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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惊艳世界的中国奇迹——大兴机
场凤凰展翅、嫦娥系列飞天揽月、港珠澳大
桥跨洋过海、南水北调千里奔流……一系列
大国工程向世界展现中国速度、中国高度、
中国跨度、中国温度。

这是坚韧拼搏的中国精神——从“中
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到“人民科学家”叶
培建，再到一生追逐大飞机梦的吴光
辉……一系列大国工程背后，无数建设者
成为新时代最美的奋斗者，凝聚起奋进中
国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一
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
以置信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战略谋划，一系列
惠及当下、着眼未来的重大工程拔地而
起，托举起亿万人民迈向美好生活的中国
梦，驱动中国巨轮信心满怀驶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

奇迹是干出来的——
一个个重大工程展示大国

风范，成为新时代的崭新标志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9 月 25 日上午，天安门正南 46 公里

处，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
金凤飞舞，逐梦蓝天。
世界首次高铁下穿机场航站楼、世界

最大的无结构缝一体化航站楼、世界集成
度最高的航站楼、国内首创的斜向跑道设
计……作为目前全球建设规模最大的新建
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难度世界少有。

“新机场不仅是首都的新地标，更承载
着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新动力源使
命，承载着人民对更加安全、便捷、绿色出行
的追求。”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冯正霖说。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高铁奔驰、
C919首飞、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党的
十八大以来，一批大国工程惊艳全球，汇
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一座座桥梁和隧道，重塑着中国经济
地理的新标志——

跨越云贵边界，2016年底开通的北盘
江大桥全长1341米，似一道彩虹横跨在峡
谷之上，桥面至江面距离565米，近200层
楼的高度标记着世界第一高桥的奇迹。

穿越巍巍秦岭，全长 658 公里、时速
250公里的西成铁路从2017年底开始行
驶在秦岭大巴山间，7座超10公里的特长
隧道，形成了长达126公里的超级隧道群，
在群山峻岭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蜀道”。

从杭州湾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
桥，到南京大胜关大桥，再到铁路、公路七
次穿越的秦岭隧道群……中国桥隧跨越
天险，书写着大国工程一个又一个传奇。

一条条公路和铁路，勾勒着中国经济
血脉的新版图——

茫茫荒漠之中，G7京新公路宛如黑色
巨龙一般，穿行而过；雪域高原上，正在修
建的拉林铁路，沿雅鲁藏布江伸向远方。

如今，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超过 14
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高铁里程达到 3
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
二。庞大而便捷的交通网络，迸发出中国
改革发展的惊人活力。

这背后，与戈壁冻土为伴，与沙尘风暴
为伍，与严寒高温同行，不断延长的公路、铁
路，成为建设者们奋斗与奉献的青春坐标。

“白天日光浴、晚上做沙疗，喝水百里
取、吃饭半两沙，电话跑着打、用电自己发，
要问图个啥、幸福你我他。”参与京新高速明
哈路段的建设者中，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

“在戈壁滩上，大部分人一干就是10
个月，孝敬不了老人，照顾不了家庭，经常
有人打着电话就哭了。”时任山东东方路
桥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吴清杰回忆说。

一个个港口和机场，铺就中国连通世
界的新航路——

今年7月20日凌晨，世界最大的“海
上巨无霸”集装箱船“地中海古尔松”轮驶
抵上海洋山港三期4泊位，再次刷新洋山
港超大型船舶的靠泊历史纪录。

至此，当今世界上已下水运营的 45
艘20000 标箱级超大型集装箱船已悉数
造访洋山深水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满足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需求，中国港口建设不断提速。
中国3.2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全球吞吐量
前十的超级大港就包揽七席。

此外，中国230多个民用机场，4900多
条航线，编织起世界第二大空中网络，2018
年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2.64亿人次。

从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到高达632
米的地标建筑上海中心大厦、见证中国能源
产业“自主崛起”的阳江核电站、白鹤滩水电
站……无数个中国符号、中国奇迹，交汇成
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奇迹是干出来的。大国工程背后，是
一个个最闪亮的奋斗故事——

在西南大山深处，南仁东为崇山峻岭
间的“中国天眼”燃尽了一生。2018年9月
25日，天上多了一颗“南仁东星”。

嫦娥四号落月的一刻，2019年1月3
日，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
走向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
两代“嫦娥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为了伶仃洋上起“巨龙”，港珠澳大桥
总设计师孟凡超耕耘浇筑15年搞自主创
新，硬是把外国人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

“中国能”。
为了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那惊人一

瞬，总设计师吴光辉十年磨一剑，钻进去、
忙起来，到了忘我的境界。

……
大国工程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跨

越，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
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
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个个重大工程贯彻新发

展理念，成为现代化建设的
关键支撑

一次跨越长江、两次跨越黄河、穿越
毛乌素沙漠……

9月28日，连接7省区、全长1813.5公
里的浩吉铁路（原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开
通运营，成为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
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

“浩吉铁路的开通，改变了过去我国
煤炭资源由西至东、再经海运江运才能抵
达华中的状况，是贯通南北建起的一条绿
色的能源大动脉。”中国铁建铁四院浩吉
铁路设计负责人艾厚文说。

