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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
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新安江山水画廊
渡船在绿色中穿行
打开百里诗画山水长卷
是山绕着水
抑或水绕着山
粉墙黛瓦，
庭院深深
自由自在听花开声音
采三潭枇杷
听绵潭古戏
看鱼鹰捕鱼
水是源头活水
一江清水抵杭城
山是花果山
画里画外春色满园

融杭东进 踏歌而行

黄山：
春天的故事
记者 徐时松 王永杰 摄影 潘成

天地之美，美在黄山。
黄山有多美？80 多年前，富阳先贤郁达夫从杭州来游屯溪，曾留下诗作：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
扫码浏览 H5
《杭黄之约》

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80 年后，随着杭黄高铁的开通，坐着高铁游黄山，动人春色扑面而来，除了天地大美，更有黄山融入杭州都
市圈的决心和豪气。
站在中国看黄山，站在黄山看中国，
“春天的故事”，在这个新时代，奏起激扬的续曲：融杭东进，黄山将呈

坡山
油菜花

现给世界更多的惊喜。

黄

绿

红

◎歙县坡山：
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
坡 山 村 ，位 于 黄 山 市 歙 县 杞 梓 里
镇，海拔 420 米，明末开始建村。全村 10
个村民小组，360 余户人家，耕地面积达
1100 多亩。
曾经的坡山村，由于交通不便，地
理位置偏僻，不少村民都选择出外谋
生，最多的时候，有一半的村民在外面
务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山上
良田翠竹，山下新安江支流昌源河蜿蜒
而过，四面环山。
守着金饭碗，却出门讨生活。这个
古老村落的命运，被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所改变。2013 年，坡山村成为黄山市百
佳摄影点。正是高山中的惊鸿一瞥，正
是一张张的摄影美图，坡山迅速被外界
所知晓，云雾缭绕、空气清新、泉水甘
冽、茂林修竹，
又一个世外桃源。
2015 年，坡山被评为安徽省省级美
好乡村。2017年，
成为安徽省摄影旅游目
的地。2018 年 12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将
坡山村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落日、云海、野菊、茶林，给坡山村
带来了良好的旅游发展机遇，这里正逐
步发展成歙南地区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新安江山水画廊：
一个绿水青山的故事
新安江山水画廊是国家 AAAA 级
景区，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境
内，上起南源口，
下止街口镇。
新安江是古徽州文明的摇篮，是歙
县人民的母亲河。歙县曾是古徽州府所
在地，地处皖南山区，山是闭塞的屏障，
水却是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就是古徽商
的黄金通道，
是连接苏杭等地的纽带，
更
孕育了朱熹、胡适、陶行知、詹天佑等光
耀日月的人物。
乘坐画舫，沿江而上，两岸山花烂
漫 ，猩 红 的 、鹅 黄 的 、绛 紫 的 、雪 白 的

……将绿色点缀得令人陶醉，粉墙黛瓦
的古民居轻轻安放在江畔，掩映在花丛
中，若隐若现在参天古树中。沿江点缀
着千年古樟、三潭枇杷、新扬民居、古老
作坊、龙门瀑布、大川岛、凤凰岛及农家
乐景点。鱼鹰捕鱼，再现了渔民的智慧
与勤劳，一条条江鲜跳进你的眼前，也
跳进了游客的心间。山水画廊新安江
曾激发诗仙李白的灵感，他边游边吟唱
道：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
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
屏风里。”

◎新四军军部旧址：
一个不忘初心的故事

新四军军部旧址（金家大屋）位于
徽州区岩寺镇荫山巷 7 号，它是一组典
型的清代末皖南古民居建筑群，是全国
文保单位。
1938 年 4 月 5 日，新四军军部由南
昌移驻岩寺，并组织指挥南方八省十四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来岩寺集中、整
训，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点验。多少
热血青年，怀抱救国梦想，跋山涉水而
来。整编为新四军后，开赴抗日前线。
岩寺因此成为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集中
地、新四军的成军地、新四军东进抗日
的出征地。
为加强对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的

