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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深处，黑色轿车以百公里时速在长张
高速上疾驰，穿隧过桥，一路通畅。 轿车内，司
机赵建国和老伴相谈甚欢。 他们此行的终点，
是旅游名城张家界。 这一趟，赵建国要带老伴
圆年轻时的“山水梦”。

自然条件赐予张家界钟灵毓秀的山水，同
时也带给她先天不足： 交通道路受制于崇山峻
岭。

很长一段时间，张家界通往长沙只有省道
1801 线，哪怕不堵车，单程就需要 10 个小时
左右。这种“进不来，出不去”的状况，一度成为
制约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赵
建国”的旅游计划由此搁浅。

旅游要开发，交通须先行。建市后，深刻认
识到这一问题的张家界人拉开了修路的大幕。
建市初期，先后修通至沅陵、龙山、桃源、鹤峰
的断头路。从此，张家界四门洞开，不再是一座
“世外孤城”，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条件艰苦但充满激情。 每次一有项目批
下来，交通战线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
工地上，既当指挥员，又当施工员。 ”回忆起张

家界公路发展的历史，当年的建设者谷昌明感
慨万千，“没有人叫苦，大家都想着尽量多修一
点路。 ”

交通人超“燃”激情，让张家界的公路建设
进入“活力期”，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零的突
破”。

2005年 12 月 26 日， 张家界的第一条高
速公路———常张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它将张家
界到省会长沙的车程由“最少 10个小时”缩短
为“最快 3个小时”。

2013年 11月 30 日，张花高速公路通车，
张家界到重庆的车程由 8小时缩短到 4小时。

2017 年 12 月 31 日，张桑高速正式通车，
桑植无高速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

加上即将建成通车的安慈和已正式列入
湖南省规划的“七纵九横三环”高速公路网开
工计划的桑龙、宜张、张官等高速公路，一张连
通长株潭和重庆、成都、武汉、桂林五大城市
圈，辐射人口超过 2.8 亿的高速交通网雏形初
显。不久的将来，通过高速公路，张家界可实现
半天达 5省(区市)68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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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部“大交通”跨越式的发展，被引
爆的旅游将张家界的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
提高了数个量级，同时也对张家界“内循环”
的发展形成了倒逼之势。

景区交通通达秀美。近年来，为了改善景
区内部旅游交通环境，以“三星拱月”旅游格
局，连通“星”与“月”、景与城，张家界相继修
通了武陵山大道，杨家界大道、邢大公路等景
区的“主动脉”，市域“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成
型。 一条条蜿蜒的旅游公路如长长的飘带在
绿色中穿行，为中外游客提供了“畅、安、舒、
美”的交通服务保障。 其中，去年年底通车的
武陵山大道被誉为张家界最美风景公路。

城区交通便捷通畅。 从横贯东西的融山
东路，到车水马龙的滨河环线，再到还在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的澄潭大桥、茅溪河大桥、枫香
岗大桥、红壁岩大桥、荷花大桥等重点工程，
路桥的连通架构起张家界市区交通新气象。
今年 6月 1日，大庸桥立交桥正式通车，城市
路网功能和城市交通环境进一步改善。 10月

1日，古庸路延伸段顺利通车，至此，张家界城
区交通网络“任督二脉”已经打通，每个社区、
每个小区都有多条公路的“毛细血管”直抵，
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品质。

农村交通惠民贴心。 自开展精准扶贫以
来， 张家界采取强有力措施补齐贫困山区交
通基础设施这块短板。 这些年来，农村公路的
总里程不断增加， 仅 2018年就新增 1850公
里， 进村公路从无到有， 从泥石路再到水泥
路，从“村村通”到“组组通”，农村公路在数量
和质量上长足进步。 如今，张家界的国道、县
道、乡道、村道已连成一张张网，延伸至千家
万户，铺就了脱贫致富的坦途。

除了陆路，张家界域内的水路交通也没
有落后。目前，张家界有航道 607.4公里，大
小船舶 2000 余艘，港口 3 个（张家界港、慈
利港和桑植港），码头 10个，客运、旅游漂流
泊位 24 个，水路交通已经成为“公铁空”交
通有益补充。

看交通，也是看一座城市的发展。 从一

个交通闭塞的山区小县城，发展为如今坐拥
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为骨架，连接东西、
贯通南北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的“国际
张”，张家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张家
界交通运输局局长吴扬琼透露，未来，张家界
将逐步建立起多维交通网络体系， 对接长株
潭，打通大湘西，连接武陵山，通达国内主要
客源地，直通亚洲客源国和地区，向着打造武
陵山片区的交通枢纽城市和游客集散中心的
目标不断迈进。

大道如碑，铭刻着 172万张家界儿女心
血和汗水的发展之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不断延伸，通向无限光明的美好未来……

山河为证，肩负着这座城市腾飞梦想和
希冀的交通建设，实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
跨越，已经踏上豪迈壮阔的崭新征程……

