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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地

　　新华社长沙 12 月 6 日电（记者刘紫
凌、张格、史卫燕）2013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指引和方略。
　　八年过去，在圆满交出脱贫攻坚答卷
后，大湘西地区迎来了贯穿当地的张吉怀
高铁。12 月 6 日，这条北起张家界市、经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接怀化市的高铁
线路正式运营。
　　从被崇山峻岭包围的贫瘠之地，到拥
有立体交通网络的希望之地，精准扶贫首
倡地的发展正是中国贫困地区从努力摆脱
贫穷到迈向乡村振兴的缩影。

回得去的家乡，看得到的未来

　　 1934 年，沈从文从北平出发，回乡看
望病重的母亲。一路颠簸，乘坐火车、汽车、
船只、轿子……辗转大半个月后，才抵达家
乡湘西凤凰县。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曾是湘西发展
的一大痛点。为改善交通、打开山门，新中
国成立后，湘西不断推进交通建设，陆续修
建公路、铁路、桥梁……
　　 2013 年 11 月 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位于吉首市的矮寨特大悬索桥视察。
了解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年来交通
条件变化很大，特别是乡村道路网已基本形
成，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指出，贫困地区
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
要，这方面要加大力度，继续支持。
　　 2021 年 12 月 6 日，张吉怀高铁正式
开通。从此，乘坐高铁从北京到凤凰最快只
需约 8 小时，上海、深圳、南宁等城市也能
在高铁的串联下直接“牵手”大湘西地区。
　　天堑变通途，大湘西地区的交通格局
呈现出新景象。
　　夜幕降临，湘西永顺县芙蓉镇的土家
吊脚楼被霓虹灯点亮。迷人夜色中，土生土
长的湘西人钟飞忆起湘西的交通变迁。
　　“湘西的游子能切身感受到旅途长短
的变化。”钟飞还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
她从永顺到长沙读书时，中途需要住一晚。

“晚上睡觉时，我得把学费藏在枕头下。”她
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开通，长沙和
湘西间的时空距离不断缩短。
　　“现在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了高铁。
高铁不仅走进湘西，更是走进了我心里。”
钟飞成立旅游公司，回家乡开发旅游资源，
一年需往返长沙、湘西两地 50 余次。“我
每天盼着高铁早日开通，希望能更好地为
建设家乡贡献力量。”钟飞说。
　　张吉怀高铁开通后，长沙与芙蓉镇之
间的通行时间缩短至 2 小时。钟飞对芙蓉
镇旅游项目的开发也更有信心：“2 小时的
距离，带来的是‘同城感’，我相信高铁能为
大湘西地区吸引更多人才。”
　　“最初听到要通高铁时，我还有些难以
置信。”芙蓉镇民宿店主田少中说，他要带
82 岁的外婆去体验乘坐高铁。“外婆这辈
子都没有离开过湘西，我想带她坐高铁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张家界车务段麻阳西站的助理站长付
榕此前在湖北咸丰的车站工作。“作为麻阳
人，当得知家乡就要迎来高铁时，我迫不及
待地申请调回来。”付榕说，从走出大山到
回归大山，她见证家乡不断迎来远方的客
人和回乡的游子。

我的乡愁，你的“诗和远方”

　　在湘西古丈县，茶，被当地群众称为

“生命之源”———“小孩子出生后不久，古丈
的母亲们便会用茶水轻轻擦拭孩子的眼
睛。”古丈县茶叶局局长刘洁琼介绍，古丈
县现有生态茶园 19 万亩，茶不仅承载着丰
厚的历史底蕴，更成了当地人的情感寄托。
　　在古丈，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广为
传唱。借着这首歌，古丈人民唱出了希望推
动当地茶叶走出大山的心声。目前，古丈县
约 70% 的农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茶产
业，80% 的农业收入来自茶叶，90% 的村
寨种植茶叶。
　　“茶，不仅带领古丈人民实现了脱贫，
还将是推动古丈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刘
洁琼说，高铁开通后，将推动茶产业规模进
一步提升。
　　“一方面，人流物流的进一步畅通，能
让古丈茶走向更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各地
的消费者也能更便捷地到古丈来品尝茶
叶，农旅、文旅将进一步融合，为乡村振兴
注入蓬勃动力。”她说。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茶在云中、人在
画中”，这是如今古丈的真实写照。临近年
底，茶农们仍在茶园里忙碌着——— 除草、施
肥、防治病虫害，期盼来年能有更好更多的
春茶，以招待远方的客人。
　　不仅是古丈茶，凤凰猕猴桃、麻阳冰糖
橙、湘西腊肉等众多湘西特产，今后都将更
便利地“坐上”高铁、走进千家万户。
　　除了“走出去”，武陵山区的人们也盼
望着，自己的乡愁，能成为别人便于抵达的