保护，宣传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弘扬铁
军 精 神 ，徽 州 区 政 府 分 别 于 1988 年 、
2008 年投资 400 余万元对金家大屋进行
全面维修，并征集百余幅图片资料及 50
余件实物，在军部旧址内陈列展览，对
外开放。2008 年，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成立，2011 年 7 月徽州区政府为
提升红色文化项目，又对新四军军部旧
址纪念馆及周边环境进行整改扩建，扩
建后的纪念馆分旧址保护区、纪念展陈
区、接待服务区三大部分组成。
其中，旧址保护区主要是对当年新
四军在岩寺的驻地及活动场所，即新四
军修械所、
兵站、
战地服务团、
军需处、
副

山还是那座山
花还是那片油菜花
在寂静中执着守望
在春风中美丽蝶变

牛羊还在山坡上吃草
袅袅炊烟古老村落
高山上的梦乡
醉倒八方游客

之一。
3 月 23 日，以“融杭东进，花影为媒”
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黄山油菜花摄影
节、一江清水向东流“源自新安江”全国
摄影大赛、
“ 品味歙县·自在乡村”活动
在歙县坡山村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摄影界、新闻界、网络界、户外运动爱好
者等 2000 多人参加活动。
用摄影讲好黄山故事，讲述坡山的
传奇。黄山市利用摄影助推脱贫攻坚、
促进乡村振兴、打造城市品牌的创新尝
试，
也引起社会各界好评。

导游介绍，新安江的四季，景色各
异，各有千秋。夏天，驰名中外的“三潭
枇杷”由青变黄，逗人喜爱。秋天，正好
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季节，两季山坡
上的枫树、
乌柏树、
白果树、
红叶树等，
成
片成片的红一块、
黄一块、
绿一块，
“不似
春光，
胜似春光”
。到了冬天，
特别是
“霜
降”以后，两岸的柑橘林内橘果压树，立
船头远望，恰似在绿色翡翠上缀满颗颗
红宝石，
游船仿佛在画廊中航行，
新安江
山水画廊成为黄山—徽州古城歙县—千
岛湖黄金旅游线上的明珠。

官处等革命文物实施搬迁集中保护。通
过史料和实物陈列，
再现当年历史场景。
纪念展陈区主要是新建新四军军
史陈列馆、分序厅、岩寺集结、誓师东
进、军民情深、抗日烽火、铁军传承等六
大部分，利用文字、图片、实物及现代的
声、光、电技术手段进行展陈、展示新四
军的战斗历程。
当年的红色足迹，如今已成为全国
国防教育基地、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近年来，黄山大力发展旅游，向
游客介绍红色故事，让红色黄山同样广
为人知。在这里，你会心潮澎湃，感受
到一种强国富民的力量。

新四军
军部旧址

融

在这里带你走进
八十年前的烽火岁月
沸腾热血激荡起
修复破碎山河的铿锵足音

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从这里东进抗日
吹响出征号角
星火点燃照亮中国

◎融杭东进，
阔步前行

“源头活水出新安，百转
千回入钱塘”。发源于黄山市
休宁县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
江，是钱塘江、富春江的正源，
是上下游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杭黄两地，地缘相近，人
缘相亲。一条新安江，挽起高
山田畴，哺育万千儿女。一条
杭黄高铁，拉近两地距离，形
成了独特的经济文化圈。
融入杭州都市圈、接轨长
三角经济带，一直是黄山市委
市政府的战略部署之一。早
在 2015 年，杭州、黄山两市就
签署全面深化合作交流协议。
融杭东进，阔步前行。去
年 10 月 25 日，黄山、衢州正式
成为杭州都市圈新成员。
一路贯古今。去年 12 月

25 日开通运营的杭黄高铁，串
起名城、名湖、名江、名山，被
誉为世界级黄金旅游线。
为推进融杭进程，黄山市
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融入杭
州都市圈的实施意见》，
在规划
编制衔接、
产业协同发展、
生态
环境共治等 10 个方面确定了
融杭基本框架，谋划打造都市
圈的生态安全屏障、文化旅游
示范、
绿色产业新地、
健康宜居
样板、
西进南拓战略支点。
今年 1 月 4 日杭黄两市工
作交流会上，杭州市人民政府
与黄山市人民政府签署《关于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杭
州都市圈合作示范区的战略
合作协议》。
两地携手，
踏歌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