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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阙《将进酒》，千载奋发情。前不久，重庆市党政代表团造

访成都，和四川省多地签署多个川渝合作方案。西南之地，如今
正在隆起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2018 年地区生
产总值统计，成都超过 1 . 5 万亿元、重庆超过 2 万亿元，带动川
渝两省市共超过 6 万亿元，足以与世界排名第 18 位的国家
GDP数据比肩。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了中国向西向南开放的门
户、前沿。

穿行于锦江、长江、嘉陵江畔的摩天大楼中，能感受到蓬勃
向前的动力。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总裁、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
为，自身体量及辐射贵阳、西安、宜昌等周边板块的影响，成渝城
市群带动的西部经济中心动能堪比粤港澳大湾区。

谁能想到，70 余年前，成都和重庆还是被日寇飞机轰炸得
遍地疮痍、百姓以“鸡公车”、舟船和骡马运送物资的内陆封闭江
城？从封闭，到开放，“增长极”不会从天而降，谁打下了建设、开
放的第一锤？

是成渝铁路。
它，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是成渝城市群的第一根

“血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开天辟地的姿态，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西部连接世界的第一锤！

辛亥革命 因它而起

成都王先生送友人回重庆，他摸出手机，映入眼帘的是每天
101 趟高铁和动车车次，最快 1 小时 13 分抵达。送至高铁站两
人告别，王先生还没回到家，那边就打电话来：“我到了！”

两座万亿级规模的城市，如今被高速铁路连成了近邻。习惯了
舒适出行的人们，似乎觉得这就是天经地义，很少有人想其所来。

然而，当我们翻开历史长卷，却被那些艰难的词句所震
动———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
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眼前美景，脚下发颤，这就是天府之国的复杂心态。古蜀道
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道路之一，但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
安在？

直到 20世纪 30 年代初，从成都到重庆才建成一条杂石铺
成的泥巴路。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千年以降，交通仍然
主要靠舟楫、马帮。两岸猿声，声声凄厉……

从 19世纪末起，四川民间便有集资兴建川汉(成都至汉口)
铁路的意愿，尤其对成渝之间由铁路联结的愿望非常强烈。“火
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在民间悄然涌动。

1903 年，中国最早的省级铁路公司“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
成立。1911 年，清政府以“铁路收归国有”为名，侵占筑路股款，
又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英、美、法、德等列强。“内争路权、
外御国侮”，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促成辛亥革
命的爆发，将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埋葬。

“群众争修铁路潮，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
华革命先！”朱德同志 196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杂咏》对此赞叹。

1935 年国民政府决定修筑成渝铁路，1937 年 7 月，因抗日
战争爆发而停工。直至 1949 年，已用款总计折合大米约 13 亿
斤，仅完成全部工程量的 14%，一寸钢轨未铺。

彼时，成都人民公园内，晚清翰林、书法家赵熙等以楷、草、
行、隶分别题写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空对残阳夕照。

彼时，四川人民输捐纳款长达半个世纪的成渝铁路，仍连个
影子都没有。

一手拿镐 让子弹飞

历史没有再让人民等待，中国共产党不会再让人民等待。
大西南解放后，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等领导向中央提

出，谋划西南经济恢复与建设，首先要兴修成渝铁路。尽管新
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地仍全
力支持。1950 年，穿越巴蜀的成渝铁路开始动工。

1950 年 6 月 15 日，17 岁的小伙子孙贻荪接到了部队首长
的命令，来到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操场上黑压压地聚了很多
人，有人把他领到主席台前的前排，孙贻荪抬头一看，横幅上写
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

今年 87 岁的孙贻荪老人对此记忆犹新：“邓小平政委即兴
讲话，说成渝铁路不能不修，谁来修？派部队！当前部队征粮剿匪
任务重啊，把我们身边的警卫团通信团抽出来，再从军大里抽出
些学员，充实到战斗部队里，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筑路第
一纵队’，这个番号标志着我们军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

“我从二野军政大学毕业，就被派到军工筑路一纵队直属二团
当参谋。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全靠钢钎、二锤和自制的炸药。”

