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三 5

新华社记者周圆、樊曦

　　 70 年前，新中国动用 4 万多峰骆驼向西藏
运输物资，平均行进 1 公里，就要消耗 12 具“沙
漠之舟”。
　　如今，一条钢铁“天路”绵延千里，列车一日
便达，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苍茫雪域，巍峨昆仑，见证了世界铁路建设
史上的奇迹。青藏铁路，催生出“挑战极限，勇创
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
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铁路建设者
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
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爱国奉献，挑战极限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20 世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
书中如是写道。
　　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断言———
　　 1958 年 9 月，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
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始大规模勘测。但经
历缓建、停工、复建，直到 1984 年西格段才建成
通车。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实力等多方
面因素，格拉段只能停建。
　　“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五道梁，难
见爹和娘；上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当地民谣
道出青藏铁路沿线生存环境的险恶。
　　一组组数字，记载着悲壮与残酷，诠释着何
为“生命禁区”：1953 年修建青藏公路时，平均
每修 1 公里就有 1 人牺牲；1985 年公路改建
时，一个工程部门在三个月里，仅止痛片就用掉
13 万片；海拔高于 4000 米的线路超过 960 公
里，极端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
　　 2001 年 6 月 29 日，经过多轮论证，青藏铁
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工程正式开工。十万筑路大
军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迅速集结，高擎“筑国
脉、架金桥、扬国威、促团结”的旗帜，坚定地迈
向“生命禁区”。
　　施工到底有多难？
　　时任中铁一局青藏铁路铺架队队长李建国
回忆，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地段铺架，工人们穿
着两层毛衣毛裤，再套上带羊毛的皮衣、皮裤都
不顶用；工地上修机器，四五分钟就得换人，卸
不了两个螺丝，人就冻得不能动弹。
　　氧气瓶与钢轨、道钉、枕木一道，成为施工
现场最为常见的物件。工人们常常背着 5 公斤
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氧，缓一缓再
接着干。在海拔 4600 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
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 12 万瓶氧气。
　　“艰苦不怕吃苦，风暴强意志更强，缺氧不
缺精神，海拔高追求更高！”铁路建设者以惊人
的毅力和勇气，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挑战着
生命的极限。
　　五易寒暑，一排排钢轨向雪域高原深处延
伸———
　　 2006 年 7 月 2 日零时 31 分，拉萨火车站
内，从格尔木出发的“青 1”次首趟进藏列车缓

缓驶入站台。中国向世界宣告：铁路修到了
拉萨！
　　“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
况下铺铁轨？这条铁路是中国‘敢为’精神的最
佳例证。”英国《卫报》写道。

攻坚克难，勇创一流

　 随着清脆的爆炸声响过，眼前的情景让不
少施工人员惊讶：风火山隧道炸出的不是土石，
几乎全是冰碴子。
　　风火山隧道全长 1338 米，轨面海拔约
4900 米，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这样
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

　　“高原冻土施工关键在控制温度。温度低
了，混凝土无法凝固；温度高了，围岩又会遇
热融化，造成洞壁滑塌。”时任风火山隧道掘
进队队长任少强说。
　　在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直接应用的情
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建设者自力更生、自
主创新，创造性地研制了两台大型隧道空调
机组，将隧道施工温度精准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保证了掘进需要。
　　浅埋冻土隧道进洞、冰岩光爆、冻土防水
隔热…… 20 多项世界性高原冻土施工难题
相继被攻克，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在风
火山建成，打破了国外专家“青藏铁路过不了
风火山”的预言。

　　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世
界性工程难题当前，这是一场与恶劣环境的
斗争、与技术瓶颈的较量，更是一场精神的
淬炼。
　　——— 战高寒。铁路沿线平均不到 10 公里
就有一座医院，工人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得
到有效治疗；在风火山，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大
型高原制氧站，填补了世界高海拔制氧技术的
空白……十万大军、五年征战，无一人因高原
病死亡。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说：“这是中国
在高原病防治方面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
　　——— 斗冻土。铁路沿线连续多年冻土区
达 550 公里。“掌握冻土技术是青藏铁路工程
的关键。”时任青藏铁路总设计师李金城介绍

