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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千年流淌的古色

青砖灰瓦马头墙，雕花木门飞檐翘角。4
月 26 日，采访组首站走进安义古村，百余栋
明清古建筑，散发出独特的赣派建筑韵味。

走昌铜高速，开车不到1小时来到古村的
南昌市民陈芸告诉记者，这两年她经常在微
信朋友圈刷到安义古村的信息，这次和家人
来一探究竟，果然不虚此行，仿佛置身于一幅
千年的历史画卷中。和40多名游客一起到古
村为驴友踩点的宜春游客周文生则感慨：“安
义古村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最难得的是这里
还住着不少居民，烟火气十足，值得一来。”

而在 2017 年前，游客的感受并非如此。
当时景区只有罗田古村、水南原乡小镇，收入
基本靠门票销售，年接待量15万人次左右。

如何让千年古村焕发活力？2017年，安
义引进专业公司成立古村群旅游运营有限公
司。当年，公司打造了罗田唐樟高端民宿、餐
饮综合体；2018年，建成了以赣文化为主题、
以非遗项目为载体的京台赣商文化大院项
目；2019 年则运作了以赣派小吃、非遗小吃
为主题的水南赣派美食街项目，从而形成了
目前的罗田、水南、京台3个景区。

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诗意的古村生活，去
年吸引游客近30万人次。

昌铜高速的开通，为赣西北山区打开了
又一扇开放发展的山门，也打破了那些古建
筑千百年的沉寂。

华灯初上，记者步入有着 300 多年历史
的靖安西门外古街。

西门外古街历经辉煌，也逐渐破败、没
落。2018年以来，靖安县按照棚户区改造与
旧城改造、提升城市品位相结合的原则，对古
街进行改造，投入 2.5亿元修缮古建筑、石板
路、德胜门广场及相关配套。

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西门外古
街“复活”了。今年1月，古街入驻风味小吃、
靖安特产、潦河奇石、靖安根雕等 40 多个业
态项目，重新点燃烟火气，成为网红打卡地。

再往西走，宜丰天宝古城犹如镶嵌在九
岭山脉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天宝古城名
声在外，古建筑的保护却举步维艰，一些老祠
堂在风雨中飘摇破败。如何留住这些珍贵的
遗产，再现“物华天宝”？

宜丰以文旅融合理念，借市场之手，将传
统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与省旅游
集团签订了天宝古城旅游区开发合作协议。

2020 年 5 月 10 日, 总投资约 16 亿元的
天宝古城项目开工。该项目将依托天宝古
城、天宝农业产业园、茜槽田园等资源，建设
文旅融合型景区，推动山、水与古建筑融为一
体，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

古村、古街、古城，依托这条通向远方的
高速，将蕴含千百年的悠久文脉，不断延续，
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感受“两山”转化的绿色

江西以绿色自豪，绿色以这里为盛。昌
铜高速沿线 5县，森林覆盖率平均约 71%，铜
鼓、靖安则分别达88%、84%。

2015年9月，《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总体
规划》正式发布。近年来，沿线各地通过开放
合作、联动发展，努力探索既能发挥生态优
势,又能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新路。

从昌铜高速驶入靖安县，出口处数块大
幅喷绘格外醒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作为全国首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

地，从“一产助推旅游、二产服从生态、三产激
活全局”，到“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
三产保护生态”，靖安锚定绿色低碳环保发展
之路，以定力接力“生态立县”，累计否定投资
项目 120 个、投资总额达 240 亿元，发展模式
列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
做法推广清单》。去年，该县入选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名单。

离暑期还有一些日子，靖安县中源乡避
暑小镇的民宿已是预约不断。去年，中源避
暑小镇吸引了 3 万多名游客前来避暑，火爆
到“一床难求”。中源乡乡长漆远说，中源避
暑产业的兴起，靠的不仅是优质的生态环境，
还有昌铜高速带来的交通便利。

昌铜高速，一路生机，绿色孕育的文明芬
芳扑面而来。

为了这抹芬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成为5县的共识与力行。

宜丰县在全省首创生态警察中心，探索
由单一管转变为联合管的生态治理机制。

在此基础上，去年6月，宜丰将生态警察

中心升格为生态文明建设网格化治理中心，
在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建立起生态治理网格，
实行“乡镇吹哨、中心牵头、部门报到”的生态
网格化治理，织就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生态“绿网”。

在宜丰县石市镇，宋风刘家是远近闻名
的乡村旅游“打卡点”，宋风集市、夏布馆、宋
风馆……村庄整洁秀美，乡土气息浓郁。石
市镇党委副书记陈妍说，这里的景区与民居
融合，18 户居民腾出 7 栋闲置的房子和 1 栋
古民居，供村集体免费使用10年。宋风刘家
还与鲁盛富硒农业牵手，农旅融合，乡村振兴
的格局与生态治理的眼光非比寻常。

