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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地方经济的血脉，只有血脉畅通，才会气聚
势来。

处于湘西北的张家界，山高壑险，一度是省内交通
的“末梢”。而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这些年紧紧抓住交
通这个“牛鼻子”，推动旅游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数十年来，勤劳智慧的张家界人民开山辟路，填壑
为基，跨越山水阻隔，用心构建着一个纵横交错、联通
八方的立体交通枢纽———

看高速，常张、张花、张桑、慈安、宜张、桑龙等高速
公路，陆续建成、建设或立项，“六向六射”高速网将连
通长株潭和重庆、成都、武汉、桂林五大城市圈，实现半
天可达 5 省（区市）68 市，辐射人口超过 2.8 亿。

看高铁，黔张常铁路、张吉怀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形
成“十字枢纽”，与省内 7 市州直连直通形成快速铁路
环形通道，同时向外辐射，形成黄金旅游大动脉。

看航空，作为全省 3 个一类口岸之一、武陵山片区
71 个县市区唯一国际航空口岸的荷花机场， 已相继开
通 50 条国际国内航线。

“交通圈”就是“经济圈”。
不久前的 8 月 5 日， 张家界签下大单———15 个文

旅项目总签约金额 597.1 亿元，涵盖旅游产业的方方面
面。而这，只是张家界利用大交通形成大物流、吸引大
产业，进而推动大发展的 N 次签约之一。

形成外部“大交通”的同时，张家界域内“内循环”也
畅如流水。

连通城区、景区的“主动脉”———武陵山大道、杨家界
大道、邢大公路等高等级公路的建成和通车，促使“三星拱
月”旅游格局进一步完善，“月星”之间、“景城”之间、城乡
之间越来越通畅，市域“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成型。

在城市， 滨河环线已打通城区交通网络“任督二
脉”，主干道提质升级保畅通，每个社区、每个小区都有
多条公路的“毛细血管”直抵。在农村，天堑变通途，黄
泥路升级水泥路，“四好农村路”带来致富新希望。截至
去年年底，张家界市已有 22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摘掉了
帽子，320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大道行开阔，长路写辉煌。
张家界的交通网络仍在快速延伸，人流、物流、资金

流和大产业、新业态在这座旅游城市集结，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驶入快车道。一个人美、景美、未来美的发展高
地，在湖南西北方向以张家界为中心迅速崛起。

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 虢正贵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革安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张家界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砥砺奋进，努
力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实现了从老少边穷山区
到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华丽转身，成为了中外游客
心往神驰的人间仙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站在新的更高起点，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力实施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市委对标提质
旅游强市战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乘势而上、真抓实
干，把张家界加快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奋力谱
写高质量发展的锦绣篇章。

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就要坚持推进“旅游
+”跨界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园区产业体系。产业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旅游是张家界最大的市
情。我们将立足“8000 万 +”游客流量、“818+”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优质资源，完善提升“三星拱月、月照三星”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旅
游 +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演艺”等跨
界融合发展，统筹规划建设丝路荷花国际文化旅游产业
园、智慧旅游科创城产业园、中德零碳产业园、枫香岗影
视文化产业园、生态绿色产品深度提取产业园、沙堤高
铁产业经济园，积极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努力打造各产
业深度融合、各园区竞相发展的“多园一区”现代化园区
产业体系。

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就要坚持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着力打造“五城一体”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张家
界是湖南省开放的窗口、迎宾的客厅。我们将加强与欧
美、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拓展

“旅游丝路驿站”，加强国际友城合作，争取 1 至 2 个国
际性节会永久落户，着力打造“湖南的达沃斯”。主动融
入“一带一部”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深度对接省委“五
大开放行动”、粤港澳大湾区，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
和招商引资项目攻坚年活动，力争每年引进 500 强企业
有新的突破，形成良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着力打
造武陵山片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全力构筑航空、高铁、高
速立体化大交通网络，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的基础上，全面完成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交通管
理模范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加快建设畅
达、休闲、生态、智慧、文明“五城一体”的国际精品旅游
城市。

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就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着力建设生态绿色张家界。绿色是张家界最大
的底色。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持战略定力不动
摇、不松劲，大力实施生态绿色张家界建设“先导工程”，
统筹推进碧水守护、蓝天保卫、净土攻坚、大地增绿、城

乡洁净“五大行动”，严格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
公园和其他自然生态资源， 切实解决一批环保问题，重
点抓好大鲵保护区水电项目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张家界名片”，保护好“三千
奇峰”，守护好一江碧水，走在全省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的前列。

