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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一生钟爱一座城，一城送别一个人。”2018 年 10月 30日，
汉水萧萧，秋夜斑驳的城墙上，点点烛光摇曳，一座城，正在为一
个逝去的人点亮。

城是襄阳城，人是金庸。金大侠笔下，襄阳是侠士之地，被提
到 260 多次。“先生给了这座城江湖与情义”……金庸去世后，襄
阳城点亮的烛光，在网上刷屏。

古城襄阳，地处长江第一大支流的中游，是中原文明与荆楚
文化的交汇之地，是贯穿南北、联通水陆的“七省通衢”。“浪花淘
尽英雄”，江山一统时，“南船北马”在这里分野；南北对峙时，南
方政权半壁江山以这里为屏。

汉江是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礼物。从襄阳上空俯
瞰，一条玉带缠绕着这座城市。2800 多年来，奔流不息的汉江，
孕育了襄阳的繁盛，也见证着襄阳的沧桑。

留下一声叹息，也留下万丈豪情

一座正方形、周长 7 . 3公里的古城墙，立于汉江南岸。
57 岁的襄阳人郑永强，几乎每天都会带上摄影“家当”，骑

着单车，拍这城墙。他要把古城墙的岁月变迁装进镜头。
襄阳城墙始建于西汉，宋代改土城为砖城，平均高 8 米、宽

5-15 米，内用土层层夯筑，外用大块青砖垒砌。后经历代扩展修
缮，成为完整的一座城池防御建筑。

古城墙融入襄阳人的城市记忆，也留下金戈铁马的沙场烙
印。

历史上，从南阳盆地到江汉平原的必经之地襄阳，扼守中原
文明向南方渗透的关键通道。

据《尚书·禹贡》记载，古时天下分九州，襄阳、樊城分属
荆、豫二州。秦初废封建置郡县，襄阳以汉水为界，江南属南
郡，江南万山以西及江北属南阳郡。汉承秦制，襄阳隶属荆州。

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的陆军勤务学院教员付力介绍，在
这条南北通道两侧，西有秦岭、武当山、荆山，东有大别山、桐
柏山、大洪山，襄阳恰好处在这条通道的咽喉，同时又处在秦
岭大巴山脉的缺口。因此，“扼天下之要”的襄阳，可以“北通汝
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古襄阳城，西依檀溪、万山，南有襄水、岘山，东北临汉江，两
面环水，两面靠山。城北以汉水为池，东、南、西三面凿有 130 米
至 250 米宽的城壕，墙高且固，壕宽且深，因其易守难攻之势，便
有“铁打的襄阳”之说。

据档案记载，襄阳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发生过 200 多次大
小不等的战争，其中有详细文献介绍的有 170 多次。

2700 多年前，国力日渐强盛的楚国联合巴国击溃邓国(今
襄阳市西北)，打败汉东大国随国，楚国疆域得到扩充，离问鼎
中原的目标更进一步。

1800 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荆州刺史刘表将治所由江陵北
迁襄阳，击败孙坚的进攻。此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
话天下大势，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三国
故事在襄阳轮番上演。《三国演义》共 120 回故事，其中 32 回
发生在这里。

880 多年前，岳飞迎击金兵，收复襄阳六郡，为此后百余年
南宋守住半壁江山营造了一个强大的城防体系。后来，蒙古灭
宋，硬仗就在襄阳。令人惊叹的是，横扫欧亚大陆几无敌手的
“冷兵器时代之王”蒙古铁骑，一度对襄阳“望城兴叹”，围困 6
年之久才拿下孤立无援的襄阳。而襄阳的失守，标志着“华夏
文化，造极于赵宋”(陈寅恪语)的南宋王朝进入倒计时。果真，
作为南方江山屏障的襄阳失守后不到三年，南宋在崖山覆灭。

这段发生在襄阳的痛史，留给后人的，既有一声叹息，也不
乏万丈豪情。无怪乎襄阳对“大侠”金庸有着难以抗拒的引力，以
南宋襄阳保卫战为背景，写出荡气回肠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
侣》。郭靖黄蓉坚守襄阳，最终喋血。他们给在襄阳出生的女儿取
名“郭襄”，他们嘱咐杨过要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八个字。

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植介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襄阳城地
位显要，曾多次影响了国家格局与历史的进程，无论三国、魏晋
南北朝，还是宋元时期。

