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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域美丽”的一项重要内容，区交通运
输局及时成立工作专班，锁定时间节点、倒排工作
计划，强化工作举措、抓住关键环节，层层传导压
力、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截至
目前，良渚片绿化景观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径山
片、临平片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工作。

统筹全局，夯实“美丽公路”建设基础。突出
规划引领，绘制“美丽公路”建设蓝图。秉持“品质
临平、文化良渚、生态径山”建设理念，年初立即启
动全区“美丽公路”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并在规
划的基础上立即进行良渚片专项景观方案编制，
经专家多次评审讨论后确定最优方案。强调谋定
后动，制定专项引导行动计划。研究编制余杭区

“美丽公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将良渚、径山、临
平作为今年的重点建设片区。围绕申遗工作，科
学谋划，抓好重点，以良渚遗址为核心确定试验段
改造提升范围，抢抓项目进度，“围一块，做一块，
好一块，拆一块”。申遗成功后即完成全部试验段
施工并全面对公众开放。

统筹领导，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整合资源，协
同相关部门及镇街平台整体联动、及早部署、周密
安排、强化责任，扎实推进前期保障工作。围绕重
要道路和重要节点，有的放矢，合理安排好攻坚阶
段建设计划，突出重点紧盯攻坚目标完成。

理念升级，助推“美丽公路”品质提升。充分
利用道路两侧的古城遗址、乡村、山体、河湖等文
化和自然资源，以“借景”手法将其纳入“美丽公
路”的视线范围，新建绿道 24.043km。以“良渚申
遗成功”为契机，深化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研究，依
托道路两侧线性景观廊道，用公共艺术、文化景观
和雕塑等形式向公众展示良渚全面真实的历史文
化、地域精神和时代风貌，兼收并蓄，激活良渚文
化基因；重拳出击，严抓圾偷倒、超限超载等违法
行为整治，加大“四边三化”“低散乱”等环境综合
治理，全面打好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攻坚战，为
良渚片景观绿化主体工程按时按期、保质保量顺
利完工做好保障。

这是一条独具文化特色的“朝圣之路”
“美丽公路”良渚片触摸历史、点亮未来

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区新晋网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天天爆满。同样精

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有通向遗址公园的“文明朝圣之路”——“美丽公路”良渚片。

“美丽公路”良渚片东起绕城良渚互通，西至彭公互通，良渚申遗成功后，余杭交通

运输部门围绕良渚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与良渚新城等核心点位，重点打造一带（104国

道·朝圣之路）三区（美丽家园、触摸历史、点亮未来），以期通过沉浸式体验，带领人们

“穿越”回5000年前的古良渚时期。

组稿 吕波 陈文琴

一路一景精心设置
“美丽公路”良渚片惊艳亮相

“我就喜欢这里的绿水青山，风景美，人也美！”
来自上海的刘菁菁每年都要来余杭住上几天，不过
这个十一，她是带着孩子专程为了良渚遗址公园而
来，车子在驶入祥彭线的一刹那，她被“惊艳”到了：
刚刚铺就的步道蜿蜒曲折，路边繁花盛开，古色古香
的凉亭让人仿佛置身五千年前的古良渚。曲径通幽
处，良渚港一汪碧水静静流淌，岸边的栈道、拱桥、驿
站遥相呼应，刘菁菁感觉已然入到一幅画中了。

“美丽公路”良渚片整治提升工程由长连线至良
渚互通、彭公互通至长连线及长连线、祥彭线段三个
项目组成，全长 22.9km，围绕良渚遗址公园、良渚博
物院与良渚新城等核心点位重点打造一带（104国
道·朝圣之路）三区（美丽家园、触摸历史、点亮未
来），充分做好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周边保障工程建
设工作。主要建设内容为景观绿化提升、绿道建设、
强弱电上改下、立面整治等。

区交通建管处副处长顾国强，是该项目的景观

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祥彭线是一条县级道路，以前
都是观赏型景观，“现在，我们将感官与体验相结合，
在美丽公路上展示良渚文化。”

“这条路连接良渚博物院与遗址公园，我们试图
将古良渚文化和生活、劳作场景还原出来。”项目主
要设计师马利告诉记者，“通过打造良渚先民稻作农
耕、采集渔猎、竹筏行舟等小品，让游客融入场景中，
满足现代人的体验方式，塑造溯源拾遗的文化体验
廊道。”

遗址公园南门前 104国道南侧，路口的“巨石
阵”巧妙地将电力井隐藏起来，精心打造的绿道两侧
灌木、乔灌草多层次植被林立。休息区，雕塑“良渚
探源”矗立路边，展示 3位良渚先民制作陶器的场
景，与对面的遗址公园相呼应……“我们要营造从原
野进入良渚古城的景观引导，加强朝圣之路的文化
氛围。”顾国强说。