铜鼓黄精，声名鹊起。目前，铜鼓县黄精
种植面积达4.2万亩，获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5月8日，第二届中国黄精产业发展研
讨会暨首届江西(铜鼓)黄精高峰论坛在铜鼓
举行。铜鼓的黄精文化引发了专家学者、企
业家的浓厚兴趣。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靖安、奉
新、宜丰和铜鼓成为全省第一批生态文明示
范县，而那些植根绿色的富民产业，为脱贫攻
坚作出了重大贡献，亦托起了乡村振兴的希
望。

聆听初心永恒的红色

奉新石溪苏维埃政府旧址、百丈山红色
茶坑，宜丰熊雄故居、红色庙前，秋收起义铜
鼓纪念馆、萧家祠……崇山峻岭间，一处处革
命旧址，沿着昌铜高速，赓续着红色血脉，诉
说着初心永恒。

4 月 28 日，记者来到宜丰县芳溪镇下屋
村，遇见众多游客正在熊雄故居参观学习。

熊雄是宜丰红土地走出来的早期无产阶
级革命家，1927年，在广州“四一五”惨案中，
熊雄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宁死不屈，英勇就
义，年仅35岁。熊雄故居被列为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了一
批批党员前来“红色走读”。

走进芳溪镇“红色庙前”，这里保存着红
军战壕遗址，“红史馆”陈列着革命文物，“绩
效馆”则展示着乡镇干部绩效考核的探索。

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芳溪镇党委书
记黄佳锋表示，作为全省乡镇干部绩效考核
试点乡镇之一，芳溪镇建立了常态化绩效考
核体系，切实解决了乡镇干部“干多干少、干
与不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激励乡镇
干部担当作为。

与宜丰毗邻的铜鼓，于1925年诞生了宜
春境内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这里的红色印
迹，回响着秋收起义的战斗号角，带我们走进
那段烽火燃烧的革命岁月。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在铜鼓领导了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革
命家，也曾在铜鼓坚持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的艰苦斗争。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萧家祠、湘鄂赣革
命烈士陵园……丰富的红色旧址，成为湘赣
边红色研学的热门“打卡地”。今年 4 月，一

辆辆大巴满载着学子，沿
着昌铜高速从南昌驶入铜鼓。“这次红色研学
有 1300 名南昌学子，而在开通昌铜高速之
前，很难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团队。”铜鼓县文
广新旅局有关负责人说。

红色研学游的兴起，给了沿线地区新的
发展机遇和更强的紧迫感。昌铜高速沿线 5
县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改善旅
游设施，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以更开放
的视野，让红色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触摸创新求变的金色

进园区，访企业，看变化，采访组明显感
受到各地正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立足本地
特色，创新思变，积极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转型之路。

会变色的玻璃窗，晴天自动开、雨天主动
关的窗户，可以当电视机屏幕用的触摸屏显
窗……在安义门窗特色产业小镇的所见，科
技感十足。

安义并不生产铝锭，却成为民用铝型材
全国第二大生产基地，全县建材门窗总产值
突破 320 亿元，占有全国铝型材约 70%的市
场份额。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安义
门窗产业彰显的是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和进
取意识。

而在奉新，上市公司、高新企业在这里扎
堆。嘉拓智能、同和药业、飞宇新能源等企业
生产红火，既有“块头”，更有“科技范”。

“老车间年产 400 吨，需要 26 名工人；新
车间年产 800 吨，两个车间加起来只需 20 名
工人。”江西同和药业加巴喷丁车间主任邹明
章如是说。在该公司研发大楼，16个实验室
共130多名研发人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智能料库、机器人焊接、博士团队……奉
新高新区虽是一个县级工业园区，却拥有主
体上市（挂牌）企业8家、上市公司关联企业8
家、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国家级研发与服务
平台2个、省级研发服务平台13个。

出彩之光令人应接不暇。宜丰的百岁山
矿泉水、铜鼓的创奕鞋业，既有招商引资企业
的枝繁叶茂，也有返乡创业企业的勃勃生机。

“家乡的创业环境好，昌铜高速通达四
方，我们返乡创业更有信心。”2018年2月，当
时 32 岁的李兰辉返乡创办了宜春市创奕鞋
业有限公司，鞋厂离昌铜高速天柱峰出口仅
几分钟车程，产品通过高速公路运输，直达沿
海港口，出口海外。

目前，创奕鞋业员工达260多人，其中返
乡就业的就有100多人。今年4月，创奕鞋业
开始做自主品牌，新增了一条生产线，年产值
有望达到6000万元。

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草根创业、上
市公司、金凤还巢……他们在这方红土热地
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合力打造
金色十足的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

串珠成链
打造高质量高速旅游带

黎 军

因拥有古色、绿色、红色资源，而被誉为“高速+
旅游”的昌铜线，的确色彩斑斓，颇具魅力。不论安
义古村、靖安古街、天宝古城，还是奉新百丈山、铜
鼓天柱峰，以及石溪苏维埃政府旧址、秋收起义纪
念馆，各具特色。但是，总体而言缺乏磅礴大气
之势。

