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神州速览神州速览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前段时间，很多人的微信朋
友圈被一张来自九寨沟地震灾区
的照片刷屏了——尘土飞扬的路
上，游客在撤离，一名身着迷彩
服的战士矫健地反向奔向险区。
有报道称，与这名战士同框的本
地客车司机也是几次折返，帮游客
找东西，“尽力减少游客的损失”。

灾难来临之时，迅速离开危
险境地是人的本能。然而，在人
们向远离灾难的方向奔逃的同
时，总有一些人迅速开启“非常
模式”。他们是参加救援的官兵，
是抢救伤者的医护人员，是第一
时间报道灾情的记者，是每一个
身负职责、明知危险却必须偏向
险中行的人。

不顾安危、冒险挺进，对他
们的境界和精神，再怎么褒扬也
不为过。但是，把他们的举动放
到其职业身份中去观察，就会发
现，“危难中的最美”并不陌生。
它其实就是他们所代表的职业、
群体的正常精神状态和做事原
则。正如照片中那位战士所言：
逆行只是忠于职守。

因为职责在身，在历次抗洪
抢险、地震救援、火灾扑救中，
我们总能看到人民子弟兵出生入
死、冲入险境的身影。因为职责
在身，接到指令，医护人员、媒
体记者总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没有什么犹豫。那个靠着灌木丛
睡着了的医生，是千千万万医务
工作者的缩影；那个在余震中一
边跑一边拍摄影像的“拼命记
者”，是千千万万新闻工作者的代
表。如果用心去搜集、整理，每
一次危难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
个最美的画面。往宏大了说，这
种美是崇高、伟岸；往细微了说，
这种美是对职业的坚守和忠诚。

特殊时间背景下，一个对逆
行者而言“再正常不过”的行动
被公众聚焦，似乎很稀缺。实际
上，这种忠诚和坚守本就是一种

“常态”，只不过很多时候被人们
忽视了。灾难发生后，普通人可
以迅速逃离，但是对身处特殊岗
位、肩负特殊职责的人，逆行而上就是必须为之。

越是危险，越显忠诚。在这里，这名战士不是
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一些公共场所，国家有
关部门为什么专门设置了“军人优先”“记者优先”

“教师优先”等优待窗口？对其忠诚和坚守的尊敬是
原因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时下有一些人对此表现
出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说怪话。危难过去后，莫
忘“最美的人”。我们可以穷尽最美好的词汇赞美照
片 所 定 格 的 “ 最 美 的
人”，更要把致敬的目光
投向他们背后的职业、
群体，多一份朴实和真
诚。

（据《光明日报》）

图为凯·马库斯·熊 （左） 在长跑途中。 杨艳敏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胡同告别“空中蛛网”】

东城区民旺南胡同紧邻北京北二环，东西走向。在
几百米长的胡同走一圈，记者发现这里立了二三十根各
式电线杆，甚至还存留着“古老”的木质电线杆。抬头
看去，粗细不一的各种架空线组成的“蜘蛛网”密密麻
麻，既不美观，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电话线、上网网线、有线电视线，什么都有，粗
略估计一下，怎么也得有六七十根线在脑袋顶上飘
着。”东城区“百街千巷”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涛
说，这条胡同的架空线还不是最严重的，自己曾经见过
一条胡同里，最多有150多条架空线飘在天上，涉及二
三十家不同的运营商。

“这是东城区第一条背街小巷架空线入地，也是全
北京市的第一条。”王涛介绍，之所以选择民旺南胡同
作为首条试点，主要是因为这条胡同相对较宽，车不
多，居民也不算多。后续将有六七十名施工人员同时在
胡同中加班加点进行施工作业。

“今年要完成 512 条胡同架空线入地。”王涛表示，
近期，北新桥、前门、崇外、东花市地区将有二三十条
胡同内架空线入地陆续动工。下一步，整个东城区的17
个街道将全面启动这一工程。

【“CT扫描”摸清地下情况】

“在架空线入地之前，先要对胡同进行一番‘CT扫

描’。”作为施工方，歌华有线工程公司总经理王刚介
绍，工人们要用仪器在胡同中进行物探，摸清地底下已
经铺设好的管道在什么位置。比如燃气管线在哪儿，电
力管线在哪儿，施工的时候，遇到有管线的地方，就要
小心翼翼地绕开。

可能很多人认为，架空线入地先要“拔掉”原来的
电线杆，再将通信、电力、路灯以及电车架空线入地。
其实，这个过程恰恰和人们想象的相反。

架空线入地的第一关，就是挖沟。王刚表示，然后
将提前备好的管道放入沟内，地上的光缆从半空中穿入

地下的管道里，然后再将土覆盖在管道上。随后，将胡
同道路路面恢复。最后，再将天上的架空线分段剪断，
将电线杆拔除。只有在建好一条同路径的地下电缆线路
之后，才对架空线路进行拆除，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减少
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此外，王刚表示，胡同中进行架空线入地，将尽量
不使用大型机械，完全靠人工挖掘，这样可以将施工噪
音降到最小。按照要求，胡同架空线入地的施工时间为
15至30天。

【三年整治“面子”“里子”】

主要干道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是城市的
“里子”。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架空线问题普遍
存在并日益凸显，成为城市环境整治提升中亟待解决
的重要课题。据了解，去年一年，仅东城区就接到反
映架空线下垂、架空线折断、线杆倾斜等案件共计
1000余件。

为了做好架空线入地工作，今年，北京市城市管理
委牵头对东、西城架空线数量和长度做了系统摸排，并
制定“三年行动方案”——《首都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及
规范梳理工作方案 （2017—2019 年）》，计划用三年时
间在北京市核心区完成架空线整治。

