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家乡 看变迁 促发展

万名市民游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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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州半岛，有一座名叫湛江的城市
伴随着港口崛起，伴随着梦想成长
雷声回荡，波浪翻滚
自强不息的征程风起云涌
如火如荼的发展潮涨浪高
血与火中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代又一代湛江人追逐着大港的梦想

1955年7月31日，湛江港破土动工
一万多人的建港大军聚成会战的海洋
七万多吨钢材水泥垒成高山
填海滩，挖港池，盖仓库，建堆场
头顶朔风，脚踏恶浪，十里岸线激情高涨
风吹雨打，众志成城，将建设之歌唱响
艰苦创业，誓教荒滩筑海港
光荣的建港史册上有无数的名字在闪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花竞开
湛江被列为第一批改革开放的沿海城市
湛江港，开始新一轮的建设发展
半岛上空激荡着大港之梦起航的号角
湛江港人描画着“三大工程”崭新的篇章
在这里，抢占了战略的制高点
在这里，矗立了发展的里程碑

奋进在新世纪大道上的湛江港
面对竞争，寻找新的出路；
借船出海，闯荡更大风浪
湛江人运筹帷幄，描画南方大港的蓝图
2008年12月26日
雄浑的笛鸣春雷一般划过海面
湛江港突破亿吨大关梦已成真

在沸腾的海水下
一条40万吨级的深水航道
将港城与五洲四洋紧紧相连
40万吨级散货码头
当今工艺最先进的专业化码头
卸船、装船转水，堆取料、装车疏运
两座中国最大的三十万吨级陆岸原油码头
那穿行蜿蜒的油管，液态的黑色金子在奔涌
那白色的巨型铁罐，发展经济的能源在蓄积
奔涌的是激情，蓄积的是希望
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连接了
几十条内外贸航线
随着南扩，随着发展
她将是连接东盟、融进“一带一路”的亮点

调顺、霞山、宝满、海安几大港区
黑的煤炭，白的化肥，金的硫磺……
随滚滚车流在辽阔的大地风雨兼程
去高炉，去车间，去无垠的田野
一曲一曲的旋律集聚激荡
奔向祖国大西南，奔向中部和东南
汇进经济发展无边的海洋
在如火如荼的东海岛港区
揭开历史册页写下新的篇章
为炼钢，为石化，为产业链延伸无尽的荣光

踏上新的征程
湛江港走出湾外
沿着雷州半岛建设港口群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陆海贸易新通道
成为中西部地区对接海上丝路衔接海南

的重要节点
联动海南，建设客货专业通道
推进湛琼相向而行
成为海南自贸区（港）的分拨仓
引领湛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走向世界，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平静的海港，这里是港城的原点
沸腾的海港，这里是历史的原点
从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
无数的湛江港人
缆桩一样坚定，潮汐一样守信
而他们蓬勃的发展信念海水一样涌动
握紧大西南、中南发展的金钥匙
齐心协力 放飞南方大港的梦想
湛江港必定在新的征途上
更加灿烂辉煌

(一)

车轮蜿蜒而行，直奔东海岛
的海边，进入钢铁厂，减速而缓
慢。

透过车窗，我看到钢铁厂的
标志，一座烟囱高高的，顶着天立
着地。

烟雾像袅袅白云，跃向蓝
天。仿佛一朵白云与另一朵白云
衔接。

沿着宽阔的大道，像极了公
园里的道路。大道两边，种花植
树。树，轻摆着微风，花，自由地
绽放。

所到之处，远与近，眼皮底
下，厂房林立，井井有条。

同时厂房周围，旮旮旯旯，花
草匝地。全是花草，皆是绿意。
草，郁郁葱葱。花，姹紫嫣红。

这里，这些花草与厂房，又像
是诗意与激情相拥。

这里，虽然遍地厂房，却天天
弥漫春天的气息。

这里，虽然是工厂，却有着花
园般景致。

这一看，真不像探身工厂
里。那一瞧，又确实是置身工厂
里。

(二)

下车，让心情愉快着地，像鲜
花绽放。

有一处宽阔地带，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圈地而种，专门栽培
美人蕉以及其它植物。

真像花的海洋，微风吹过，花
枝招展，泛起五彩斑斓的浪花。

听说，这些美丽的花瓣，张开
喇叭模样的嘴唇，不停吮吸着污
水排解出的有害物质。

然后透过枝干，通过绿叶，经
过根须，消化它，净化空气。

听说，花朵的色彩鲜艳程度，
花瓣的枯萎时间，可以测量出空
气污染程度。

此刻，一圈圈花瓣开得那么
娇艳，不容置疑，我刹那间给出
答案：跟公园里的花朵没什么两
样，每一朵绽放出皆是环保的笑
脸。

时时刻刻，日日夜夜，一切的
一切，为了绿色环保，为了减少各
种污染。

在这里，这些鲜花是最有内
涵的鲜花。用美丽的面容信函空
气，空气题上一阵阵清新的感
谢。

(三)