“诗和远方”。张吉怀高铁，被视作一条“精
品旅游线”——— 武陵源、天门山、芙蓉镇、猛
洞 河、矮 寨 大 桥、德 夯 大 峡 谷、凤 凰 古
城……多个世界级、国字号文旅品牌被串

联起来，大湘西的旅游业迎来新机遇。
　　青山抱古城，沱江绕城过。夜幕降临，
凤凰古城四周山峦逐渐融入夜色，沱江水
倒映着沿岸吊脚楼的霓虹灯光。今年凤凰
古城旅游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夜经济让这座令沈从文
魂牵梦萦的小城更加璀璨。
　　近日，凤凰磁浮文旅项目全线试跑。这
条磁浮旅游专线将与张吉怀高铁“无缝对
接”，连接起凤凰高铁站和凤凰古城，方便
各地游客抵达景区。
　　“高铁的开通对受疫情影响的旅游行
业是雪中送炭。”凤凰古城内的民宿老板黄
黎说，此前很多游客匆匆前来，又匆匆离
开。“高铁和磁浮将大幅缩短游客的交通换
乘时间，吸引游客在凤凰停留更长时间。”
　　“高铁是希望，也是动力。”凤凰县文旅
广电局副局长谢深洪说，他们将不断完善
旅游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积极迎接高铁
旅游时代的到来。

  守得住的绿水青山，换得来

的金山银山

　　起伏的群山、江边的吊脚楼、土家织锦
“西兰卡普”、苗族刺绣……自然之美和人
文之美交相辉映，映照出大湘西悠远丰富
的民族人文历史珍宝。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工作人员张
刘俊说，大湘西风光秀美、一步一景，为保
护张吉怀高铁沿线涉及的 16 处各等级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地、风景名
胜区等环境敏感点，工程人员颇费苦心。
　　在跨越酉水湘西段翘嘴鲌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段设计中，桥梁“无害化穿
越”的方案最终被敲定——— 为了避免将桥
梁墩台设置在保护区及周边山坡上，酉水
大桥最终采用 292 米非对称上承式钢管
混凝土拱桥，飞越酉水河谷，减少对自然山
体和鱼类的影响。
　　酉水大桥这一张吉怀高铁全线的重点、
难点和控制性工程，让张刘俊十分自豪。他
介绍：“酉水大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最大
高差非对称上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在十八洞村，美丽的苗族姑娘施林娇
通过网络直播，展示十八洞村的风景、美
食、民俗、建筑、苗绣，讲述十八洞村脱贫奔
小康的故事，帮助乡亲们直播卖货。
　　张吉怀高铁开通后，湖南怀化将成为
湖南省继长沙之后，第二个拥有两条设计
时速 350 公里高铁的城市。
　　张吉怀高铁的开通是我国交通助力偏
远山区乡村振兴的缩影。我国已建成全球
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到 2020 年底，高铁营
业里程达到 3.79 万公里。线路全长 245 公
里的张吉怀高铁开通后，湖南的高铁里程
超过 2200 公里。
　　铁路部门介绍，张吉怀高铁衔接黔常
铁路、沪昆高铁等铁路干线，不仅可以改善
沿线地区对外交通条件，给大湘西发展插
上腾飞的翅膀，而且对于促进中西部区域
发展、消除南北干线运输瓶颈都具有重要
意义。
　　“有了高铁，乡亲们的特产卖到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可以做到‘当日达’，
家乡和外面的世界更近了，相信明天我们
的日子将更加红火！”施林娇充满期待
地说。

精准扶贫首倡地的“诗和远方”
写在张吉怀高铁开通之际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田晓航）自今年 8 月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以来，我
国多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已有北京、四川、江西
等 20 余个省份完成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口计生条例修改，
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生育支
持措施成为亮点。
　　记者梳理各省份修改后的
人口计生条例发现，在假期保障
方面，各地主要措施包括增设育
儿假、延长产假、婚假，以及增加
陪产假、护理假等。
　　例如，育儿假方面，四川、浙
江等地的条例规定，3 岁以下婴
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计 10
天的育儿假。一些省份支持力度
更大，例如，安徽省的条例规定，
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
妻各十天育儿假。
　　产假、陪产假等方面，山西
省的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
和本省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奖励
延长产假六十日，男方享受护理
假十五日；北京市的条例规定，
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六十日，
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
　　在生育登记服务等方面，一些省份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
例明确出台支持生育的规定。例如，江西省的条例明确实行生
育登记服务制度；江苏省的条例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
期间，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
补偿。
　　“对于生育成本要有合理分担机制，政府应发挥主导
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
庄说，在完善产假等生育假期制度的同时，放心便捷的托
育服务、家庭育儿津贴、企业税费减免等相关配套措施要
及时跟上，各级政府应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有所作为，积极
投资于人口、家庭、生育领域，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多措并
举，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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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佳高铁突破高寒正式开通运营
　　新华社哈尔滨 12 月 6 日电（记者王
君宝、孙晓宇）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12 月 6 日，中国最东端
高铁——— 牡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牡佳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是沈阳
至佳木斯高速铁路组成部分，线路南起牡
丹江市，经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终
至佳木斯市，全长 372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设七座客运车站，牡丹江至佳木斯最
快约 2 小时 10 分钟可达。
　　牡佳高铁全线地处高寒地区，冻胀、雪
害多发，建设者攻克低温环境混凝土施工
质量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新建桥梁 173
座、隧道 34 座。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牡佳高铁
项目总工程师牛永平介绍，牡佳高铁是中
国目前最“抗冻”的高铁，建设者全面总结
了之前高纬度严寒地区高速铁路防寒的设
计建造经验，通过选用耐寒电力信号设备、