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将把党的初心使命
铭刻于心，以决战决胜之势攻克贫困最后堡垒，着力巩
固提升 3 个已摘帽区县脱贫质量， 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促进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举全市之力支持桑植县脱贫摘
帽，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心用情用
力抓好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公共文化服务等民
生事业发展。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平安张家界
和法治张家界建设，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我们将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政治标准和好干部标准
选人用人，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好巡视整改

“后半篇”文章，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重整行装再
出发，把新时代张家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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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喻家嘴社区
居民 毛淑霞

我叫毛淑霞，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
下的那代幸运儿。今年 70 岁的我，干了 30
多年的旅游，旅游改变了我的家乡，也改变
我和我一家人。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偏远山区的张家
界（那时还叫大庸）街头巷尾，操着各种口
音的人多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家乡在
开发搞旅游。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街坊
邻里有的开小卖部，有的开小饭馆，生意红
红火火。

我在 1984 年也开了家 “仙女洞招待
所”，还是当时武陵源第一个私人开的招待
所呢！刚开始，生意一般般。一年多以后，客
房变得供不应求。没办法，我只好在地上打
起地铺。

客人也在不断变化。刚开始，黑眼睛、
黄皮肤的人为主。后来，“黄头发”“蓝眼睛”
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我和我的家人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初，
我们只会说方言， 后来普通话变成家里的
“工作语言”， 再后来大家不得不说一些简
单的英语，来和外国游客交流。

1994 年，为赶上形势，我“斥重金”把
招待所翻修。记得新店开业那天，一位来自
美国的游客向我“吐槽”：“你们这的旅游产
品太少了，太辜负这里的美景了！”

“要开发一款具有辨识度的高端旅游
纪念品，来满足客人们的需要。”美国客人
的那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心想有机会一
定要再次改变我的人生方向。两年后，我和
老伴把招待所交由他人打理， 开始了漫长
的旅游产品研发之路。

“把张家界的山‘种’在花盆里？”一个
无比寻常的夜晚， 有雕塑功底的老伴拉着
我的手，兴致勃勃地说道。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讨论了一整晚，最后确定思路：按照一
定比例，把张家界的山水“种”在花盆里，让
游客把张家界美景带回家。

不久后， 我们注册成立石板盆景雕塑
工艺品厂，正式实施自己的计划。

产品的上市很快引发大量关注。 但由
于产品重量较大， 加之当时交通网络和物
流体系欠发达，产品“叫好不叫座”。后来，
随着荷花机场航空口岸和常张高速公路的
开通，生意越来越好。

近两年，我们根据客人们的需要，逐渐
走高端私人定制路线，把产品做细做精。由
此，我的盆景也跟随“国际张”的步伐，“长”
到了世界各地。

如今，生活好了 ，我和老伴也 “退休 ”
了。事业交给儿女打理后，销售渠道更加拓
宽，产品更精细化，生意也越来越好。这份
“旅游饭”真好吃，使我们家走上了致富路,
也许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够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整理）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979 年冬，著名画家吴冠中来到张家界林场写生，被这

片峰林深深震撼之余， 写下了经典美文《养在深闺人未
识———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 并于 1980 年元旦发表在
《湖南日报》上，引发了社会对“张家界”强烈关注。1982 年 9
月 25 日，经国务院批准，张家界林场正式更名为“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也催生了后来
的“张家界市”。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
地貌为主体，集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
一体，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山”之美称。1992 年 12 月，
因奇特的石英砂岩大峰林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2004 年 2 月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 公园总面积 4810
公顷。2007 年，被授予中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

荷花国际机场

1993 年 12 月 22 日，一架钢铁银鹰降落在大庸机场，大
庸机场试航成功。1994 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大庸机
场”更名为“大庸张家界机场”，同年 8 月 18 日，张家界机场
宣告正式通航。随后，“大庸张家界机场”更名为“张家界荷花
机场”。

2011 年 11 月，荷花机场正式对外籍飞机开放，结束了
武陵山区没有国际航空口岸的历史，使张家界成为湖南省第
二个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空港，同时张家界也进入了境外客
源迅猛发展的新时期。2017 年 9 月，“张家界荷花机场”正式
更名为“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正式跻身国际机场阵营。