解放之初，工程施工还带有历史性的特点：一边施工，一边
剿匪。“最让部队烦恼的是不时有土匪前来骚扰，阻碍施工、袭击

民工、破坏工具。”孙贻荪说。
孙贻荪记得，1950 年的端午节，他和排长张云山带领一

个排的士兵在重庆泥壁沱修路，正干得汗流浃背，民工跑来报
告：“孙参谋，土匪来了，起码有上百号人！”孙贻荪马上下令停
止修路，调集火力压制土匪，10 分钟后将土匪打退。

电影《让子弹飞》中，片头土匪张麻子破坏铁路抢劫的一
幕，让人印象深刻。谁能想到，这样的战斗，竟然真实地发生在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建设中！

清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川尤盛，数十个大小军阀时和时
战，啸聚起遍地土匪。建设与治理，都同时面对极为混乱的状
态。这在世界筑路史上堪称特例。

成渝铁路的建设进程，和四川社会治理的进程并进。

十万军民 开山架桥

在成渝铁路平等车站附近，林洪荣老人说，小时候特别喜
欢去看铁路施工。

“那个时候刚解放，物资紧缺，工地上只有遇到比较难以
撬开的石头才会使用炸药，一听说要放炮，我就去看热闹！”林
老说，平等站当时是用火药炸掉了半座山才修建的。

“修路过程真的是太苦了，太难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
给自己家乡，自己国家修的路！”97 岁高龄的成渝铁路参与建
设者罗志云说。

铺路需要 129 万根枕木，四川各地群众积极采伐送往工
地。一些青年献出做新床的木料，一些群众献出了珍藏多年的
樟木楠木。孙贻荪记得，在朱杨溪铺轨时，正碰见一位留着胡
子的乡绅，把自己上好的寿材捐献出来，几根乌黑发亮的楠木
上绑着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工地。

现居内江的陈绍武，是参加成渝铁路建设的第一批民工。
因为学过打铁，1950 年，22 岁的陈绍武一报到就被送往九龙
坡站工地。做铁匠学徒后不久就当了小组长，陈绍武老人自豪
地说自己是“技术工”：“很多民工都是务农出身，不知道如何
挖土、填方、打炮眼，不仅工效低，而且屡出工伤事故。”

成渝铁路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土专家”。他们很快掌握了
建筑技术，在工作中不断总结挖土、填方、放炮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技术改进意见，提炼出很多有效的施工方法。

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化设备、条件极端艰苦、运力极为匮
乏的情况下，10 万军民经过两年的日夜奋战，全长 505 公里
的成渝铁路，于 1952 年 7 月 1 日正式通车。

这一天，成渝两地万人空巷。成都 30 余万民众汇聚在大
街小巷及火车站广场，欢庆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共产党万岁”
“40 年愿望实现了，鞭炮响连天。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万万
年”的口号响彻天空。从这一天起，乘火车在成渝间旅行，单边
旅行时间由一周缩短为当晚出行第二天晚上到达。

正是这一天，开启了新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

坚守成渝 燃尽青春

四川省内江市椑木镇外，沱江水一弯九折，钢铁长桥飞架
两岸，充满二十世纪的工业之美。历经岁月，钢桥屹立如新。

“我父子两代人都是桥梁工，负责对钢梁进行喷砂除锈、
喷漆、喷新，更换铆钉。”佩戴“内工段 012”号工牌的周小洪，
和这座成渝铁路桥打了两代人的交道。

“这桥建得真是结实，1981 年大洪水，抗洪官兵都给桥装
了炸药，以防万一。上游冲下一艘采砂船，撞上了 5 号桥墩，结
果只撞掉桥墩一点外皮。”

1952 年的 6 月 30 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剪彩仪式的前
一天，上海小伙子顾宝庆到达成都，担任成渝铁路公务列车的
车长。那一天是他和大西南结缘的日子。

今年 91 岁的顾宝庆，说着一口夹杂上海方言的重庆话。
他说，成渝铁路通车后急需管理者，铁道部从东北、华北、华东
各铁路局和高校调来人才，他们成为西南铁路第一代管理骨
干和技术人员。

当时 24 岁的他要离开上海奔赴西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
议。有亲戚劝：“你是不是一时冲动？”

“恰恰相反。”顾宝庆说。做出决定前，他仔细审视了自己
的经历——— 1947 年考入上海铁路局，上海解放后担任乘务
员、广播员。后来他又负责红绿灯信号，直至担任客运车长。

