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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婺黄高速公路，由景德镇至婺源（塔岭）高速
公路和白沙关至婺源高速公路所组成，总长151.292
公里，呈Y字形。

要说景婺黄高速的美，她美在外表——将“千年
瓷都”景德镇、“中国最美乡村”婺源、世界自然文化
遗产地黄山等串成一线，穿行在青山绿水之间，自然
美景一览无遗；盘旋在古韵遗风之中，人文遗址目不
暇接，如诗如画。

要说景婺黄高速的美，她美在内涵——极大打
破了沿线发展的瓶颈，大大缩短了相互间的时空距
离，形成了赣浙皖高速旅游长廊，做旺了人气、做大
了名气、做足了财气，沿途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乡村振兴渐行渐近。

胜日寻芳景婺黄，白墙黛瓦百花香。这条横贯
东西的大通道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醉美！

不事雕琢 山水相依

4月上旬，春暖花开时节，记者驱车行驶在景婺
黄高速，满目葱茏苍翠，草绿花红，美不胜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高
速互通之间，有一座詹天佑主题公园，昂首阔步、气
宇非凡的詹天佑全身人物铜像矗立于山坡上，俯瞰
着美丽的景婺黄高速和南来北往的车辆。

“2013年，景婺黄高速获得了我国土木工程领域
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詹天佑土木工程奖，这是对
这位中国现代交通先驱最好的纪念。”省交通投资集
团景德镇管理中心总经理陶光辉说。

景婺黄高速是全国首批生态环保典型示范高速
公路。事实上，早在 2004年建设伊始，“多保护、少
破坏、不留伤痕”，就成了景婺黄高速筑路标准。

正因如此，如今行驶在景婺黄高速上，时而绕过
一个村庄，时而绕过几棵古樟树，沿途几乎看不到

“雕琢”的痕迹，一个山环着一个水面，一个水面有一
个山村，一个山村有一座小桥，一座小桥为一幅景
色，奇峰、怪石、古树、飞瀑、驿道，构成一幅幅山水画
卷，而这条景婺黄高速仿佛从自然界“长”出来一样，
与周边优良的生态相融洽、相吻合。

在工程建设中，建设方做到了“三个不砍或少
砍”，即不砍或少砍古树、名贵珍稀树和主干树；做好

“五个隐蔽”，即取土场、弃土场、采石场、拌和场以及
建筑垃圾场尽量选在隐蔽的场所，在工程结束时做
好植被恢复工作，防止水土流失。

为古村让路，为古树让路，为鸟类让路，这样的
故事比比皆是。为了保护江湾互通的樟树群，设计
施工人员费尽心思，想尽方案，最后采取将樟树群圈
在互通内；为了给鸳鸯和世界濒危鸟类黄喉噪鹛一
个安稳的家，高速公路设计时避开了它们的栖息地
及繁殖地，工程造价由此增加 2000万元；为了保护
婺源晓起村的 77株百年古樟树和 30余株国家一级
保护树种红豆杉，设计方案多次更改，最终沿着河
道，架起了两座高架桥，从而使古树没有一棵遭到破
坏；为了减小对沿线河流——段薪河的破坏、影响，
施工方对路线走向进行了调整，由跨河15次减为跨
河 8次。正是这一个个环保举措的实行，才有了今
天景婺黄高速车在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人与自然
和谐相融的画卷。

难怪家在安徽省黄山市，因喜欢陶艺而在景德
镇开了工作室的方雨赞叹道：“每次从景德镇开车回
黄山，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我都觉得是和自然界
不同景观的一次心灵对话。路两边的风景，让我寻

找到创作的灵感。”的确如此，方雨作品深深打上了
生态烙印——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
带，村外水如环。

借古开今 人文通道

“书乡”婺源，是宋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故里，
也是中国近代“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桑梓。

在婺源寻访，就像进入了久违的历史时空。这里
文才辈出，代有名家。自宋至清，全县考取进士 552
人、仕宦 2665人，历代文人著作 3100部，其中 172部
收入《四库全书》，7位名人入选《辞海》。“尚书第”“天
官上卿第”“司马第”……一幢幢明清古建筑印证着村
庄昔日的繁华，一座座沿用至今的古桥讲述着徽商的
创业历程，一块块精美的木雕折射出闪光的智慧。

被称为“中国民宿之乡”的思口镇，在历史上是
徽商重镇，目前留存各类徽派古宅 130余栋。这些
古宅体量巨大、风格独特，是思口镇民宿的主体。思
口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俞华辉介绍，2013年起，
思口旅游从观光游走向度假游、从风光吸引走向文
化吸引，全镇已建成民宿 33家，初步形成了“留人”
产业集聚效益。