从外，领略了钢铁厂整洁秀
美的外壳。到内，我们决定像食
物般顺入它的肠道。

我们参观了其中一个车间。
大家一字形排队，一个个头

戴安全盔，遵守加提示，安全等
一。

互相挨靠着，踩着绿色通道，
鱼贯而上，爬上转折铁梯，像鱼尾
一甩，进入绿色壁道。

防护栏旁边，安保人员是另
一层防护栏，眼睛仿佛拉出无数
条保护线，时刻绑着我们的安全。

防护栏下面，全是铁的设备，
这些机器体构复杂精美。器官繁
多，多处脉搏不停地跳动。

用铁打的流水线铸造钢铁。
直直的流水线像长长的铁轨，热
轧钢板宛如列车轰鸣而过。

钢板全身像血液一样通红，
伴随雷声一般的声响，钢花飞溅，
激情四射，不断增速。

场面火热，我们也全身火热。
也似日子红红火火，天天在

提速。也似就业与创业，天天在
提速。也似湛江人精神，像钢铁
一样坚硬牢固。

这次“万名市民游湛江”征文活动，让我
第一时间想起金沙湾——湛江城市的眼睛。

当我读着飘散着油墨香味的《湛江日
报》时，正在车上，刚好经过赤坎军民大堤，
我被金沙湾美丽的风景所撼动，被一种辽阔
所激荡。

多年前，我曾到过金沙湾附近，当我穿
过那荒草丛生的地方，陈旧的厂房显露出时
间的痕迹，道路破烂不堪，灯光昏暗……漆
黑的夜晚下，湖岸边人迹罕至。而今这个鸭
乸湖的旧址，默默地记录着湛江城区的历史
变迁与发展的缩影。

站在金沙湾畔，带着海腥味的海风不时
吹着我的脸颊。我不知世上有多少个以金
沙湾来命名的生活湾区，而我眼前的这个金
沙湾，位于赤坎沙湾东侧，是湛江市实施“一
湾两岸”西海岸景观改造工程的部分。雄伟
壮观的海湾大桥伸展着人们的梦想，延绵几
公里长的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成为众多市
民新的向往。

蔚蓝的大海，海风猎猎拂脸，道路两边
鲜花吐着浓浓淡淡的扑鼻香气，草坪上红色
的红叶草等色块植物带纵横交错，南方常见
的凤凰木、木棉、大花紫薇等大型开花乔木
频频亮相。海滩那边，红树林蓬蓬勃勃地生
长着，展现着生命的坚强，把海水映衬成深
绿色。林间似乎有蝉鸣虫吟，这些大自然天
才的歌手共同演奏的交响曲，给路过的游客
留下美好的回味。

在一座雕塑前，我无数次流连，莫非我

是奔着这个奥运冠军而来？这或许就是湛
江人砥砺前行，奋勇拼搏的精神象征。我最
倾心的是这个湾区有着最优美最迷人的曲
线，总令我想起水之美，天之蓝。这是一个
可以玩水亲水与水零距离接触的海湾，这是
一座产生奥运跳水冠军的城市。湛江，在广
东乃至全国，跳水运动都是走在前面的，像
国家级跳水教练徐益明，著名跳水运动员劳
丽诗、何冲……都在无形中为这片湾区镀上
亮丽的色彩。

“心与海近、梦随心远”，这座“奥运女
神”雕塑给金沙湾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
当我的眼光定格在雕塑上时，我不由惊叹家
乡人民对水的一份热爱。

这里的海风平浪静、海滩平缓，构成一
幅十分壮美秀丽的自然生态景观，是一个天
然的海水浴场，其特有的风光吸引着国内外
无数的客人，许多人带着孩子在游泳，在城
市里尽情地拥抱大海，有的小孩在沙滩上左
冲右闯踢起足球，一个色彩缤纷的游乐场在
这里应需而生，成了亲子的天堂，处处是其
乐融融的场景。特别是在秋高气爽、风和日
丽的日子，你可以看到一群风筝爱好者在金
沙湾放风筝，风筝升空后随风摇摆，活灵活
现，仿若飞龙在天，煞是好看，令众多游客大
饱眼福，赢得游客们的称赞。当形态各异的
风筝飘飞起来，蔚蓝的天空被点缀得色彩缤
纷。金沙湾海面之上，可以看到海鸟飞翔的
倩影，它们诉说着它们的欢乐与喜悦，歌唱
着它们的追寻与跋涉，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
深谙湛江夜生活的朋友，都情不自禁

地赞叹：来湛江不看金沙湾夜景，枉此一
行。

当我沿着沙滩行走，夜色中的湾区美
不胜收。夜幕下的海湾两岸，各种光影在
高楼上不断跃动，夜色斑斓，林立的高楼大
厦——比如光彩夺目的奥体中心，勾勒出
起伏的城市天际线。金沙湾畔不知何时冒
出许多酒吧、茶室、影厅，闪烁的霓虹、动听
的歌曲，抚慰着一颗颗年轻时尚的心灵。

“看不见的根在吮吸海水/将岁月的苦涩化
为千亩苍翠/绿之岸向外铺开与蔚蓝之海
交融一体/不能停息的风吹来海水起伏的
韵律/海鸥飞翔于蓝与绿的奏鸣中……清
净、湛蓝、畅想，是一座蓝色之城的底
蕴”——前来参加“北部湾城市湛江笔会”
的诗人作家，情不自禁羡慕起生活在这里
的人，能天天与大海相伴。

“十里海岸不同风”，每次潮涨潮落，这
里蕴含着多少色彩和诗意的形象，真感谢上
天赐予我们美好的生活乐园。

我喜欢金沙湾。想起它的前世今生，看
着满天繁星，渐渐地，远处的声音，鸭乸湖底
的声音，树木深处的声音，透过涛声，在大地
上空回荡，我能听见虫的鸣叫，听见红树木
的颂歌……作为湛江标志性的生活小区之
一，金沙湾的未来将更加美好。面对着日新
月异的金沙湾，此时此刻，我的心潮像海水
一样汹涌起伏。

城市的眼睛
□陈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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