行走在“大交通”铺就的发展“黄金路”
上，张家界的“旅游胜地梦”和“全面小康梦”
已触手可及。

历史浩瀚无语，回看却历历在目。
时间的镜头推至 1980 年。 那一年，著名

画家吴冠中发表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章，
从此，张家界得以名扬四海。不过彼时，中国版
图上还没有“张家界市”这个名号。

那一年，北起河南焦作，南至广西柳州的
焦柳铁路已从这片土地穿梭而过。 不过，设置
在境内的大庸北火车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四
等县级小站———此站当时只有 3对客车，能够
到达全国的大中城市不足 10个。

随着 1988年张家界立市，昔日的小站逐渐
繁忙起来。“旅游立市”战略落地后，越来越多的
旅游专列开进了张家界。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
建市后，张家界先后对火车站的硬件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和地址变迁。2008年，搬迁至官黎坪的张

家界新火车站上升为省辖一等火车站。 而今，该
站现有到发旅客列车 12.5对，可直达北京、上海、
广州、长沙等 100多个城市。

除了普铁的发展，高铁的突破更是张家界
交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 年 9 月 25 日，备受瞩目的黔张常铁
路“千呼万唤始出来”，正式开始联调联试，预
计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据悉，该铁路的建成将
填补重庆、湖北、湖南三省市交界地区铁路网
空白，串起武陵山区的美貌，串起革命老区和
少数民族集聚区的发展之路。 届时，从长沙到
张家界只需 3个小时。

不仅如此，作为沪昆通道和呼南通道重要
连接线，张吉怀铁路正在抓紧建设，2021 年有
望通车……

看铁骑呼啸———万水千山只等闲

走八街九陌———车如流水马如龙

筑康庄大道———纵横通衢畅八方

荷花国际机场。 彭立平 摄

10 月 7 日，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航站
楼内人潮如织。 安检通道前，旅客排成井然
长队，闸口处不时传来手机登机二维码的机
器识别声。 由安检处移步至登机口，落地窗
外雄奇壮美的天门山映入眼帘……

对大山深处的张家界而言，航空一直是
旅游发展的重要命脉。数据显示，在今年“十
一黄金周”，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
量 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航空对经
济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张家界的航空梦始于建市之前的大庸。
新中国成立前，大庸与外界的通道，除了崇
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以外，就是一条又深又
险的澧水。上世纪 70年代末，铁路的拉通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出行的压力，但当时多是慢
车，一趟至广州的“特快”，需要 29 个小时

……
当水路、公路、铁路都不足以将当地经

济带上“快车道”时，迫切谋求破局的张家
界人开始问道于蓝天。 一个大胆的想法应
运而生———能不能在“要准备打仗”的年代
筹建的机场基础上改建大型民用机场呢？
这个想法得到了广泛认同。 1985 年 9 月 9
日，新建大庸民用机场获国务院、中央军委
批准立项。张家界航空发展由此起步，并迅
速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 11月，机场正式动工。 1994年
8 月，机场建成通航，并在同年更名为“张家
界荷花机场”。 1997 年 6 月，机场获批设立
航空口岸。 2011 年 11 月，机场正式对外国
籍飞机开放。 2015年 9月，新航站楼正式投
入使用。 2017 年 8 月， 机场获批为国际机

场，成为全省 3 个一类口岸之一，武陵山片
区 71个县市区唯一的国际航空口岸。 2018
年，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 2.04 万架次，完成
旅客吞吐量 220.9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8.42%和 24.59%，在全国排名第 60位……
张家界荷花机场一步一个脚印，从当初“才
露尖尖角”的“小荷”绽放成如今的“映日荷
花”。

截至今年 9 月，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累
计通航城市 44 个，开通航线 45 条，其中国
内航线 38条，国际和地区航线 7条。 10月，
张家界还开通了韩国首尔、韩国大邱、韩国
清州、菲律宾马拉尼的航线。 越织越密的航
线网络，大幅提升了张家界城市的通达性和
旅客出行的便捷度，为广大旅客架起了进得
来、出得去的“空中桥梁”。

———不畏浮云遮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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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荡气回
肠的动听乐章：从沥青
路面不足百公里起步，
发展到如今拥有“公铁
空”立体交通网络的区
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这是一段波澜壮
阔的壮美历程：一代代
张家界交通人筚路蓝
缕 ，以启山林 ，凿通崇
山峻岭，架设起一条条
发展之路、 开放之路、
民生之路、富强之路；

这是一个初心使
命的极佳诠释：一条条
公路铁路书写着交通
为民的情怀，一个个港
口站场寄托着旅游发
展的梦想,一座座桥梁
隧道改写着翻山越河
的窘境……

大地为琴路作弦，
纵横捭阖总是歌。 自新
中国成立特别是 1988
年建市以来，伴随着对
外开放的进程尤其是
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
张家界这座深处武陵
山腹地的小城已经一
改闭塞落后的交通旧
貌， 呈现出大道通衢、
铁龙交织、银鹰翱翔的
交通盛景。

大路坦荡朝天歌
———张家界市交通发展纪实

张花高速。 罗启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