹如中流砥柱，顶承江流，挑杀水势，护卫江
堤。

这座土石方总量达 90 万立方米的巨大石
矶，述说着一代代荆州人治理水患的历史功绩，
也曾见证过 1954 年和 1998 年抗洪斗争的伟大
胜利。新中国成立后，3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曾驻足观音矶，制定治水方略。

从湖北省枝城市到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段
的长江，因属古代的荆州，而得名荆江。这段长
江河道蜿蜒曲折，有“九曲回肠”之称。又因地势
低洼，长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大量堆积，日积月累
导致河床高出两岸平原，形成“地上河”，每逢汛
期便有“人在江下走，船在屋上行”的景象。
由于河道弯曲，泄洪不畅，荆江河段极易溃

堤成灾。据史料记载：从 1376 年至 1949 年的
573 年中，荆江地区共发生水灾 267 次，每遇水
患“田庐尽被淹没，兵民淹毙无算”“号泣之声，
晓夜不辍”，自古就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
说法。

明清时期，以荆州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经济
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增长，民谚中的“苏湖熟，天
下足”逐渐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盲目的农
业开发，人与水争地，(荆)江(洞庭)湖因洪水出
路产生矛盾，加剧了荆州水患。自古治荆州必先
治水，水患成为历史上荆州发展的掣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解决长江
水患，设立长江水利委员会，专负治理长江的责
任，首先着重长江中游的治理。除了对荆江大堤
进行培修加固外，从 1950 年起便开展了荆江分
洪工程的查勘、测量和规划设计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谋划，1952 年 4月 5 日，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
工程全面开工。10 万名解放军和 20 万人的技
术工人、农民，投入到荆江南岸的工地上。

吃尽了水患苦头的周边县乡群众，卷起铺
盖涌入报名点。一个名叫辛志英的 19岁女孩，
跟着松滋县米积台镇上的 100 多个民工，挑着
行李和口粮，走了 100 多里路，赶到了工程南端
的石首县黄山头工地。这位年轻的姑娘，在施工
中琢磨出了一套锤碎石头的方法，被当作经验
在工地推广，后来她也成为 20 名特等劳模中的
一个。

当年 6 月 20 日，荆江分洪工程宣告竣工，
54 孔的进洪水闸，坐落在分洪区的北端太平
口，32 孔的节制水闸，坐落在分洪区南端黄山
头，分洪区围堤从四面八方构成了一座天然的
蓄水库，蓄纳洪水量为五六十亿立方米。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经受了 1954 年
特大洪水的考验，在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在那个年代，这项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建起
来的工程被认为是创造了水利工程史上惊人的
奇迹，而美国密西西比河分洪工程规模仅是此
工程的二分之一，却用了 3 年时间。

如今，在距离观音矶不远处，荆江分洪工程
纪念碑亭耸立在荆江大堤上，毛泽东作出“为广
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指示
以及辛志英等劳动模范的名字，被镌刻在乳白
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

往下游数公里的江边，是几栋将要拆除的
废弃厂房，围墙上写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标语。

这些指示、标语，鲜活地反映了时代主题的
演进。

湖北省拥有 1061公里长江岸线，是拥有长
江干线最长的省份，荆州辖区内的长江岸线长
达 483公里，又是湖北省长江岸线最长的市州，
所辖 8个县市区都依江而立，特殊的区位，决定
了荆州在长江大保护中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近年来，发生在荆江两岸的变化，体现出荆
州在推进长江大保护的历史担当。全市关停
353 处码头，复绿 310 处，清退岸线 55公里；推
进沿江化工和造纸行业企业整治搬迁；荆州区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洪湖市整治百里长江岸线，
修复百里洪湖生态，石首市关停污染企业，拆除
网箱养殖，生态湿地归还长江……在长江大保
护的历史契机下，荆州市正在努力绘就“万里长
江，美在荆江”的新画卷。

古老楚都的发展新路

写着“共抓大保护”标语的围墙外，是江边
一条旧公路，这里如今显得有点落寂：昔日忙碌

的三个江边码头，隐蔽在杂草丛中；岸上一座座
空空如也的大楼；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公路，瞬
时扬起一片尘土。

