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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脱贫攻坚，交通先行”……这些口
号妇孺皆知、耳熟能详。2014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农村公路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强调：“在一些贫困地区，
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
大门。”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日前，笔者跟随交通运输部“小康路·交通情”重大主
题宣传采访团的脚步，实地走访了青海、贵州、云南三个西
部省份的交通建设情况。

有了路，就不怕娶不到媳妇
“卡阳”，藏语的意思是“干净、神圣”的地方，采访行程

的第一站，便是这个神圣而美丽的村庄。
大巴驶出西宁市区，视野逐渐开阔起来。9月的青藏高

原天蓝而高远，山上的绿色植被还没有褪去，太阳明晃晃
地耀眼，大巴车上反复播放着“坐上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美
丽的格桑花……”正在昏昏欲睡之时，同行的记者突然发
出阵阵惊呼，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路边真的布满了格
桑花！

卡阳村位于青海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镇西南部高山
林区，平均海拔2520米到2780米左右，拥有大面积原始森
林，以及藏传佛教寺院羊巴林寺，风景秀美。过去，由于被
大山围困，交通不便加上信息闭塞，卡阳村多年来一直未
能摘掉贫困的帽子，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然而，下车后的一番景象，完全不像走进了传说中的“贫
困村”，更像是走进了一个风景度假区——宽敞的乡间小路，
沿途时而小桥流水，时而泉水叮咚，远处高山上飘扬的经幡与
近处草地上斑斓的格桑花遥相呼应，群峰环绕间，秋光满眼。

行至村口，宣传栏上几张红艳艳的照片引起了笔者的
注意：几对新郎、新娘穿着崭新的服装、胸前戴着大红花，
脸上洋溢着喜悦。在他们身后的墙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大
字：“卡阳村盛开爱情花”。

“娶媳妇在我们农村可是大事，能说明很多问题呐！”
湟中县副县长王锋堂向笔者介绍道，“以前村里还是泥路
土房的时候，年轻小伙子带姑娘回来，不管家庭条件如何，
人家一看我们村破破烂烂，有的头也不回就跑掉了。现在
你看，我们村比城里都美，姑娘一来就想安家落户啦！”

“去年一年，卡阳村就迎来了20多个新媳妇！”王锋堂
的自豪溢于言表。

在农村，新媳妇的到来意味着安居乐业，还预示着即
将到来的新生机。如今的卡阳，每个年轻人脸上都洋溢着
对家乡的自豪，以及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

卡阳村命运的巨变发生在两年前的 2015年。这一年，
湟中县决定修建一条拦隆口镇尼麻隆至卡阳村的公路，并
且将这条路定性为了旅游公路，试图将卡阳村的“绿水青
山”变成旅游景点。

2016年3月公路修通后，景区只用一年就建起来了，随
之而起的还有遍布公路两边的农家乐、种养殖合作社、劳
务输出队、农机化专业生产队和各种旅游服务点。

“原来一到年初，年轻人一批一批地出去，现在看家乡建
得这么美，又一批一批全回来了！附近村的人还要来我们这儿
打工呐！”在外打工两年回到家乡的杨睿脸上洋溢着质朴的喜
悦，他开的乡村旅舍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盈利3万元。

据了解，在这条乡村旅游扶贫专用公路带动下，卡阳
村已于 2016 年年底实现全面脱贫、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1040元。如今的卡阳景区已经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
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基地，“绿水青山”变成了名副其实
的“金山银山”！

悬在江上的县城把玫瑰卖出大山
而修路对于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带动作用，曾超乎一

个市长的想象。
金江奔涌，云上乌蒙，云南省昭通市是“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节点，集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地
震灾区、民族地区、移民库区为一体，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居住着 24 个民族 600 多万人，是云南贫困面最大的州
市，也是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修路难、修路贵是一方面，花大价钱修好了路运什
么？”在下定决心修路之前，财政并不宽裕的昭通市委副书
记、市长郭大进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