大峡谷玻璃桥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是一座景观桥梁，兼具景区行人通
行、游览、蹦极、溜索、T 台等功能。主跨 430 米，桥面长 375
米、宽 6 米，桥面距谷底相对高度约 300 米，桥面全部采用
透明玻璃铺设。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自 2016 年建成后，即获得世界最
长、世界最高、世界首座玻璃作为主受力结构的大型桥梁等
10 项“世界之最”。2017 年，该桥斩获国内工程项目最高奖
项———“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2018 年 6 月，获
得代表着世界桥梁最高荣誉的国际桥梁大会亚瑟·海顿奖，
是目前为止张家界在旅游景观项目上获得的世界最高荣誉。

武陵山大道

武陵山大道南起中心城区子午西路与大庸西路交叉口，
沿张清公路往北， 终点与武陵源核心景区道路相接， 全长
28.235 公里，总投资 37.31 亿元，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历
时 21 个月建成。

该道路是张家界市城区和景区连接的重要交通要道，也
是一条景观大道，是张家界建市以来市本级投资最多、规模
最大、标准最高的重要项目。道路分城区段和景区段两部分，
城区段按双向 6 车道建设，景区段按双向 4 车道建设。道路
的建成，大幅缩短市中心城区到武陵源的行车时间，城区与
景区间的交流与互补由此更加通畅， 旅行者
在吃、住、行、娱、游、购六大旅游元素的选择
上，更加多元、自由和丰富。

“魅力湘西”

“魅力湘西”是张家界首台大型旅游文
化演艺，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接待中外
游客超过 1600 万人，3 次“登陆”中央电视
台春晚，5 次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2008
年，魅力湘西国际文化广场被国家文化部评
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0 年，“魅
力湘西” 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列入
“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2017 年开
始，连续三年问鼎“中国旅游演艺机构十强”

“中国旅游演出独立剧场类剧目票房冠军”。
今年 4 月，“魅力湘西”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湖南省首个
文旅演艺驰名商标。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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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共成长我

“旅游饭”
越吃越香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这里是“锦绣潇湘”的门楣，三千峰林惊艳世界，八
百秀水吸引全球； 这里是中国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去年接待游客 8521.7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756.8 亿元，继续领跑国内同类型景区和旅游目的地城
市。

这里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改革发展浪潮催生的

一批新兴城市的代表，也是世界了解湖南、了解中国的
“迎客厅”。70 年来，从张家界国营林场，到中国首个国
家森林公园，再到国家森林城市，张家界与时俱变，日
新月异。

“世界的眼光，不懈的动力。”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
贵说，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张家界将践行“建设美
丽中国”的殷殷嘱托，扛起湖南全域旅游基地建设的龙
头大旗，谱写新时代的“张家界篇章”。

步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加快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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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9 月 4 日，
参加翼装飞行世锦
赛的选手在进行试
飞训练。9 月 5 日至
8 日， 第八届翼装飞
行世锦赛在张家界
市天门山景区举行，
来自 11 个国家的
16 名全球顶尖翼装
飞行运动员，参加挑
战大回环竞速和“人
箭”精准穿靶等项目
的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②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张家界武
陵源天子山， 御笔峰
景点层林尽染。

邓昌勇 摄

③ 2015 年 3 月
5 日， 张家界市，市
民、 游客在元宵夜狂
欢。 张明涛 摄

④ 张家界武陵
源区武陵山大道是连
接张家界市城区与武
陵源核心景区的主干
道。（资料照片）

邵颖 摄

①

③

④

②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978 年：4.4� � � � � 2018 年：578.9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988 年：0.56� � � � � 2018 年：60.54
旅游总收入（亿元）

1988 年：0.2491� � � � � 2018 年：756.8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993 年：1889� � � 2018 年：2482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988 年：432� � 2018 年：9562

当人们还在回味“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的绝美风
光时，夜幕降临，张家界的另一种风情迎面而来。

到天门狐仙、 魅力湘西等演艺场所看一场原汁原味
的湘西大戏，到溪布街、各大夜市等热闹之处品一品张家
界风味，到五号山谷、梓山漫居等精品民宿享受一番小资
情调……各具特色的玩法，开启了张家界的“月色之旅”。

许多本地人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新中国成立初期
建立的国有林场，竟然催生了一座城市，也改变了众多
家庭的生活。当年的张家界地区可谓是穷山恶水，旅游
的发展，让整座城市光彩夺目，走向了世界。