稍远处的一个房顶上，“活力 28”几个大字
已经生锈变黄，野蛮生长的爬墙虎，占领了工厂
门楼。在上世纪 80 年代，“活力 28，沙市日化”
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陈旧的楼房，沉寂的厂区，布满灰尘的
铁门，很难让人联想到它昔日的辉煌。

但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曾经充满“活力”的
江岸就会迎来新的发展活力。

按照荆州市的远期规划，荆江沙市段的生
态修复与保护项目未来将在这里落地，废弃的
工业建筑，将被改造成公共艺术中心，沿着长江
自西向东分别建成临江花园、洋码头核心区、工
业遗产景观园、活力 28 创意园等，未来这片区
域将变成长江生态风情带，为荆州文化旅游的
发展打造一张亮丽的名片。

护城河两岸一片翠绿，到了傍晚水面上波
光粼粼，古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地方，铺上了两
米多宽的石板路，沿着路边长着一排排樱花树、
桂花树。天色渐渐暗下来，古老的城墙在昏黄的
灯光下，露出美丽朦胧的轮廓，爱运动的人们习
惯沿着城墙跑上一圈，老人们在悠闲地漫步，石
板路上晃动着少年骑单车的身影。

这些美丽的场景，是荆州市在近年来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实施“绿满荆州”行动的“果实”。
年均新增造林面积 60 万亩以上，力争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35%，展现出荆州在绿色发
展理念指引下，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新作为。

荆州古城向北 1.5公里，纪南生态文化旅游
区的建设工地，工人们在一个穹顶建筑上施
工，塔吊的吊臂在空中来回摆动，绿化工人在
园区内给土地披上绿衣。这片总面积 225平方
公里的纪南文旅区，未来将依托丰富的楚文化
遗址和长湖水资源，建设楚纪南城国家遗址考
古公园、郢城历史文化小镇、荆楚文化大观园、
环长湖生态湿地公园等一系列旅游产业园区。
荆州市档案局局长王佑春表示，荆州丰富

的历史遗存，无论是荆州古城、纪南古城、古
墓葬群落等众多历史遗址，还是沙市江岸近代
商埠、洋码头乃至数十年前的旧厂址，都是荆
州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演变的重要见证，同时
也是属于荆州的独特文化旅游资源。充分保护
这些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努力发掘这片古老土
地上的旅游潜力，则文化旅游业有望成为荆州未
来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古老楚都的发展新路。

重振制造业辉煌是荆州人不灭的追求。位
于荆州开发区的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已经成为国内唯
一、全球第五家进入国际半导体采购供应链的
石英玻璃材料企业，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
展提供高性能的必备材料。这家企业的发展历
程，是荆州市近年来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的一个缩影。

2018 年 8月初，荆州市委加快推动荆州高
质量发展的决定发布，要求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突破性抓好以现
代物流、文化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实施
“互联网+服务业”行动，加快发展商贸服务、旅
游休闲、健康养老等新业态……从政策、规划、环
境、人才等多维度擎画出荆州的未来发展蓝图。

新产业、新机遇，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
发芽；古城墙、古遗址，在这座现代化城市中焕
发生机。在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古
老楚都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正在奋力书写一
个又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荆州故事。

(稿件部分内容参考：《沙市市志》《荆州市
志》《荆州———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荆州改革
开放实录》等)

楚都荆州：从“长江之险”到“长江之美”的历史巨变
如今，古老与现代并行，经济与绿色齐飞

经考古发掘发现，荆州

城墙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

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

演变为砖城的唯一古城墙。

荆州城墙也被誉为“我国南

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我听见青石板上的马

蹄声碎了，我听见关帝庙前

外婆的祈祷，我听说护城河

边的桃花又开了”——— 作为

“楚国故都、三国名城”的荆

州，如今古老与现代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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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古城墙宾阳楼。 摄影:严永华▲荆州长江大桥附近的观音矶。 摄影: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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