然而开始修路后，昭通的区位优势立即得到极大释
放，一条全长55.32公里的大包山一级公路，就带动了昭通
市 5 个贫困县区整体脱贫出
列。

“交通一通，一通百通。交
通不通，一切成空！”回顾修路
给昭通带来的巨变，郭大进由
衷感叹道。

除了高速“主动脉”，作为
“毛细血管”的通村公路建设
也不容忽视。

汽车在乌蒙群山中勇往
直前，沿途景随路移，河流欢

歌。突然，大巴车停了下来，150度大转弯，开始往路边的山
壁上开。原来，在树木掩映中，如此陡峭的山壁上竟有一条
通往群山深处的通村公路。

从这条公路，可以看出大山人民对路的渴望与倚赖
——通村公路本身不宽，仅供一辆大巴通过。路的左侧是
山，右侧就波涛拍岸的江水，江的对岸还是山。为了挨着公
路，路左侧陡峭的山壁上建满了房屋，陆上空间用完了怎
么办？住到江上去！于是，成千上万根石柱又撑起了绵延数
千米的住宅。

这是一半居民都悬在江上的县城啊！笔者看得心惊肉
跳，而小城却人声鼎沸，路边一派井然祥和的生活图景与
居民脸上洋溢的幸福笑脸，又让我渐渐心安下来。这是昭
通市盐津县，陶翁笔下的桃花源也莫过于此。

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路，就是小城的生命线。“穷山里
面系玉带，群众看到了致富路”这句话已经在盐津县人民
口中广为传颂。

一路畅通百业兴，在通村公路更深处的牛寨乡，大学
生创业基地、玫瑰园、QQ农场，形成了集观光、旅游、休闲、
采摘为一体的玫瑰经济产业链。

“路通了，游客进来了，我们的玫瑰出去了。”玫瑰庄园
负责人谢良金激动地说。他的千亩玫瑰园每年可以卖出各
种玫瑰产品 100 吨，2016 年产值达 200 万元。今年“五一”，
玫瑰庄园举办的玫瑰节吸引了附近城市 5万多名游客，让
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一度热闹非凡。

“不让一个贫困地区因交通问题而掉队！”交通运输
部公路局副巡视员杨国峰向笔者说道。据他介绍，十八大
以来至去年底，我国已修建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6 亿至 7
亿农民“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已经实现。

用桥梁和隧道架起“高速平原”
修成一条公路、带动一片

产 业 、致 富 一 方 百 姓 。早 在
2016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张文才就曾公开表示。“要想
富，先修路，中国的这句老话
已经在世界各国都成为名言，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验。”

除了“中国经验”，中国公
路桥梁建设的速度与质量也
让世界惊叹。

“不是夜郎真自大，只因无

路去中原”这是经济学家厉以宁2009年来贵州时发出的感
叹。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在短短不到十年间，
贵州用桥梁和隧道架起了一座“高速平原”，使贵州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世界桥梁博物馆”。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桥面离水面高差 565
米，相当于 200层楼高。从高处望向大桥，云雾缭绕中的红
色桥体宛如一条红色飘带，连接起黔川滇三省交界最后一
个高速公路断点。

世界最大跨径钢桁梁斜拉桥——鸭池河大桥，横跨贵
阳、黔西两岸，创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国内第一，世界第六的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坝陵
河大桥，是沪瑞国道主干线上跨越坝陵河大峡谷的第一座
特大型桥梁。

亚洲最长单跨钢桁梁悬索桥——清水河大桥，被贵州
人自豪地称为“贵州第一跨”……

“贵州所有的桥梁隧道手拉手，可以从贵阳到北京
哩！”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宣教中心主任李黔刚自豪地说道：

“我们的计划是，到2020年，我们的桥梁隧道手拉手要从这
里到北京再回来！”