“如果水平低、能力差，我拿什么支援大西南？我向组织
上提出去支援，就是觉得能尽自己的力量。”顾宝庆说，在旧
社会，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普通青年，连考试机会都很难争
取，新中国给了他人生的转折。他要用所学去回报党的恩情。

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心中呐喊着“到国家最需要
的地方去，建设新中国”，穿越崇山峻岭，从此扎根。他们眼里，
这条铁路就是国家的号召，就是自己的价值。

工业建设 第一血管

成渝铁路建成后，又建成了宝成铁路，让四川盆地连入了
国家交通大动脉，让封闭的西南走向了开放。这是新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力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的热情。

它更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条血管，开启了新中国的
工业建设大幕。钢铁、技术、人才顺着铁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进入西南的险峻山间，实现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布局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全部轻工业和重
工业 70% 在沿海，只有 30% 在内地。铁路建设为完成现代工
业布局打牢基础。沿着铁路，除了成渝两个特大型城市外，崛
起了共和国科技城绵阳、重装之都德阳、钢铁之城攀枝花……
一个又一个争气故事，在大西南启蒙、孵化、成长：

———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
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 高铁每小时 300 公里速度，车轮和铁轨间只有不到
指尖大小的接触面积，如果钢轨出现头发丝直径的凸起，冲击
力会瞬间达到 7 吨！这一高铁基础难题被攀钢攻克，全国大约
一半的高铁钢轨、80% 的出口钢轨产自攀钢，表面误差被精
准控制在 0 . 2 毫米以内。

——— 2019 年 6 月 5 日，核聚变“人造太阳”核心部件交付
成功；6 月 25 日，国内首台 24 兆瓦每分钟 6000 转管线电机
研制成功；7 月 29 日，国内首台 F 级 50 兆瓦重型燃机原型机
装配成功……西南涌现了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基地，发
电设备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光阴如梭，成渝铁路的运力运能几经升级，已然见顶。在
它之后又建成了成遂渝铁路和成渝高铁，川渝正在联合申报
成渝高铁复线。作为西南铁路大家族的“老大哥”，成渝铁路真
的慢下来了。

然而，慢，不代表退出。“共和国第一铁路”仍在发挥重要作
用。重庆至内江 5612 次、5611 次，就是仍开行在成渝铁路上的
“绿皮小慢车”。短途几元钱，最贵不过 20来元，方便了沿途村民
出行，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基础交通作用。“老而不退”的老车体
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成为旅游扶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渝铁路 开放精神

成渝铁路，或许有一天，终将从我们眼前远去。
但成渝铁路的建设精神，它开启的经济版图，却已经成为

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新引擎。
从卫星端俯瞰，依靠成渝铁路“输血”而成长的成渝经济

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位。成都在电
子信息、汽车、食品饮料、冶金、机械制造等方面特色鲜明；重
庆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联
络点，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铁路自身跃迁，加速着经济体嬗变。2018 年开行的 6300
余列中欧班列中，从成都、重庆两地发出的班列占总数约
50%，成渝城市群的集货能力，跟随这条物流大通道快速走向
了世界。

2019 年 8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提出建设重庆、成都为起点的三条通路，共同形成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充分发挥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
领带动作用，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成渝铁
路代表的新中国铁路网及其形成的开放格局，正如同黄河之水
一样奔流入海。那些被内陆、山岭束缚的日子，终将一去不回。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助工业“洼地”隆起成新“增长极”
作为成渝城市群的第一根“血管”，成渝铁路打下西部连接世界第一锤

▲成渝铁路的建设者孙贻荪在讲述成渝铁路修建的故事。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运输服务能力连上台阶，人们出
行更加便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坚持交通运输先行理念，交通运输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人畅其行、货畅其流，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先行官作用。

交通面貌焕然一新

9 月 5 日，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开始转入运行试验阶段。

这意味着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距离正式开通进入倒计时阶段。

负责京雄城际铁路电气化施工的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技术
人员介绍，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全长约 34 公里，设置北京
大兴、大兴机场两座车站。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密集成网、
综合运输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的 70 年；是交通运输业不断深化
改革、向交通强国目标坚实迈进的 70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运输面貌十分落后。全国铁路总里
程仅 2 . 2 万公里。公路里程仅 8 . 1 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
路。民航航线里程 1 . 1 万公里，只有 12 条航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交通运输作为国
民经济的先导性领域，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逐步加大，取得阶段性成效。

