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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草原深处，原二二一厂爆轰
试验场旧址，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爆轰试验场又称靶场，位于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以西
10 公里处，1961 年建成，是专门用来
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
　　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常常响起轰
鸣的警报声和隆隆的炮声，为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远去的炮声，诉说着那一段隐秘
而光辉的历史。
　　“爆轰试验场，就是将其他分厂生
产的一些炸药原件，在这里进行验证和
校正，测试炸药的灵敏度、参数，还有冲
击波的参数等。”“两弹一星”理想信念
教育学院专职教师刘晓萌介绍道。
　　这是一栋钢筋混凝土梯形立方建
筑，顶部及两侧覆土植草，与周围草原
环境融为一体。
　　试验场背面钢板墙墙体，看上去

锈迹斑斑，上面分布着大小不一、高低
不同的观测孔。
　　当年，科研人员由内向外，架设着
不同测试目的的示波器、高速扫描照
相机、脉冲机和 X 光机等一些专业仪
器设备。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国珠，至
今保存着一段报废的没有任何影像的
胶片。
　　李国珠 1963 年来到爆轰试验场
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辈子只做
了一件事情，就是使用高速扫描照相
机观测爆轰试验。当时，他的压力非常
大，因为同事和战友在外面冒着生命
危险做试验，他用这个高速扫描照相
机每观测一次，就得取得最佳的效果、
最准确的数据。
　　报废胶片的背后，有李国珠老人
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参加第一次爆轰试验后，取出相
机内的胶卷去暗室冲洗，让他最担心

的事情发生了：整张胶片除了开头有
一个静止的图像，其余什么都没有！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经济基础
和科技实力都比较薄弱，这台每秒
250 万帧的超高速摄影机是从苏联进
口的。
　　李国珠开始了一段卧薪尝胆式的
自学，此后的千余次试验中，他再也没
有出现过一次失误。
　　 1964 年 6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1 冷爆试验在青海省西海镇的爆轰
试验场成功进行。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驻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科
技大军一次次向科学高峰进军的路
径，了解我国核事业从无到有、从发展
到壮大的伟大历程。”刘晓萌说。

（记者吕雪莉）
新华社西宁 5
月 10 日电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千多
年前，诗人李白的名句描述了入蜀之
路的崎岖艰难。一千多年后，一枚小小
的纪念章成为千年险阻化作千里通途
的历史见证。
　　宝成铁路是一条连接中国西北地
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动脉，是新中国
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
改变了“蜀道难”的局面，为西南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1952 年 7 月 1 日，宝成铁路在成
都破土动工向北修筑，1954 年 1 月北
端从宝鸡开始向南修筑，于 1956 年 7
月全线贯通。
　　记者近日在位于成都市的建川博
物馆里见到了一枚为纪念宝成铁路通
车而制作的纪念章。在金黄底色上，阳
光照耀在崇山峻岭上，一辆奔驰的列

车驶出隧道，
风驰电掣般驶
向远方。纪念

章下部有“宝成铁路通车纪念”几个
字，背面镌刻着制作时间：1956 年
7 月。
　　“这套文物不光有通车纪念章，还
有当年的报纸、画册、工作日记、表彰会
代表证、慰问锦旗，都是记录宝成线建
设的，它们的背后就是一个个宝成铁路
建设故事。”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
　　宝成铁路坡度大、隧道多，跨越秦
岭、巴山，工程相当艰巨。作家杜鹏程在

《夜走灵官峡》里写道：“最近这里工作
很紧张，到处都是冒着风雪劳动的人。
发电机、卷扬机、混凝土搅拌机和空气
压缩机的吼声，震荡山谷。点点昏黄的
火球，就是那无数的电灯。看不清天空
里蛛网似的电线；只见运材料的铁斗
子，顺着架在山腰里的高架索道，来回
运转。”据介绍，为了建设宝成铁路，曾
动用了中国新建铁路一半左右的劳动
力，以及五分之四的机械筑路力量。
　　 1958 年 1 月 1 日，宝成铁路正式