据北京市进行的架空线摸排结果显示，东西城主次
干路共有通信、电力、路灯、电车馈线架空线 143 条，
总长度为155公里。今年首先完成通信架空线的入地工
作，电力、路灯、电车馈线架空线完成相应任务量的
55%，其余任务明年完成。另外，在这 3年中，支路胡
同需要入地及规范梳理的架空线还有 2058 条、523 公
里，工程量较大。

此外，文保区施工还将考虑景观要求。北京核心区
的很多胡同都属于文保区，为了让改造后的电力设备与
周围环境更和谐，电力设备多放置在沿街的建筑物当
中，并对房屋进行专业修复，实现设备“隐形化”。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 。 夜 来 风 雨 声 ， 花 落 知 多
少。”8 岁多的郴州女孩李锦
茹，扎着马尾辫，带着甜美的
微笑，正站在湖南省郴州市謦
怡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邓小军
面前，背诵新学的古诗。

李锦茹的普通话说得很标
准，字正腔圆。没人能想到，8
年前，伴随她降生的，是一个
无声的世界。“我分娩后的第12
天，医生告诉我孩子因患上黄
疸，已听力缺失。这些年，我
看着孩子就难受，但家里没钱
给她治疗。”尽管李锦茹已经恢
复听力 5 年，现读小学一年级，
但回想起来，锦茹的母亲李艳
萍还是忍不住落泪。类似李艳
萍这样的贫困家庭，很难承担
这些聋儿的治疗费用。

郴州市作为湖南省唯一的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市，2010
年以来，扎实推进“启聪扶贫
计划”。“项目共争取到资金
3096万元，目前已为213名贫困
聋儿植入人工耳蜗，李锦茹幸
运地成为其中之一。”郴州市残
联理事长谭玉华介绍，郴州市
残联先后走访残疾人家庭 1460
户，建立救助档案，并对在册
的贫困聋儿进行检查，对符合
条件的对象实施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为贫困聋儿家庭提供约
20万元的治疗费用。

同时，郴州市兴建聋儿语
训部，可同时收训 60 人，新添

语训设备，增强康复人员的技术力量。据邓小
军介绍，聋儿语言康复训练是掌握语言、回归
社会的重要手段。为确保语训效果，残疾人康
复中心抓好“个训、集训、亲子同训”三个方
面，帮助贫困聋儿回归有声世界。

谭玉华表示，适龄贫困聋儿治疗成功后，
将可以和一般孩子一起入学和生活，在德、
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目前，郴州有128名
适龄聋儿接受了义务教育，回归主流社会。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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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女婿”跑步穿越古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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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中线缆住进“集体宿舍”
本报记者 赵鹏飞

CT扫描地下情况、管道铺设、

线缆入地、路面恢复……近日，北

京市东城区民旺南胡同全面启动架

空线入地工程，数十根空中线缆将

住进“集体宿舍”，这也是北京市

首条背街小巷架空线入地。今年，

东、西城核心区将有844条支路胡

同实现架空线归入地下。

图为工作人员在大栅栏商业区樱桃斜街的胡同深
处拆除电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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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启聪扶贫”活动现场。

在以数百公里计量距离的丝绸之路
沿线城市之间，来自德国的长跑爱好者
凯·马库斯·熊跑步从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
出发，历时 160天，于 8月 17日到达丝绸
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甘肃敦煌，玉门关、莫
高窟是他这一“疯狂计划”的途经之地。

凯·马库斯·熊于今年3月12日从德国
汉堡出发，计划用9个月的时间，沿古丝
绸之路路线，一直跑至中国上海。此次他
选择的长跑路线与古丝绸之路大致相同。
从德国出发，穿越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
斯，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最后抵达中国上海，全程大
约1.2万公里。

期间，凯·马库斯·熊的一位朋友开车
载着途中所需物品“陪跑”。

凯·马库斯·熊现年 44 岁，妻子是中
国湖北宜昌人。他在从事金融行业工作17
年后，改做体操、滑雪、游泳等体育项目
的教育工作。如今，他希望通过个人长跑
活动搭建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桥
梁”，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凯·马库斯·熊表示，他对中国乃至古
丝绸之路的兴趣是从很小时候读过的一本
书中建立起来的。中国这些年取得飞快的
发展速度，但西方世界还是存在一些偏见，
包括他身边的一些亲人朋友。作为“中国女
婿”，他希望通过这种挑战极限的“壮举”，
宣传中国，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真实模样。

“中国有很多好的、创新的产品，并
保留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值得西方人学
习，但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还没真正
了解到。”凯·马库斯·熊说，希望通过这
种挑战吸引全球更多人的关注。长跑期
间，凯·马库斯·熊还把长跑沿途的所见所
闻通过微信、微博及时向外发布，得到了
很多人的关注和帮助。

途中，凯·马库斯·熊和他的“陪跑”
在城镇及村庄停留、休息、补给，如果未
遇到城镇村庄，就在车中过夜。

目前，凯·马库斯·熊的长跑计划执行
顺利，他已经跑步 160 天近 9000 公里。8
月 18 日上午，他在玉门关下开展了长跑
活动。 （据中国新闻网）

日前，在三峡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许多游客来
到海拔近 2000米的云顶观看日出美景。大老岭国家森
林公园地处长江西陵峡北岸，是三峡地区首个国家级
森林公园，主峰天柱峰
海拔 2008 米，自古就有

“三峡云顶”的美称。由
于受大面积森林和高海
拔的影响，三峡大老岭
年均温 7.84 摄氏度，最
热月均温 18.56 摄氏度，
是绝佳的避暑地。

周星亮摄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