北盘江大桥总工程师、中国桥梁专家周平，从事桥梁建
设已经有30个年头。站在亲自设计的北盘江大桥上，他向笔
者讲起了最让他自豪的一件事：“大桥还在规划阶段的时
候，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开会，美国同行听说我们要在这样的
地质条件上修建如此高难度的大桥，纷纷表示这是不可能
的。可是最后，桥不但建成了，落成还非常快，他们纷纷来观
摩学习，英国媒体还进行了报道。现在，美国建桥也会找中
国帮忙，因为我们投资少！建桥快！他们羡慕中国速度！”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大桥走出国门的案例已有不少，
中国桥梁建设者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谈及中国桥梁走
向世界，周平自信地表示：“如果说中国高铁是我国‘走出
去’的闪亮名片，那么中国桥梁一定会向中国高铁那样，
成为另一张闪亮的名片！”

采访归来，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大路歌》的歌
词不断在脑海中回放：

“路是一部历史，书写着人类的曲折与辉煌；
路是一段追求，记载着人类的梦想与希望；
路是一次抉择，蕴含着人类的睿智与胆略；
路是一缕诉说，倾就着人类的艰辛与欢畅。”

“交通腾飞方能经济腾飞，交通通畅方能事事通畅。”
一座座桥梁正在中国西部大山中延展，中国经济的血脉正
在因这些桥梁的贯通而变得更加通畅！

（题图为世界第一高桥贵州北盘江大桥）

“真是太方便了！”谈到中国的公交车，
德国小伙姆米不禁对笔者竖起了大拇指。
他到中国之后，惊喜地发现工作园区居然
开通了公交车。原来这 811 路是山东青岛

“真情巴士”公司为中德生态园专设的路
线，解决了员工“最后1公里”的出行难题。

近年来，在中国，智慧、绿色、有特色的
公交正成为民生工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折射出了温暖的民生情怀。

智能公交APP成了“千里眼”

早上7点半，寒风带着海边的潮气，一
股股袭来。近日家住青岛市嘉陵江路沅江
小区的薛先生裹紧外套，快步走向公交站。
像是事先知道似的，刚走到站牌下，公交车
就到了。一开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这车
来得可不是巧合哦！”薛先生满意地笑了，

带着笔者从容不迫地上了车。
“以前到了冬天，要在北风里够着脖子

等好一阵子，可真不好受！”谈到之前的等
车经历，薛先生皱着眉头说，“现在，这款

‘真情巴士 e 行’手机 APP 可是我的‘千里
眼’，看一眼就知道车还有多久到站。掐准
时间出门，再也不用在车站吹风了！”

谈话间，只见一个外国人上车后，把手
机对准扫码器，伴随着“扫码成功”的声音，
支付瞬间完成。笔者上前询问，才知道这是
从瑞典来青岛旅游的奥拉。“中国公交的扫
码乘车真先进！”奥拉说。

不只青岛有“真情巴士 e 行”，安徽蚌

埠也推出了“坐公交”，还有江苏淮安的“城
客 e 家”……公交 APP 俨然成为百姓智能
出行的得力助手。

纯电动公交消灭了“黑尾巴”

“我和公交打交道都 23 年了，现在最
高兴的就是能开这纯电动车，真是又稳又
环保。”说起眼前这辆纯电动公交，今年 41
岁的杨苗苗不由得喜笑颜开。

1994年，18岁的杨苗苗成为安徽省蚌
埠市的一名公交驾驶员。从汽油、柴油、液
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到如今

的纯电动公交车，对于这些年公交的发展
变化，她最有发言权。

“以前的车一脚油门下去，‘呼’地一声
就会冒出‘黑尾巴’。车况还不好，刚开几天
车就坏了。现在是车辆新，站牌新，什么都
焕然一新。前两天还有一位俄罗斯姑娘说
咱们中国的公交又舒服又环保呢！”杨苗苗
难掩兴奋之情。

目前，纯电动公交正在逐步代替传统
公交。截止到 2016 年底，全国新能源公交
车总量达 16.46 万辆，占比达 27%。预计到
2020年达30万辆，其中绝大部分为纯电动
公交车。

公交服务有了“私人定制”