1988 年，张家界因旅游建市。多年披荆斩棘，这里
诞生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第一条旅游
漂流线、 第一台山水实景音乐剧……在旅游经济成为
全市主导产业的同时， 也完成了旅游发展从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旅游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旅
游业态由景区景点模式向全域旅游转变。

补短板、优供给，促消费升级，增有效投资，为应对
市场转换谋求新动能。

推乡村、谋全局，重旅游营销，做大新版块，为发展

全域旅游探索新路径。
2017 年，张家界全面推进“对标提质、旅游强市”

战略。由此，一场由旅游大市向旅游强市转变的历史性
变革，在天门山下、澧水河畔生动上演，以实际行动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2018 年 6 月，历时两年多提质建设的张家界西线
旅游景区正式开门纳客， 闲置多年的旅游资源得以盘
活。由此，张家界“三星拱月”全域旅游格局正式成型。

如今，张家界的游玩模式，从“白天看山头，晚上抱
枕头”到“白天看风景，晚上看大戏”，再到“商养学闲情
奇，永远玩不够”，张家界旅游的乘数效应正在不断放
大。旅游收入从建市之初的 2491 万元，跃升到 2018 年
的 756.8 亿元，张家界旅游经济跑出令人惊叹的增长速
度。预计到明年，张家界将实现游客接待总量 1 亿人次
以上， 其中境外游客 1000 万人次以上， 旅游总收入
1000 亿元以上，基本建成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在旅游的带动下，先后
脱贫摘帽。旅游扶贫的累累硕果，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
的关注，张家界成了全国旅游扶贫大会的现场。

奇峰异石迷人眼———
旅游立市，穷山恶水蝶变为绝版风景

张家界市城区一个叫子午台的山头， 是摄影爱好
者拍摄这座美丽城市的最佳地点———光线通透时，苍
翠群山连绵不绝，子午大道车流滚滚；雨后初晴时，天
门山云雾缭绕，现代化建筑洁净如洗。

70 年前，同样在子午台上，一位本地摄影师拍下这
样一张照片———

群山掩映下，尚只是一座县城的大庸城区，灰蒙蒙
的一片，周围是大面积的农田荒地。

也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湘西，翻开了张
家界历史的新的一页。

70 年过去， 那座灰蒙蒙的城市， 经历一场涅槃重
生。走进张家界市规划展览馆，仿佛进入时空隧道，不
同时期的照片、影像资料，记录着这座城市建市前、建
市时和现今不断蝶变的历史。

建于 1971 年的澧水大桥， 连通着张家界城区两
岸，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也是推动张家界城市
发展变化的功臣。4 年前， 随着张家界市城区的迅猛发
展，市政府不得不对此桥拆除重建。1 年后，一座双向四
车道的现代桥梁横跨澧水，疏通了拥挤的交通，也美化
了城市一角。

桥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迭新，城市发展亦是如此。
在张家界高新区， 鳞次栉比的产业大楼孵化出一

个个产业项目，实现了“高”“新”的协同发展，初步形成
以旅游商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导的特色化
产业体系。走进官黎坪板块，天门山索道扶摇而上，星
级酒店林立，旅游配套设施完善，在草木、鲜花的簇拥
下，“景城一体化”凸显得恰到好处。行走在澧水沿岸，
众多滨河公园串珠成链，城在绿中、人在景中，昔日的
小山城，如今已蜕变为一座现代化都市，让市民和游客
流连忘返。

升级主次干道，拉通滨河线，建设城市高架，城市骨
架不断拓展。完善地下网管，配置公园绿地，“微建设”持
续发力，城市精致度有效提高，城市颜值进一步提升，文
明程度大幅提升……一座进出方便、安全快捷的“畅达城
市”，宜游宜养、舒适舒心的“休闲城市”，山清水秀、天朗
地净的“生态城市”，全域覆盖、智能高效的“智慧城市”，
诚信友善、和美品质的“文明城市”正向世人走来。

而今，“旅游西优、城市东拓、轴带发展、组团布局”
的空间发展策略正全力实施，以澧水河为轴带、八个组
团和一个城市功能新区的空间布局结构正在构建。

从教育卫生服务中心的沙堤组团，到旅游服务中心
的且住岗组团，再到城市综合服务中心的永定组团……
张家界正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里阔步前行， 一个国际
化的知名旅游城市正在崛起。

万丈高楼平地起———
城建为本，偏远小城发展为精品城市

大道通衢连八方———
交通先行，神经末梢建设为枢纽中心

制图 / 刘铮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