古城冬日的清晨，小吃店里冒着热气，“过早”的人们，在牛
肉面店前排起了长队。摄影“发烧友”郑永强记得，童年时汉江上
还没有桥，家住江北樊城的他，经常坐江筏子到江南的城墙根，
寻蛐蛐、打陀螺、抓知了。后来，一座座大桥飞架汉江，郑永强先
后有了自行车，买了相机，从胶片机、数码机再到当下流行的无
人机，他的镜头记录下古城的变化与市民的生活琐碎。

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古城内建起一栋栋楼房，一度缺
乏规划，道路拥堵。承载襄阳历史记忆的古城，显得疲惫不堪。如
何有效地规划与保护，进入政府的工作议程。

2012 年，西安、南京、襄阳等八地城墙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
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预备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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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古
城墙保护条例》成为襄阳首个地方立法，古城的保护有了法律依
据。

3 年后，襄阳市制定了《襄阳古城保护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 — 2020 年)》。襄阳市文物管理处业务科科长黄健介绍，
这项计划将推进 20 项重点保护与改造工程，以达到“墙固、路
通、水活、树绿、城美”的效果，“未来，古韵典雅的古城，将变成襄
阳市的重要文化与旅游名片。”

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

冬日的古城，梧桐在寒风中摇曳，阳光透过树枝撒在青石板
路上。在悠闲宁静的时光里，城墙边游人的脚步慢了下来，似乎
在努力触摸斑驳墙砖上那厚重的历史。

襄阳一山一水，都曾留下历代骚人墨客的足迹。
位于古城中心的昭明台，为纪念梁昭明太子萧统而建。公元

501 年，生于襄阳的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被立为太子。他未及即
位便英年早逝，生前曾主持编撰《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
汉族诗文总集。

诗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登襄阳城》中写下“旅客三秋
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的豪迈诗句。

襄阳古城东南 15公里的鹿门山上层林尽染，沿山谷而进，
林木葱茏，明清风格的建筑里，小园幽径，竹林中传出清脆的鸟
鸣，一幅照壁上，刻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
落知多少。”

唐代诗人孟浩然，曾隐居鹿门山，吟咏山水自得其乐，创作
出一篇篇清新自然的山水田园诗。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在隐居鹿
门山时，写下《鹿门隐书》六十篇。鹿门山鸟语花香、漫林碧透的
壮丽景观，让在襄阳做了 5 年知州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
临走时感慨“不踏苏岭山(鹿门山原名)，虚作襄阳行”。

襄阳城南的岘山，文人墨客同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
篇。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发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的感叹，欧阳修写出著名的《岘山亭记》……

“这才是一座真正的城！古老的城墙依然完好，凭山之峻，
据江之险，没有帝王之都的沉重，但借得一江春水，赢得十里
春光，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金庸、冯骥才等学者
在赋予襄阳“魅力城市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昏黄的灯光打在城墙上，傍晚汉江南岸的古城沉浸在一
片迷人的古韵之中。江北的樊城则是林立的高楼，划出一道美
丽的现代都市天际线，灯火通明的倒影投射在汉江上。

翻开襄阳市档案馆珍藏的照片档案，从泛黄的黑白照到
光彩亮丽的彩照，隔江而立的古城墙与高楼大厦，将这座城市
的古老与现代融入一体。
古老的是襄城区，现代的是樊城区。襄阳的城市格局自古

以来便是“南城北市”，江南是政治文化中心，而在今天的城市
定位中作为现代商贸之城的樊城，则是著名的千年商埠。

襄阳是三千里汉江的码头要地，素有“七省通衢”“南船北
马”之称。在“前铁路时代”，东南各省的客商到西北，大都先乘
舟船到襄阳，再换乘骡车马车北上；西北往东南的客商，也是
先到襄阳再买舟南下。在 17世纪中叶至 20世纪初的欧亚“万
里茶道”中，襄阳是重要结点城市之一。

如今，淹没于高楼大厦中的老街巷，与江岸成排的码头牌
坊，仿佛仍在诉说千年商埠昔日繁荣的景象。

唐元和年间，襄阳之繁华如“春秋之邯郸，明清之秦淮”。
明清时期，汉江两岸有码头 31 个，江面上桅杆林立，风帆层
叠，船工成群，号子声不绝于耳，一片“万里风帆水着天”的繁
忙场景。

老樊城的江岸曾有九街十八巷，经纬交织的街道两旁，罗
列着彭元昌绸缎庄、章记盐行、宝庆银楼等数百家老字号店
铺，鄂、川、豫、赣、陕、闽等 11省的商人和行帮在樊城建造了
21座会馆。
在襄阳市档案局局长杨国林看来，襄阳这片古老的土地，