在思口镇思溪延村，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福绥
堂”老宅，被鉴定为D级危房。2014年，当地村民方
秀瑛两姐妹投入 700多万元，历时一年修缮打造出
了“将军府”民宿。“民宿有 13 间房，旺季价格每晚
1000元。3月赏花季，春节后就预订满了。”方秀瑛
说，“合理开发古建筑做民宿，也让老宅得到了有效
保护。”

浮梁县的特产是“一瓷二茶”，举世闻名的瓷都
景德镇在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浮梁县管辖，因而浮梁
被誉为“世界瓷都之源”。景德镇东收费站位于浮梁
县湘湖镇，是千年瓷都景德镇的东大门。2019年 6
月9日，景德镇东收费站旧貌换新颜，整体以清代徽
派建筑风格设计，共设有4进7出11个出入口，通行
能力较原有老站提高了近3倍。

湘湖镇进坑村，因完整保存了宋代制瓷的生产
体系、完整的古陶瓷生产遗址廊道、优质瓷石出产地
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有着“瓷都摇篮、山水桃源”和

“中国最美窑址”的美誉。如今，进坑村被纳入景德
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规划建设为“国家陶瓷历
史文化公园”。

“‘进坑’，可不是‘进入坑里’的意思，而是‘进入
宝藏’的意思。”进坑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文华说，景婺
黄高速开通后，这些隐藏于大山深处的古村落，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景婺黄高速已然成为人们探寻
人文历史的时光通道。

在景北收费站，收费员将历史悠久的景德镇陶
瓷文化引入该站，并将这种美的体验渗透到工作当
中，传播给司乘人员，把瓷都文化传向社会。

景德镇市有不可移动文物770处、近现代重要史
迹188处，其中包括御窑厂等151处老窑址、108处老
街区以及“十大瓷厂”老厂房等陶瓷遗迹遗存。“90后”
潘远东大学毕业后来到景德镇创业。他喜欢这里的
山水清幽，更喜欢整座城市犹如博物馆的古朴。“景德
镇到处都是遗迹，历史的底色风韵犹存。”潘远东说。
而今的景德镇，正在积极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促
进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金融深度融合，培育陶瓷
文化产业新业态，让潘远东们大展拳脚。

民富业兴 康庄大道

高速公路，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沿线高速发展
的机遇。景婺黄高速既是一条旅游大通道，又是一
条经济快速路。

景婺黄高速辐射半径 200公里内，拥有众多生
态旅游区。它的建设开通，极大改善了赣北旅游大
通道的瓶颈状况。依靠交通网络带来的便捷优势，
婺源全域打造“交通+生态+旅游”工程，让百姓搭上
顺风车，带动全县70%以上的人口吃上了旅游饭。

篁岭村就依靠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和独
特的晒秋民俗，闯出了乡村旅游的新路子。“景区一
年收入超过 1.2 亿元。”篁岭景区总经理张宁说，景
区务工人员有七成以上是周边的村民。以篁岭晒
秋美宿为主的业态模式让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
变，带着山脚下村民共吃旅游饭。自篁岭景区 2014
年开始运营以来，周边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3000
元增长到现在超过 4万元，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的幸福。

“2006 年景婺黄（常）高速公路通车，婺源结束
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先
后被评为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4A级
景区数量稳居全国县级之首。”婺源县委主要负责
人介绍道，赋春高速路口自 2006年建成后，给该镇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镇 2006 年财政收入为
422.25 万元，2020 年已经达到 3823.9 万元，增长
805%。如今，赋春镇已打造鸳鸯湖、严田古樟风景
区和源头古村等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旅游业从原
先每年接待 20万人次增长至每年接待 300万人次，
增长 1400%。

认识景德镇，从城市大门——高速公路收费站
开始。景德镇有东南西北四个高速公路出入口，近
几年经过改扩建，成了富有瓷都文化特色的城市大
门。游客称赞道，看到大门，不用看站名，就知道到
了景德镇。

踏入景德镇，一种端庄典雅的气质扑面而来，到
处流淌着瓷之韵味。明、清两代御用瓷器专门制造
场所“御窑厂”，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从国营老瓷厂到创意
文化街区“陶溪川”，以瓷为媒，景德镇正以澎湃的活
力和包容的胸怀，为四方来客提供广阔的发展空
间。他们是歌手、是设计师、是陶瓷艺人，在这里上
演着属于自己的追梦故事。