投入客货运营，北起陕西宝鸡，南至
四川成都，正线全长 668.2 公里，从
此蜀道变坦途。
　　宝成铁路的建成，对沿线工、农
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小
城市工矿企业和加工工业相继兴起，
一批骨干企业集中建成投用，各类货
物由公路运输改为主要用铁路运输。
　　 1975 年 7 月，宝成铁路电气化
工程全部建成，新中国第一条电气
化铁路诞生，拉开了中国铁路现代
化的序幕。2017 年 12 月，全长 658
公里的西成高铁正式通车，从西安
到成都的列车运行时长由 16 小时
缩短至 3 小时。
　　从手拉肩扛到机械施工，从蒸
汽车头到高铁银龙，从“蜀道难”到

“蜀道通”，小小纪念章见证着我国
铁路发展历程的艰辛，闪耀着我国
铁路建设的辉煌成就。
 （记者杨华、童芳）新华社成都电

倾 听 远 去 的 爆 轰 纪 念 章 里 看 变 迁

　　新华社贵阳 5 月 10 日电（记者齐
健）从遵义市区沿兰海高速一路向北，
不出一个小时便经过娄山关——— 红军
长征路上的雄关所在地。昔日马蹄声
碎，如今高桥深隧贯通，驾车如履平地。
　　从空中俯瞰，高速公路在遵义市区
周围画了一个圈，又划出一个大十字交
叉。遵义往北三个多小时，进入成渝经
济圈的腹地；往南两个小时到贵阳；往
西北可达仁怀的茅台镇和四渡赤水的
渡口；沿着杭瑞高速往东，会经过一红
一绿两座城——— 辣椒城和茶城。
　　“以前请外地客人吃遵义名小吃
闹过一个笑话，点了碗虾子羊肉粉，客
人问虾子在哪儿呢？他们不知道虾子
是指出产辣椒的虾子镇。”中国辣椒城
综合服务部部长陈仕军说，现在遵义
新蒲新区虾子镇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辣
椒集散中心，除了销售以虾子辣椒为
代表的贵州辣椒外，还销售来自新疆、
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辣椒
以及产自印度、缅甸、韩国、泰国等国
的辣椒。
　　辣椒城就在虾子收费站边，一端
通过杭瑞高速连着全国市场，另一端
通过农村公路连着田间地头。
　　 2018 年至 2020 年，辣椒城年均
成交近 30 万吨辣椒，3000 多名入驻
商户的辣椒经纪人活跃在全国各地，

最远到东北的哈尔滨。辣椒城所在的
新蒲新区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畅通
辣椒产销渠道，2020 年共种植辣椒
10 万亩，鲜椒产量 13 万吨，产值达
4.34 亿元。
　　依托“四好农村路”和交邮融合发
展，上门收货的收购商络绎不绝，遵义
的椒农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将辣椒销往

全国各地。
　　“现在不仅路修好了，家门口也有
快递物流点，再也不愁自家的辣椒烂
在地里了。”新蒲新区辣椒种植户张
莉说。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
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在曾经骑马重
走长征路的遵义市民罗建华眼中，因

为交通的大变革，今天的人们已经很
难完全体验长征的艰辛，就像今天的
贵州农民再也不用背着山货走几里地
赶集换回柴米油盐。
　　据遵义市交通运输局统计，“十三
五”期间，遵义一方面实现干线公路四
通八达，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里程 1403
公里，同比“十二五”增加 49%，“六纵

七横八联一环”的高速公路网基本
建成；另一方面在决战脱贫攻坚的
交通扶贫战场上，累计投入资金
161.85 亿元，实现建制村 100% 通
硬化路、100% 通客运和农村 30 户
以上村民组通硬化路。
　　以现代交通物流体系为基础，
遵义着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