既没有故步自封的传统，也没有暮气沉沉的老态，无论身处古
代“南船北马”之地，还是现在长江经济带与新丝绸之路交汇
之处，总能以包容开放的姿态，适应新的变化，迎接新的机遇，
新产业、新机遇在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古老的历史文化也
在这座现代化城市中焕发生机。

机遇，激活尊贤重才历史基因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铁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运
输功能，随着一条条铁路的修通，昔日热闹的江面渐渐沉寂，
汉江水运和码头变得萧条，汉江号子已成为古老时代的绝响，
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设立襄阳专署。1950 年，以襄阳县
之襄阳、樊城两镇组建襄樊市，隶属襄阳专属。

曾经因水而兴的樊城，并没有因水运萧条而衰落。襄阳贯
穿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优势，再次得到凸显。在新中国的地
图上，襄渝铁路、汉丹铁路、焦枝铁路这几条重要的铁路线，或
以襄为起点，或穿襄而过，为千年商埠送上更快的翅膀。

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任兴亮，将这三条铁路线
的贯通，视为襄阳在走向现代的第一次大机遇，“在此前很长
一段时期，襄阳地区以发展农业为主，樊城都是一些手工业，
没有现代工业的基础，铁路的开通，为襄阳发展现代工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正在建设的武汉至西安高铁、重庆至郑州高铁，以及规划
中的另几条高铁，将让襄阳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

开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
被任兴亮称之为襄阳的第二次大机遇。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建
设年代，西依秦岭、大巴山，东望江汉平原的襄阳地区，再次因
其咽喉位置，成为国家的建设重点。

那 10 多年里，襄阳以携“天下腰膂”之势，借“三线建设”
之机，一举承接了数十家军工企事业单位，吸纳十余万产业工
人，迅速完成了工业体系雏形构建，迈入现代工业时代。

1800 多年前，州所移驻襄阳的荆州刺史刘表安集流民，
优礼士人，兴办教育，使荆州成为乱世宁州。徐庶、诸葛亮等一
些鸿生巨儒来到襄阳避战火。刘备三顾茅庐，留下一段求贤若
渴的历史佳话。

在任兴亮看来，尊贤重才、创新图新的传统在襄阳根深蒂
固。

当时间回到上世纪的 1975 年，襄阳这片古老的土地迎来
了第三次机遇。这一年，距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还
有 3 年。

上一年 4 月的天津，天气乍暖还寒。天津纺织学院教师
宿舍的筒子楼里，襄樊市科委的工作人员，努力说服着印染
系教师许镜平到襄樊工作。此前的岁月里，襄樊的棉纺织工
业改造遇到很多困难，科委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为缺乏专
业人才发愁。

许镜平唯一的条件，是希望解决农村户口的妻子进城的
难题，农转非在当时仍是政策性壁垒。当襄樊市科委把许的顾
虑报告给襄樊市委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襄樊引进人才的闸门突然打开了。为家属解决城市户口，
安排子女就学或工作，提供住房……这些大胆的政策几乎都
突破了当时所有的人事、劳动、户籍、干部管理等方面的壁
垒。

中国科学院 40 多名科技人员报名赴襄，当时的建设部
管庄建材研究院来了 30 多人，46 名电子工业人才参与到半
导体厂……短短几年内，超过 1000 多人涌入襄樊，除了上
千名科技人才外，还有 1000 多名高级技术工人。

那几年，通过人才引进和购置设备，扩建生产线，襄樊
市的纺织工业总量超过武汉，排名湖北省第一。半导体厂的
生产工艺、生产质量得到彻底改进，新产品层出不穷。襄樊
市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0 多个着眼于未来新产业
发展的研究所建立起来。

曾经过尽千帆、万商云集的襄阳，进入新世纪后，依然
以大江大河包罗万象的胸怀气度，续写着尊贤重才的故事。

2012 年，襄阳市一次性引进 100 多名高学历人才，在全
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进入政府部门，成为城市发展的
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

任兴亮认为，对于襄阳的发展，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
眼光的工作，“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在于资源禀赋的竞
争，关键在于人才队伍的竞争。”

近些年，襄阳先后引入 100 多个高层次人才团队，建成
58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培育国家动力电池检验检测中心和
汽车零部件检测重点实验室等 20 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如
今，重视人才与创新的文化基因，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绽放出
新的发展活力，一项项新技术在这里得到研发，一个个高新
技术企业跑来投资建厂。