悠久的制瓷历史和丰富的陶瓷遗存，是景德镇
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大财富。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的获批和建设，让千年古镇迎来了
新发展机遇。2020年，景德镇地区的旅游总人次、总
收入分别增长 26.3%、29.9%。仅在 2021 年春节期
间，景德镇旅游总收入达到 13.43亿元，共接待游客
184.1万人次，其中大部分游客是通过景婺黄高速慕
名而来。

“没有景婺黄高速，我们的茶产业梦想不可能实
现，也不会有‘昌南雨针’这一品牌。”浮梁县昌南茶
叶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益青说，他们茶园生产的茶叶
按照欧盟标准生产，产品大部分销往欧美地区，逐渐
形成了品牌。

据胡益青介绍，景婺黄高速开通前，茶叶运输到
杭州口岸再到装专柜
上船，整个过程至少 3
天时间。景婺黄高速
开通后，茶叶直接在浮
梁装上集装箱专柜，大
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和
减少了装卸成本，整个
过程1天就够了。

“景婺黄高速建成
通车后，成为赣北出省
的主通道，对进一步加
强我省与长三角的对
接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条件。同时，以高速公
路出口至城区连接线
主轴为依托的各类生
态园区、企业的催生，
形成了一个新型生态
经济圈，为地方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省
交通投资集团运营管
理部部长刘韬说。

“要想富，先修路”是硬道理，在景德镇、婺源等区域
更体现得淋漓尽致。落后的交通阻碍了当地优越的旅游
资源转化成经济优势的进度，落后的交通成了经济发展
的瓶颈。景婺黄高速建成通车后，交通得到了改善，当地
的旅游资源优势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带动当地的经济
快速发展。

事实上，像景婺黄高速公路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省内许多旅游目的地有着丰富旅游资源，而交通不便却
让当地百姓捧着“金饭碗”过苦日子。如今，随着我省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不仅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全省交通运输状况，同时也有效推动
了沿线旅游经济等多种经济类型的发展，带动了游客人
数显著增长。

现在的景婺黄高速，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而且
是知名的“高速旅游长廊”，将沿线旅游资源紧密串联在
一起。早看千年瓷都、午到婺源赏花海、晚上便能一览黄
山美景，游客节省了大量路途上的时间，可以更从容、更
深入地在景区休闲，旅游体验感越来越好。

同时，诸多像景婺黄高速公路一样的风景线，正源源
不断为旅游目的地输送游客，也带来新的发展理念，改变
着当地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留在家乡，为当地旅游业发
展出份力，共享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成为展现人民幸
福生活的窗口。可见，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于促进旅游经
济的发展具有非常直接且深刻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离
不开高速公路等交通的建设，发达的交通网络也将助力
其越走越好。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曹国新）

人们常说，记者不是在新闻现场，就是在去往现场的
路上。作为一名老记，奔波在路上的机会很多，这也让我
见识了很多高速公路，如果说印象最深的，非景婺黄高速
莫属。

印象最深莫过于沿途的生态保护。为了不破坏沿途景
点与自然风光，景婺黄高速摒弃了高速公路“越直越好’
的传统观念，大胆采用S形穿越于山水之间的方法修路，
并有效避让了多处古樟群、古村落，对其中无法避让的77
棵古樟和 30 多棵红豆杉等保护树种，则一一实行先移
栽、后施工。

印象最深莫过于沿途的最美风景。4月，奔驰在这条
生态路上，浓浓的绿意在车窗外飞驰而过，让人不由惊
叹，最美风景在路上。景婺黄高速将景德镇、浮梁、婺源
的地理人文、自然风光连成一片，车似画中行，处处是风
景，为沿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装上了奔跑的轮子。

印象最深莫过于沿途的发展生机。一业带动百业
兴，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景婺黄高速使得人畅其行
物畅其流。浮梁县严台村村民江坤圣，每年要在浙江、安
徽往来多趟，将自家的绿茶销往全国各地；在景德镇市，
高速公路让陶瓷一天之内即可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出口
世界各地……

在景婺黄高速上，不同地方的人们，画出了相似的轨
迹。这条交通要道，不仅联通景婺黄三地的绿水青山，更
联通起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蓝图。连续数日的采
访，沿途能看到越来越多乡村“卖风景”，以及吃旅游饭的
群众，他们虽然忙碌着，但笑意盈于眼角眉梢，住在美景
中、过上好日子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诠释。

记者手记

专家点评

4月10日，俯瞰景婺黄高速。

4月9日，景德镇陶溪川集市云集了众多“景漂”青年。

4月13日， 婺源骑行俱乐部车友正在一边骑行一边直播。（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李劼摄）

醉美景婺黄景婺黄
吴 强 本报记者 余红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