■触摸历史（长连线、祥彭线段）
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感受 5千多年的良渚文化

及生活方式，采集渔猎、稻作农耕、制玉烧陶等，通过
景观的节点展现这些良渚的文明溯源，打造公园里行
走的良渚文明溯源露天博物馆。

兼具自然与文化气息
“美丽公路”获多方赞誉

这条自然景观秀美、文化气息浓厚的“美丽
公路”一经开放，不仅令游客眼前一亮，更是立
刻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和脚步。

“之前在视察美丽公路良渚段的时候，切身
感受到交通部门是真正做到了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施工，特别是在绿化、小品的设置上非常别
出心裁，而且在这么短的期限里还能保质保量
完工，确属不易。不仅提高了良渚区域的品位
和形象，更是给‘美丽余杭’建设提供了一大亮
点和样板。”区人大代表盛洪铨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同时，我希望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让
这些景观绿化能一直保持在较好的状态，让这
条路一直美下去。”

公路颜值的升级不仅惊艳了游客，开心的
还有沿途的居民和企业。瓶窑长命村紧邻良渚
文化遗址公园，村委主任费国芳告诉记者：“如
今道路两边环境提升了，群众的生活环境和质
量也越来越好了。路两边新增了步行道和观赏
凉亭，给老百姓提供了方便，让舒适的自然、宁
静的生活近在眼前。道路变宽了，不仅出行更
方便了，村里空气也清新多了，飘着淡淡的花

香。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打算开农家乐和
民宿，要我说，‘美丽公路’不仅是条景观路更是
条致富路、幸福路。”

采访时，长命村村民杨飞正在家里陪父母
聊天，他说：“现在路修得这么漂亮，已经成了村
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们饭后闲暇之余有了
好去处，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在出行上更
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长连线贯通了
104国道、祥彭线这两条村里的主要道路，往东
走是杭州主城区，往西去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公
园、径山、山沟沟等环境优美的景区，无论是休
闲旅游还是出门购物，都非常方便。”

杭州利富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瓶窑开
发区内，紧邻104国道，董事长高忠华非常开心
地告诉记者：“路修好了，道路信号灯的规范设
置，增强了员工进出的安全系数，美丽的景观道
还让他们有了一处散步的好去处。其次，方便
了运输，我们公司每天都有小家电、智能设备等
很多货物，进出频繁。现在最开心的莫过于几
乎每天都要听到客户赞叹声——‘你们这的路
真的很美、很高大上！’我感觉很骄傲，这也在无
形中提升了公司、开发区乃至整个区域的形
象。”

“绿道上有人散步，休息区有人拍照，附近
居民觉得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这对于我们交
通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肯定。”区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感慨，这也是余杭区美丽公路建设
理念“升级”带来的效果——“美丽公路要宜行，
更要宜居，从以前的降噪、隔音、降尘等功能性
绿化，到如今体验式的变迁，提升了沿线百姓的
生活质量，体现了余杭交通在美丽公路审美上
的改变。”

不断克服多重困难
建设背后一路艰辛

蝶变背后，是数不清的艰辛和无尽的汗水。
“美丽公路”建设作为“美丽余杭”建设的骨架性工

程，加之良渚片恰逢良渚申遗阶段，项目从一开始就备
受关注，时间紧、任务重、标准要求高。

为全力配合良渚申遗，与遗址公园建设协同推进，
使广大市民有更好的美的体验，区交通运输局抽调系统
内精兵强将，专门组建“美丽公路”良渚片推进组，紧紧
依托“三大比拼”活动，制定任务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对
标销号。坚持“时间倒逼进度，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
从项目立项、方案设计、招投标和概算编制各个环节抓
起，4月完成招投标、方案研究等前期工作后，5月初立即
进场施工。在 7、8月高温天气不利于苗木种植的情况
下，重点开展绿道施工、堆坡造型、苗木采购等工作，9月
初立即着手大规模苗木种植，环环相扣，确保建设任务
责任到人，落到实处。尤其是进入8月份以后，区分管领
导多次利用休息日甚至晚上时间深入现场给予指导，推
进组更是细化计划到日，所有参与项目建设管理的人员
坚持“一线工作法”，基本放弃了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
每日一会商每日一总结，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排除影响
工程进度的一切因素，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
快工程施工进度。

在这一片“蝶变”的战场上，推进组的每一名同志都
是“战士”。

土生土长的良渚人、推进组工程前期负责人沈渊是
一名从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十余年的“老同志”，面对困
难和压力，他没有任何犹豫和推诿，毅然走上了这一片