“东风”之城再迎东风

襄阳市高新区，一条以“东风汽车”命名的道路，成为一辆

汽车与一座城市不解之缘的鲜活见证。
1984 年 10月 5日，当时的襄樊市油坊岗，一场隆重的开

工典礼正在举行，随后的开工建设将为这座城市书写一部汽
车产业迅速崛起的传奇故事。

此前，成立于同省“邻城”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其铸
造三厂的选址最终定在油坊岗，襄樊成为满足二汽未来发
展需要的第二基地。这座城市的汽车产业发展序幕就此拉
开，1992 年，经湖北省政府批准，襄樊汽车产业开发区成立。
1 年后，汽车取代纺织成为襄樊的第一支柱产业。

前些年，美洋、雅致、九州等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商纷至
沓来，襄阳迅速完成从无到有、从部件到整车、从低端到高
端、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汽车的“现代车城”缔造。

如今，更名后的东风汽车公司，已成为中国四大汽车集
团之一。一座座现代化的汽车工厂，排列在东风汽车大道两
旁，一排排轿车整齐地停放着，像是等待检阅的部队，努力
向外界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

襄阳高新区正南约 10 公里，汉江与唐白河交汇处的一
块江心洲，孟浩然诗中“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的鱼梁洲，作为襄阳城市绿心，如今变身鱼梁洲经济开发区。

在鱼梁洲上，湖北国新天汇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梅礼元
和他的团队，经过 8 年技术研发与创业，成为变废为宝的“魔
法师”。这家企业通过专利技术，让城市污泥、餐厨垃圾、食品
垃圾、河道淤泥等变成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碳土。

每天，有 40 辆餐厨垃圾收运车，穿梭于这座城市 2000
多家餐厅回收垃圾，有 350 吨的污泥进入到处理系统，产出
的燃气供应着全市 400 辆出租车使用。转化出的碳土作为
可移动花木的肥料，荒滩上“长出”一片片“移动森林”，这里
春天盛开的桃花，冬日含苞的梅花，被前来赏花的市民“装
到”手机相册里。

在鱼梁洲东边的东津新区，现代设计风格的规划展览馆，
紧邻新建的图书馆与文化馆，这片环境优美的土地，一大批会
展、医疗、金融企业纷纷落户，这里将是襄阳的创新中枢。

1983 年，国务院批准撤销襄阳地区，其所辖 6县并入地
级市襄樊市，随州、老河口两市由襄樊市代管，其后辖区几经
划分。2010 年，襄樊市复名更有历史底蕴的襄阳，形成今天所
辖 3市 3县 3 区 3 开发区的格局。

今天以鱼梁洲为中心，江南是底蕴深厚的襄城区，江北是
商贸繁荣的樊城区、工业强劲的襄州区，江东是创新、现代的
东津新区。2800 多年亘古长存的“南城北市、隔江而治”格局
变成现在的“一心四城、环绕相望”。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依水而建的襄阳，近

年来大力实施“九水润城”战略，引水入城，显山活水，努力提
升城市品质，建设山水园林城，绘就一幅多彩迷人的灵动画
卷。

2017 年，襄阳的经济总量达 4064 . 9 亿元，跃居全省第二
位。先后入围中国新兴城市 50 强、中国城市 60 强，跻身全国
城市综合竞争力 68 位、全国经济百强城市 52 位。

2017 年 4月 1日，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挂牌成立，襄阳
也第一次站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率先在自贸片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先后推出“47证合一”“87证联办”。
次年 3月 28日，首趟“襄汉欧”国际货运班列满载着发动机、
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等货物，从襄阳自贸片区内金鹰重工物
流园驶出，开往德国汉堡。

2018 年 10月 18日，国务院公布批复《汉江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襄阳巩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地
位，加快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襄
阳的城市定位、使命任务以国家战略形式系统完整地表达
出来。

在未来发展蓝图中，襄阳这座城市显露出勃勃雄心，力
争到 2020 年，汽车产业突破 2500 亿元，新能源汽车和高端
装备制造两个产业过千亿，新能源汽车之都具备规模，电子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过 500 亿元，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产业过 200 亿元。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服务业，壮大科技服
务业、金融保险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昔日的襄樊，借助“东风”快速崛起成一座汽车之城。今天
的襄阳，再次凭借着浩荡东风，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故事。

(稿件部分内容参考：《樊城码头文化》《历史襄阳 难
忘的悠久记忆》《档案解密——— 襄阳过去那些事儿》)

“南船北马”襄阳城，过尽千帆迎“东风”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去世后，襄阳城墙上的点点烛光。 谢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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