说，建设者们反复实验，掌握了铁路沿线多年
冻土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确立一套以“主动
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为技术思想的冻
土工程中国模式。
　　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旅客列车运行
时速达 100 公里，创造了冻土铁路运行时速
的世界纪录，其所创新的冻土成套工程技术，
被认为是中国铁路对 21 世纪世界工程建设
领域的重要贡献。
　　——— 护生态。为了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
生态环境，环保工程投资约 15 亿元；科研人
员开展“高原冻土区植被恢复与再造”研究，
使铁路用地上的植物试种成活率超 70％，比
自然成活率高一倍多；全线建立了 33 个野生
动物通道；为了给藏羚羊让道，工程曾两度停
工…… 2008 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工程获得

“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
　　一流的勘察设计、一流的施工技术、一流
的工程质量、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水
平……青藏铁路以众多的“一流”绘就了世界
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建设大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科学的态度，
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实现了建设世
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中国铁道学会理事
长卢春房说。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一条“天路”联通雪域内外，一种精神贯
穿过去与未来。
　　在世界铁路最高处——— 唐古拉地区，养
护工人于本蕃自格拉段开通运营以来坚守于
此，在“走路都费劲”的环境中，他每天至少走
10 公里检查作业。十几年如一日，一丝不苟
地呵护着每一寸钢轨。“努力成为一枚不惧风
雪的铺路石。”于本蕃说。
　　点亮信号机、扳动道岔，为列车指引前行
的方向。作为西藏第一代藏族铁路职工，普桑
已经守护“天路”信号设备 15 载。“青藏铁路
造福着我的家乡，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人，是
我一生的荣耀。”普桑说。
　　挂头、启动、控速、停车，手比眼看、呼唤
应答、途中瞭望。每次出乘，列车司机许宝平
都力求让每一个细节无懈可击。十几年来，他
早已成为同事们眼中的“标准化作业指导
书”。“苦是真苦，但能在青藏铁路上开火车，
一切坚守就变得很有意义。”许宝平说。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一代代铁路建设者
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之志，开启雪域高原发
展的崭新篇章。
　　 2020 年 11 月 8 日，川藏铁路雅安至林
芝段开工建设，又一条钢铁“天路”将通向雪
域高原。新建正线长度 1011 公里，30 公里以
上隧道有 6 座，超过 100 米的高桥有 9 座，修
建难度之大世所罕见。
　　“90 后”小伙赵卫星参与了川藏铁路拉
林段藏木特大桥修建，下一步即将转战川藏
铁路雅林段。“老一辈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们，让我们更有信心、有决心为高原铁路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他说。
　　亘古高原，璀璨星斗，再一次见证着铁路
建设者们奋进的步伐。新时代、新征程，他们必
将续写新的传奇。新华社北京11月 30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郑明达）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报告会 11 月 30 日上午在中央外办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作宣讲报告。
　　杨洁篪从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历
史意义，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重要要求等五个方面，紧密结合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演变趋势，着眼履行职责
使命做好新时代外交外事工作，对六中全会精
神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
　　中央外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
纪检监察组全体同志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
报告会。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十七指导组同
志应邀参加。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30
日在全国政协机关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党 组 副 书 记 张 庆 黎 作 宣 讲
报告。
　　张庆黎围绕充分认识六中全会的重要意
义、准确把握《决议》的核心要义、贯彻落实好
全会精神等进行系统宣讲和阐释。他指出，

“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
义。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扎实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充分发挥人民
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统一
战线组织的优势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
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员、驻会副秘书长，各
专委会负责同志和机关党员干部等约 400 人
参加报告会。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30 日电（记者赵鸿
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
讲团 30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讲。中央宣讲
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守宏作
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黄守宏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紧密
联系河北实际，从深刻认识召开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制定决议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决
议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显著特点，深刻认识
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
就、历史性变革和“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
验，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使命担当，从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七个方面进