“蝶变”的战场。
项目开始就面临很大挑战，由于工程紧贴良渚遗址

区及良渚街道城区，施工面开拓缓慢，土方消纳、运输审
批工作推进影响施工进度，沈渊积极沟通。在试验段的
施工过程中，为了给后续工程提供建设标准和技术参数
上的指导，他配合EPC总包单位实地勘察，一遍遍核对
调整，甚至做到了对整个试验段重要标高烂熟于心的地
步。

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为

之欢欣，但良渚片项目推进组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会后，沈渊将之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泡”在了工
地上。当遇到施工难题时，他会连续在现场跟进，确定
施工方案，解决工程问题，实时掌握施工情况和工程进
度。如此认真，换来的是对每一棵树、每一株苗、每一车
土、每个细节的严格把关，换来的是所有项目参建单位
的拼尽全力，是道路两侧一天一变样。“要给全国人民看
到最美的良渚。”沈渊憋着一口劲。

然而就在9月中旬，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时候，沈渊却
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病倒了。在医院时，他拖着虚弱的
身体坚持看完一条条现场信息，带着沙哑的声音坚持发
出一条条指令。在沈渊的带领下，项目组的其他成员也
都夜以继日、放弃休息、扑在一线，每天晚上召开碰头
会，对当天完成情况、存在问题、滞后原因进行总结分
析，科学安排第二天工作计划，及时清退不合格班组。

对于顾国强来说，沈渊病倒时也是他压力最大时
候，“那是距离十一黄金周仅有 2周的时候，项目大多数
区域的绿化还只是白地，我感到了无穷的压力，14天内
要完成几十万平方的绿化工作，谈何容易？但有时候不
逼一下自己，永远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潜力。当时，我从
业主变成了现场施工技术员，随着一条条指令下达、一
项项工作落实布置，白地渐渐变绿，路域环境也渐渐变
靓。工人不收工，我就不下班。可以说，最后阶段，是在
我逼着、赶着、焦虑着、冲刺着的同时慢慢完善起来的。”
如今回忆起来，顾国强感触颇深，不过他很是自豪：“作
为‘美丽公路’良渚片区的景观负责人，同一条公路，
2015年时为G20峰会服务，如今又为良诸文化服务。相
隔4年，感受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能把公路装扮一新，
呈现在世人面前，为‘美丽余杭’添上浓重的一笔，更觉
得自己是一名‘战士’，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付出终有收获，在推进组所有人员的努力下，最终
“美丽公路”良渚片在国庆节前顺利蝶变。如今，他们依
然奔波在工地上，用辛劳和汗水续写着他们和良渚的故
事。

多措并举建设“美丽公路”
美美与共接力文明传承

三区

东起 104 国
道 绕 城 良 渚 互
通，西至彭公互
通，全长16km。2
条绿道在道路两
侧一路贯通。绿
道上，神徽、玉
钺、玉鸟、良渚纹
样等元素在
路灯、侧石、
栏杆等道
路设施上
随处可见。

104国道·朝圣之路
美丽家园 触摸历史 点亮未来

■美丽家园（长连线至良渚互通段）

该路段长度为 7.5公里，是进入良渚遗址
公园主要道路。以原始文字、玉琮形象为主要
概念来源，通过对104国道沿线景观绿化整治
提升，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传承，推动中国
文化“金名片”走向世界，展现良渚文化与现实
交融的独特韵味和别样精彩。

■点亮未来（彭公互通至长连线段）
以现代园林手法，重点打造 104国道两侧的绿道绿化

空间，呼应良渚遗址公园，融入良渚文脉文化，以良渚寻踪，
良渚印象景墙，滨水栈道，朝圣之路小品，打造行走在 104
国道上的良渚文脉之绿道。

一带

“美丽公路”
良渚104国道南
侧、良渚遗址公
园对面“良渚探
源”雕塑

“美丽公路”
良渚104国道南
侧、良渚遗址公
园对面巨石阵

“美丽公路”104国道

104国道卞家港人行栈桥祥彭线南侧良渚港节点

路边绿道已成群众散步休闲好去处

104国道卞家港西侧104国道南侧良渚文化村上闸道节点

观山路（老长连线）与祥彭线丁字交叉口对面

绿化吊装现场 项目管理人员来不及吃饭，就在路边随便
应付一顿

争当“全域美丽”排头兵 推动城市管理再升级

诚如记者采访中有市民提到的“美丽公路”不仅是条景观路，更是条致富
路、幸福路。余杭交通人众志成城，以实干拼出精彩，用实绩向祖国深情告白，
守交通建设之初心，担交通强国之使命，为我区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为余杭全
力打造杭州接轨长三角的桥头堡提供坚强的交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