地、建设黔川渝结合部中心城市。工业
园区接入高速公路干线，园区循环化、
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综合承载力明
显提升，全市已有 80% 的工业企业入
驻园区集聚发展。
　　除虾子镇的辣椒城、湄潭县的茶
城外，全市立足产业建镇，带动 125
个各类型特色小城镇建设发展。
　　目前辣椒城内有 25 家商贸企
业、8 家辣椒专业合作社、176 间大小
店铺，辣椒贸易不仅通过公路辐射全
国，有少量还通过航空发往国外。
　　“自 2018 年遵义朝天椒（干椒）
批发价格指数发布以来，辣椒城已先
后发布 4 支辣椒指数，我们的远景目
标是‘中国辣椒、遵义定价、买卖全
球’。”陈仕军说。
　　近年来，遵义主动对接并深入参
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航天航空产品、机电产品、手机等产品
出口海外。遵义综合保税区组建外经
贸综合服务中心，帮助生产性企业扩
大对接渠道，打通辣椒、茶叶等进出口
外贸业务通道，拓展境外市场。
　　“夯实改革发展的交通基础，遵义
交通一方面对外要‘承天接地、通江达
海、聚散快捷、绿色安全’，另一方面对
内要‘主城互融、县县快捷、镇镇相连、
村村相通’，并加大公路旅游服务功能
开发，助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遵义）
旅游带、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
遵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周权茂说。

这是贵州遵义至余庆高速公路湘江大桥（2020 年 12 月 3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沿着高速看中国

昔昔日日雄雄关关如如铁铁，，今今朝朝如如履履平平地地

  3 月 22 日，蒙达尔纪法中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
纪念馆馆长王培文准备打开纪念馆大门。    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新华社巴黎 5 月 10 日电（记者
唐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肖像照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很庄重，能感受到他们
内心强烈的情感。”
　　“中国勤工俭学生求学环境之艰
苦让我震惊。”
　　“如果回到 100 年前，我是赴法
勤工俭学生，我会积极学习、适应环
境，不忘风雨飘摇的祖国，随时准备报
效祖国。”
　　阳光明媚的 5 月，法国蒙达尔纪

（又译蒙塔日）森林中学和中国湖南浏
阳一中的高中生们你一言，我一语，通
过“云课堂”形式，探讨一段遥远而又
与他们相关的历史。
　　百年前，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远
渡重洋来到法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仅蒙达尔纪这座
距离巴黎 100 多公里的小城，就先后
有邓小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蔡畅
等 300 余人在此学习、工作。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法国？
他们的经历又给当代学生带来哪些触
动？在这堂特殊的历史课上，40 多名中
法高中生带着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森林中学的莱亚·佩雷拉说，周恩

来和邓小平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远离祖国，来到一个陌生国度
学习和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
救国出路。看着肖像照中他们庄重
的神情，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强
烈情感。”
　　弗拉维安·加瓦耶则对邓小平
在法国生活、工作条件之艰苦感到
吃惊。“他为了求学在工厂里做工，住
在木棚里，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小
时却只能挣 1 个法郎。他在恶劣的
条件下依然坚持学习，令我钦佩。”
　　浏阳一中的曾国祥说，蔡和森
的故事对他触动很大。蔡和森在法
国学习期间，经常在公园里边查字
典边看报纸自学，直至公园关门，公
园的一位管理员被他的刻苦打动，
主动当起了他的法文辅导教师。“蔡
和森这种对学习的追求和渴望、对
祖国的热爱和信念，都很打动我。”
　　浏阳一中的刘玥芗在观看了

《留法百年》纪录片后，对陈毅的经
历印象深刻。“他家境贫困，凭自身
努力获得公费赴法留学的资格，抱
着强国富民的理想，在艰苦条件下
努力学习。他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与
爱国热情，让人深受触动。”
　　随着讨论的深入，发言的学生
越来越多，讨论内容也从具体的人
和事，延伸到学习方法和思想认知
方面。浏阳一中的王紫嫣说，她从勤
工俭学的革命先辈身上学到了三件
事：首先是生存，要适应新环境；其
次是学习新思想，增长知识，提升自
身；最后是学习要与国情结合，学以
致用，报效祖国。
　　对于很多在蒙达尔纪长大的孩
子来说，这段历史比较陌生。本次

“云课堂”的发起人、森林中学中文
教师王培文表示，中国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是一段极为重要的人文遗
产，不应被遗忘。幸而如今在法国很
多汉语教师的推动下，这段历史已
成为法国高中中文国际班的必修科
目。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让中法学生对此进
行学习、研讨很有必要。