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交通运输发展实现由
“总体缓解”向“基本适应”的阶段性转变，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我国也由“交通大国”逐步向“交通强国”迈进。

——— 铁路路网纵横延伸。到 2018 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
里程达到 13 . 2 万公里，较 1949 年增长 5 倍。

———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到 2018 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
达到 485 万公里，是 1949 年的 60 倍；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404
万公里，通硬化路乡镇和建制村分别达到 99 . 6% 和 99 . 5% ；
高速公路总里程 14 . 3 万公里，年均增长 25 . 8% 。

——— 民航面貌焕然一新。到 2018 年末，定期航班航线总
条数达 4945 条，是 1950 年的 412 . 1 倍；定期航班通航机场数
量由 1949 年的 36 个增至 2018 年的 233 个，初步形成以国际
枢纽机场为中心，区域枢纽机场为骨干，其他干、支线机场相
互配合的格局。

科技助推跨越式发展

日前，广州地铁 18 号线珠江工地现场，“铁兵 39 号”盾构
机巨大的刀盘开始缓缓启动，向前掘进。这台盾构机将在珠江
水下呈 S 型推进 1600 余米，这种长距离小半径水下穿越施工
在国内隧道施工中尚属首次。据中国铁建十四局项目负责人
陈阵介绍，在穿越珠江主航道时，由于无法进行地面沉降监

测，需要严密控制掘进参数，做好同步注浆加固，确保施工安
全。这种施工难度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大幅飞跃、施工工
艺迅速提高，以前修路架桥中靠“人海战术”“人拉肩扛”的景象
不在，记忆中时速只有三四十公里的绿皮车渐渐远去，中国路、
中国车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助推中国交通跨越式发展。

走进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生产车间，一列列崭新的“复
兴号”高速动车组如同巨龙般整齐排列，蓄势待发。这里聚集
着中国高铁的多个第一：

我国首列时速 200 至 25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设计时速 38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
列“复兴号”动车组……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化龙介绍，经过多年的探
索实践，中国高铁发展速度快、建设规模大、运输能力强，整体
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世界领先。目前，中国是世界
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运营动车组最多、商业运
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更安全可靠——— 中国高铁形成了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综
合检测、防灾减灾、应急救援为一体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确

保了高速列车的安全运行。

更绿色环保———“复兴号”动车组以时速 350 公里运行
时，人均百公里能耗仅为 3 . 64 度电，相当于小轿车的六分之
一，具有运量大、能耗低、排放少、污染小的优势。

更强运力——— 中国高铁采用高密度、公交化的开行方
式，极大方便了旅客出行。2008 年以来，中国高铁累计运送
旅客已超过 100 亿人次。

服务国民经济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
求”……这些都曾经是中国交通运输业状况的真实写照。交通运
输业发展的滞后，成为百姓出行的障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今，在京沪高铁上，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飞速掠
过。从北京出发，乘高铁半日内可到达全国 54 个城市。

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多元化交通工具，极大满足了
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需求，带动旅客和货物运输量大幅增长。

2018 年，全国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 179 亿人次，旅
客周转量 34218 亿人公里，是 1949 年的 128 . 5 倍和 220 . 8
倍，年均分别增长 7 . 3% 和 8 . 1% 。完成货运量 515 亿吨，货
物周转量 204686 亿吨公里，是 1949 年的 275 . 3 倍和 793 . 8
倍，年均分别增长 8 .5% 和 10 .2% 。

随着互联网发展，铁路客运互联网售票等信息化服务全
面普及，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出行方式方兴未艾，居民出行方式
更加多样。多式联运、无船承运、无车承运等货运组织形式快
速发展，货物运输及时性和延展性大幅提高，逐步形成便捷、
高效的货物运输服务体系。

(记者齐中熙、魏玉坤、樊曦)据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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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7 月 1 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
车，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在通车典礼上剪彩。

▲ 6 月 12 日拍摄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成渝铁路沱江大桥。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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