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报告系统权
威、内涵丰富、重点突出、生动鲜活。
　　 30 日下午，黄守宏来到石家庄市正定
县塔元庄村，与基层干部、农村党员代表、村
民面对面交流互动。
　　新华社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沈汝
发）29 日下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江苏省南京
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娄勤俭作宣讲报告。宣
讲报告会采用视频会议形式，江苏省主、分会
场共 1.4 万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娄勤俭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报告
阐述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重大意义，阐明了党中央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集中阐释
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阐
明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贯穿始终的鲜
明主线；重点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阐明了“两
个确立”“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
求；系统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
历史经验，阐明了赶考精神、自我革命是我
们党走向未来、开创新局的关键所在。报告
还联系江苏实际，用听众身边的案例，增强
宣讲效果。
　　 30 日上午，娄勤俭深入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渡江胜利纪念馆，与青年师生代表和基
层干部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互动式宣讲。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在中央外办全国政协机关和河北江苏宣讲

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
青藏铁路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清漳河水
绕太行，六中全
会我来讲，永葆
初心为人民，百年奋斗铸辉煌……”近
日，在河北省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
令部旧址，清脆的快板声响起，吸引了
各地游客。
　　“这是我们为宣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门编排的快板剧，很受
游客欢迎。”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
馆副馆长王翔翥说。
　　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八路军一
二九师曾在此驻扎，是著名革命老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涉县积极挖掘红
色文化资源，开展革命历史宣传教育。
　　在涉县红色记忆小镇，创作编排
了器乐合奏《烽火太行》、情景剧《太行
女杰》《太行山上》等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文艺节目，并推出“传承一二九师
精神，体验抗战生活”“当一次八路军，
做一回老区人”等主题体验活动，让游
客亲身参与，感受难忘岁月。
　　这是河北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培育党员干部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的一个缩影。
　　河北拥有革命圣地西柏坡、八路
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晋察冀边区
政府旧址等红色资源，涌现出了李大
钊、狼牙山五壮士等一大批革命先驱
和英雄人物。各地积极利用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打造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全省推
出建党先驱、抗日烽火、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砥砺赶考行、筑梦新时代等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红色文化线路，使红色
旅游景点成为讲述党史的生动课堂。
　　西柏坡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说，今

年以来，纪念馆
举办了《红色土
地 ， 英 雄 河

北——— 河北革命史联展》等精品展览，
编排了“圣地党旗红，百年正青春———
庆祝建党 100 周年西柏坡情景讲述
剧”，推出了西柏坡精神大讲堂，引导党
员干部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
　　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组建了“老
英雄宣讲团”“小小红色讲解团”等队
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六进”宣讲，并
组织开展“重走一段革命路程，讲述一
个英雄故事，共唱一首革命歌曲，认识
一段红色历史”活动，使党史学习从讲
堂延伸到现场。
　　记者从河北省委宣传部了解到，河
北组织举办了多场“红色故事报告会”，
精心筛选出李大钊、戎冠秀、董存瑞、赵
博生等 21 位英模，由本人或其亲属、
战友、事迹精神研究者进行讲述。
　　地道战时期的小民兵、现年 94
岁高龄的李恒彪，追忆了冉庄军民顽
强抵抗侵略、英勇保卫家园的峥嵘岁
月，再现了他拉响手雷、打突击战的细
节；李大钊的后人与观众分享了李大
钊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河北省委党校
教授丁万明介绍了李大钊的重要思想
和历史贡献……
　　“红色故事报告会”综合运用声光
电特效、AI 技术还原场景、短视频播
放、老图片展示、情景表演、诗歌朗诵、
歌舞演绎等手段，让观众获得沉浸式
体验，心灵受到震撼和洗礼。
　　一些地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积极
利用网上展馆、网上课堂、微信公众号等
网络平台，开展“指尖上的宣教”，打造红
色数字家园，生动传播红色文化，观众足

不出户就能学习革命历史，受到教育熏陶。
  （记者齐雷杰）新华社石家庄11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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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20 世纪 50 年代拍摄的勘测青藏线的资料照片。
  下图：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从格尔木出发的“青
1”次列车经过海拔 4767 米的昆仑山口（新华社记者侯德强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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