　　为了让两国学生尽快熟悉这段
历史，早在一个月前，身兼中国旅法
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馆长的王
培文就带领学生们在线“云参观”了
纪念馆。随后，教师们分别组织学生
观看《留法百年》纪录片，研读《我的
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关于邓小平在
蒙达尔纪生活和工作的部分。
　　学生恩佐·鲁奥说，他的父母之
前并不了解这段历史，他在学习后
和父母进行了交流。“他们很受触
动，感叹这些年轻的勤工俭学生和
我们生活的城市竟然有如此密切的
联系，中法友谊源远流长。”
   （参与记者：肖亚卓、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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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巴黎 5 月 10 日电（记者
陈晨）距离法国首都巴黎百余公里
的蒙达尔纪（又译蒙塔日），建筑古朴
美观，绿树鲜花环绕。这座典型的法
国小城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这里
承载了一段历史，更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红色印记。
　　 1919 年至 1920 年，大批中国
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 300 余人
在蒙达尔纪学习和工作。进步青年
们在这里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立志

“改造中国与世界”，形成了旅法共
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建立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时光走过百年，勤工俭
学运动已成为载入蒙达尔纪史册的

中国篇章。
　　当年，中国青年们远渡重洋来到
法国，再转火车抵达蒙达尔纪，开始他
们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岁月。在中国
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新华社记者专
程来到蒙达尔纪探寻当年中国勤工俭
学青年们的红色足迹。
　　在蒙达尔纪火车站旁，一个中法
双语指示牌格外醒目。2014 年，为纪
念在蒙达尔纪勤工俭学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该市将火车站前的广场命名
为“邓小平广场”。2019 年，为纪念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大型雕塑

《百年丰碑》在邓小平广场落成。
　　在蒙达尔纪市长伯努瓦·迪容的
办公室里陈列着一座按比例缩小的

《百年丰碑》雕塑模型。迪容对新华社
记者说：“它讲述了中国有识之士和有
志青年旅法求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
的历史。如今，它也成为蒙达尔纪与中
国之间友谊的见证。”
　　像邓小平广场上这样的指示牌在
蒙达尔纪有十余个，每一个指示牌都
毗邻一处遗迹，记载一段历史。距离火
车站约 1.5 公里的独吉公园也有一个
这样的指示牌，上面印有一张斑驳的
黑白合照，透过照片，一群风华正茂年
轻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场景仿佛
清晰映入眼帘。
　　 1920 年 7 月，蔡和森、向警予等
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独吉公园召开会
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并提
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张。
　　离开独吉公园，跨过一条小河，行
走约 200 米便可来到雷蒙特列街 15
号，这是一栋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老
建筑，曾是昔日中国勤工俭学青年学
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
所。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旅法勤工俭
学蒙达尔纪纪念馆。
　　时光荏苒，这座三层法式建筑仍
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定格住那段峥嵘
岁月。在馆内二层展示柜里陈列着两
份已经泛黄的文件，是邓小平当年在
法国的居留登记卡和工作档案卡。
　　 1920 年，年仅 16 岁的邓小平来
到法国勤工俭学。在蒙达尔纪，他经常

与其他中国青年交流，对世界和中国形
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促使他进一步探
索国家前途和个人出路，一步步走向马
克思主义，并最终实现了由一个爱国青
年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蒙达尔纪法中友好协会会长、中
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馆长
王培文说，当地人对华友好，对中国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段历史也有所了
解。成立纪念馆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
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交流的平台，
未来更好地把中国红色印记在当地传
承和发扬光大。
　　法国奥尔良大学学生、21 岁的巴
蒂斯特·迪萨尔姆是蒙达尔纪本地人，
目前在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
念馆实习工作。他说，一百年前中国青
年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历史让他印象深
刻，他很佩服“他们可以把在国外看到
的、学习到的带回中国”。
　　“我们希望，疫情过后，中国游客
能够重新来到蒙达尔纪。目前，百余名
蒙达尔纪年轻人正在努力学习中文，
希望日后他们也可以去美丽的中国，
带着同样创新的想法回到法国。”迪容
说。     （参与记者：肖亚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