安装道岔融雪系统等措施，确保高寒地区
列车的行车安全。
　　此次牡佳高铁配备的动车组，能够
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环境下运行，铁路
部门对车体结构、电气系统、制动系统、
给水卫生、门窗设备、转向架等进行了十
几项改造，使得动车组能适应低温风雪
等天气。
　　此外，针对动车转向部位的自动融
冰除雪设备，采用低压温水喷扫方式，提
高清冰雪作业效率；自然灾害及异物监
测系统可以帮助动车在风雪中感知温
度、风力等数值，沿线监测站也可判断风
速 、积 雪 厚 度 等 ，必 要 时 动 车 可 自 动
降速。
　　牡佳高铁开通初期每日将安排开行动
车组列车 18 对，对促进沿线资源型城市
转型升级、助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上接 4 版）这一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落地，为全国探路示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 40 条首批授权事项加速推进；浦
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亮相”；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速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
形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更高起点上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探路。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合作竞争
新优势———
　　“发车！”
　　 12 月 3 日下午，随着中老两国元首通过视频下达指
令，连接昆明和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这一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将有力推动中老
合作、惠及两国人民。
　　 11 月召开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为继续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一年来，从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到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从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到
第 130 届广交会……一个个国际经贸盛宴不断升温，见证
中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生动实践，也为受疫情扰动的
世界经济注入暖意。
　　 2021 年，跑出新一轮对外开放加速度的中国，绘出一
幅高水平开放新画卷。
　　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设天津、上海、海南、重庆
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深度参与绿
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即将正式生效……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从“世界工
厂”到“世界市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踏上新征
程的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重塑合作竞争新优势，在为
自身赢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与世界共享机遇。
　　距离 2022 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前，我国经济
仍然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还
要闯关夺隘。把握时代大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深
化改革开放上下更大功夫，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上下更多
功夫，高质量发展的前景更加光明。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苏州枫桥：沉浸式监督为民解忧

  沉浸式监督，即以直插基层、直奔现场、紧盯关键的方
式发挥监督职能，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江苏省苏州高新
区枫桥街道纪工委善用、巧用基层廉勤监督平台，探索沉浸
式监督新路径，集民意、听民声、解民忧，促监督职能转化为
为民服务动能。
  “清水园小区道路狭窄，应急救援车无法通行，一旦发
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近日，枫津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廉勤
监督平台收到居民求助，社区纪委书记第一时间联系物业、
业委会，专题研究，协调资源，制定道路改造计划，并安排廉
勤监督员入户征询意见，鼓励群众了解、参与、监督道路改
造全过程。在居民、社区、物业、业委会通力协作下，“生命通
道”畅通了，人居环境改善了。
  近期，白马涧社区廉勤监督平台收到居民反映：杨木桥
新苑 18 幢电瓶车“上楼”充电现象时有发生。廉勤监督员
向社区党委通报情况后，社区党委多次走访调研，结合实际
情况形成小区电梯内爱心座椅安装工程决议，并对立项、招
标、验收进行全程监督。居民杨某说，爱心座椅不仅保障了
居住安全，还提高了老年人乘坐电梯的便利度和舒适度，是
暖心的实事工程。
  枫桥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说，把基层问题化解在基层，关
键要从基层汇聚监督力量。“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沉浸式监督
能力，筑牢监督网络，通过监督及时发现并有效破解基层难
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本报记者刘巍巍）

  进行运行试验的牡佳高铁列车（12 月 2 日摄）。
新华社发（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上图：这是 12 月 2 日在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拍摄的张吉怀
高铁矮寨特大悬索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陈振海摄

  右图：12 月 6 日，工作人员身着苗
族服饰在首趟正式运营的张吉怀高铁列
车上为乘客服务。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张吉怀高铁北起张家界市，经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接怀化市，线路全
长 24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初期运
营时速 300 公里，全线设有张家界西、芙
蓉镇、古丈西、吉首东、凤凰古城、麻阳
西、怀化南 7 座客运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