应该说，这5县的古色资源源远流长，绿色资源
禀赋深厚，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昌铜高速自2012年
10月通车以来，大大缩短了到达各地的行车时间，安
义、靖安、奉新更是融入南昌的“半小时经济圈”，宜
丰、铜鼓由此也迎来了内联外通的大好机遇。

资源有了，交通也便利了，那份大气缺了什么？
记者认为，尚缺一分协作，还差一分谋划。
现象与规律总是辩证的。一些靠近南昌的景

区，其经营定位也许就是南昌的后花园，把区位和
交通优势发挥出来，做好短途游就算成功了。但
是，在信息化以及需求多样化的今天，一条高速链
起的旅游人气的聚流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不应是单
打独斗。试想，景区间加强互联互动，给游者提供
细细品味一路古色、绿色、红色的选择和套餐式优
惠，必能多留住一些游者，也将提升整体游的质量
与收获感。笔者了解到，几地推动的“梅岭—安义
（古村）—靖安（宝峰寺、黑陶文化、禅宗文化等）—
奉新（宋应星纪念馆等）”精品旅游线路，能否成链，
关键在于跨区统筹，协作共建。

位于奉新高速服务区内的房车营地，背靠青
山，内嵌水塘，不仅有给车辆作补给的宽阔场地，还
有别墅板房、烧烤区、游乐场等设施。但是，这样一
个颇具创意和消费前沿色彩的项目，自建成至今3
年来，问津者寥寥。

或许，谋划是让营地火起来的法门。先是明确
营地的消费定位；再者根据群体需求，重新规划和
完善营地的配套和服务；而后加大营销力度，不仅
突出营地的“时髦”概念，还要强化营地是串联昌铜
旅游线的一个连接点、加油站，寻求沿线景区共同
策划，找到游客需求点，进行差异化推介。

资源是旅游的最大财富，而只有树立共享共赢
的协作理念，提升谋划建设和营销策划水平，才能
将资源蕴含的价值最大化，产生“1+1＞2”的效果，
实现放大效应。

170公里的昌铜高速，释放的不仅仅是速度，更
是看不见却抓得住的价值。

这是一道绿色连绵、古色点缀的
亮丽风景线，满目苍翠的绿色奏响最
强音，诠释着“两山”理论的实践华
章；古村、古街、古城如浓墨丹青，绘
出悠远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条红色浸染、金光灿灿的
生态经济带，一处处红色革命遗址见
证了这里崛起的历史伟绩，焕发出新
时代的光辉；一个个项目园区应运而
生，热气腾腾的建设昭示着新发展理
念的无限前景。

这条绿色、古色、红色、金色交相
辉映的大道，以自身的基因成就了特
有的文化内核，并承载着人民赓续奋
斗的幸福梦想，演绎出五彩斑斓的
精彩。

这，便是昌铜高速公路——生态
是它最大优势，文化是它最厚重的底
色。4月底，“沿着高速看江西”采访
组踏上这条高速一路探访，感受它别
具一格的文化脉动和发展气息。

记者手记

沿着昌铜高速公路一路向西，红与绿相得益
彰、古与今交相辉映，亮眼的金色点缀其间，呈现
出一派勃勃生机。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
强劲的“发展动能”，转化为老百姓致富路上的“幸
福源泉”？

文化之路，从历史走来。从秋收起义到湘鄂
赣苏区，从革命先驱熊雄到驰骋沙场的红军将士，
从红军游击队改编到汇入抗战洪流，革命者们在
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顾全大
局的奉献精神、鱼水情深的人民情怀、争创一流的
实干精神、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昌铜高速沿线
一处处革命旧址，承载着红色文化，激励一代又一
代红土地上的老表们奋勇向前，奔向美好未来。

文化之路，从理念延展。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昌铜高速沿线
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推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持
经济发展科技化、多样化、特色化的齐头并进，坚
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辩证统一，培
育了一大批具有“科技范”“现代感”的绿色经济新
业态，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一股股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强大动力。

文化之路，从实践兴起。昌铜高速建成以来，
沿线各地将红色人文、绿色美景、古色民俗有机融
合起来，做到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并重，资源共享
与产业合作并举，红色文化与乡土特色共存，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进。这条文化之路在追求高质
量发展实践中，不断增强绿色崛起和乡村振兴的
动能，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融合、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的共融共享。

（宜春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 霞）

专家点评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熊雄故居。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4月27日，位于奉新高新园区的
某智能设备生产企业，工作人员在车
间设定数据准备进行钣金切割。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44月月2929日日，，位于铜鼓县大塅镇的天柱峰景区位于铜鼓县大塅镇的天柱峰景区，，
游船穿行在青山绿水间游船穿行在青山绿水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徐 铮铮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