冬日里的一天，早上不到5点，青岛西
海岸新区龙泉王家站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大
爷大妈挑着担、挎着篮、排着队，依次乘坐公
交车。驾乘人员帮着把一筐筐新鲜的蔬菜、
瓜果有序地摆满车厢过道。伴着驾驶员一声

“各位坐稳扶好了啊，咱们出发喽！”公交车
缓缓起步。2015年4月，青岛“真情巴士”公
司菜农专线开通。“以前坐车，我们货物多，
坐车不方便。现在有了菜农专线，不用和大
家抢了！”74岁的韩大妈笑着说。

无独有偶，北京顺义骏马客运公司近日推
出了一批特色定制的“微循环”公交。来自波兰
的阿加塔住在北京顺义，她说：“以前每次去超
市，拎得东西很多很重，总是力不从心。现在，公
交车都能开到家门口了，出门方便多了。”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我们汇聚杭州，承载着各国人民的厚望和期待我们汇聚杭州，承载着各国人民的厚望和期待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美誉，湖光山色、

人文美景俯拾皆是。西湖十景或近观、或远
眺，引人无限遐思，流连忘返。联通这些美景
的是一座座历史悠久、造型优美的桥，本届峰
会会标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此。

二十国集团就宛若一座桥，让大家从四面
八方走到了一起。这是一座友谊之桥，通过这
里我们把友谊的种子播向全球，增进互信、互
爱，让彼此的距离不再遥远；这是一座合作之
桥，通过这里我们共商大计、加强协调、深化
合作、谋求共赢；这是一座未来之桥，通过这
里我们同命运、共患难，携手前行，共同迎接
更加美好的明天。

杭州与在座各位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400多年前，158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

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说法，据说这是首个记录、传播这句话
的西方人。

也是400年前，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就同杭
州开始了丝绸贸易。

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
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
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
园。

90 多年前，1924 年 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
先生游览了西湖，特别喜欢并写下了不少诗，
其中一首写得很好：“山站在那，高入云中，水

在他的脚下，随风飘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
他高傲地不动。”他还表示想在西湖边买个小
屋，住上几天。

20多年前，1992年10月，南非前总统曼德
拉先生来到杭州，游览了西湖后表示：“愿意在
这里住上一辈子”。

此时此刻，我们汇聚杭州，承载着各国人
民的厚望和期待。

——摘自习近平在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所有嘉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
话 （2016年9月4日。根据央视视频整理）

背景资料:
杭州：简称“杭”，浙江省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浙江省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三角宁杭生态经济带节点城

市，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之一。截至2017年，杭州下

辖10个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16596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为918.8万人。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

曾是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杭

州 人 文 古 迹 众 多 ，西 湖

及其周边有大量的自然

及 人 文 景 观 遗 迹 。其 中

主要代表性的独特文化

有西湖文化、良渚文化、

丝绸文化、茶文化，以及

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传

说。

一年娶进一年娶进2020个新媳妇的青海省卡阳村个新媳妇的青海省卡阳村、、把玫瑰卖出大山的云南把玫瑰卖出大山的云南
省盐津县省盐津县、、用隧道和桥梁在大山中建起用隧道和桥梁在大山中建起““高速平原高速平原””的贵州省……的贵州省……
西部大山中的一条条公路宛如当空起舞的象征着希望的红色飘带西部大山中的一条条公路宛如当空起舞的象征着希望的红色飘带，，
所及之处所及之处，，无不让当地百姓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无不让当地百姓看到了脱贫的希望，，叩开了致富的大叩开了致富的大
门门。。请看中国交通扶贫故事请看中国交通扶贫故事。。

让老外点赞的城市公交
李诗涵 吴宇轩 许泽然

让老外点赞的城市公交
李诗涵 吴宇轩 许泽然

西部大山里的红飘带
严 冰 钱 鑫

西部大山里的红飘带西部大山里的红飘带
严严 冰冰 钱钱 鑫鑫

悬在江上的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