一座座大桥盘活区域发展，一条条道
路践行绿色理念，一个个港口扬起开放之
帆……新时代的发展理念，融汇在一个个
大国工程的建设运营故事中。

—— 创 新 驱 动 先 行 ，支 撑 发 展 新
跨越。

2019年5月，设计时速600公里的高
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中国速度”
再次圈粉世界。

2017 年 9 月 21 日，“复兴号”以 350
公里时速在京沪线上正式开跑，树立了世
界高铁建设运营新标杆。

根据市场需求，中国研制了时速350
公里、250 公里、160 公里等不同速度等
级，长编、短编等不同编组方式，适应不同

环境需求的复兴号动车组系列产品，推动
中国动车组技术处于世界领跑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
长远和全局的战略制高点，一个个重大工
程成为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神威·太湖之光”浮点运算速度达到每
秒9.3亿亿次，使用的是拥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芯片；阳江核电站，打破长期以来少
数国家垄断，用上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神经
中枢”；白鹤滩水电站，将装上我国在建装机
容量最大的水轮机……

C919 大型客机带动 22 个省市、200
多家企业、近 20 万人参与项目研制和生
产，形成潜力巨大的民用航空产业链；中
国高铁的研发至少拉动30万家零部件企
业的发展……此外，还有“中国天眼”
FAST、探月工程的研制，更铸就了大国
重器和大国形象。

中国奇迹，源自奋斗拼搏，源于开拓创
新。每一个重大工程的创新突破，折射出创新
理念在中国日益昂扬，创新活力不断迸发。

——追求绿色梦想，打造中国经济新
动能。

一江清水送来绿色希望。到今年12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将满五年。

迄今，该工程已累计向北方供水268
亿立方米，保证了“从丹江口到家门口，从
中线源头到水龙头”的水质安全，提高了
受水地区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通过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沉睡的河流

恢复了往日生机，黄淮海平原地下水快速
下降得到遏制。工程坚持先节水后调水、
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
后”原则，妥善处理跨流域调水与节水、治
污及环保的关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以来，
沿线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在保障水安
全、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配置水
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水
利厅党组成员刘文平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个重大工程建
设，始终贯穿绿色发展理念，向着绿色梦
想不懈奋斗。

白鹤滩水电站从前期筹建到建设中，
都在积极探索提供绿色能源和保护绿色
生态的“双绿”之路；

西秦岭隧道采用钻爆法和硬岩掘进
机相结合施工，既保证施工质量、进度、安
全，还能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污染和影响。

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
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着力
建设生态文明。

——以人民为中心，织就保障亿万群
众生活的幸福网。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受益于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河南、河

北、北京、天津四省市5300多万人喝上长
江水，500多万人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

受益于西电东送工程，西部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为东部经济腾飞提供急
需的能源，点亮万家灯火。

崇山峻岭竖起巍巍铁塔，悬崖深涧架

起悬索大桥，茫茫戈壁建成光伏电站……
一个个重大工程，传递着民生温度，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一个个重大工程凝聚中国

力量，共创迈向复兴的光明未来

金秋九月，西藏林芝。伴随挖掘机的
阵阵轰鸣，拉林铁路令达拿隧道顺利贯
通。又一座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隧道成功
贯通，标志着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再次取
得阶段性突破。

几千公里外，山东东营。C919第四架
试飞，在检查航电系统状况中“画”出一幅

“月饼”图。中国国产大飞机，离正式冲上
云霄又迈出坚实一步。

大山深处，贵州平塘。“中国天眼”
FAST，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向全球天文学
家开放，即将开启高灵敏度观测的新时代。

……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
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性符

号，重大工程在国家科技创新、产业调整、
服务贸易等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大指引
与牵引作用。

实现一系列重大工程的新突破，必将
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
的制胜法宝。

面向未来，世界从重大工程中读取到一
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

一桥飞架伶仃洋，万顷碧波展通途。
还有不到1个月，全长55公里的港珠

澳大桥将迎来开通一周年。
这座世界上总体跨度最大的跨海大

桥，东连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门，是继三峡
工程、青藏铁路之后，我国又一个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
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
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
一流的民族志气。”2018年10月23日，大
桥开通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句
句铿锵，直抵人心。

面向未来，重大工程让世界感受到更
多由大到强的中国智慧——

今年初，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
月球背面的预选区域着陆，并传回了世界
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报道说，通过
此次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中国用事实说话，
证实了在航天领域的技术能力。

嫦娥五号预计今年年底前发射；2020
年，发射首颗火星探测器；面向2030年，部
署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等重要项目……
一张张重大工程时间表，传递出中国创新向
尖端迈进的决心。

《华尔街日报》曾评论：中国“智造”的
结晶，犹如一张张名片，让中国重新找到
了全球发展中的坐标，也让世界重新定位
了经济版图中的崭新中国。

面向未来，重大工程将汇聚起复兴路
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

2020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
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
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但在全面小康征程上，我们更加清醒
认识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没有改变，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
中低端，是我国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需要更加艰辛更加扎实的奋
斗；需要更多人投入未来的重大工程建
设，共同驶向梦想的前方。

长江出海口，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无
人驾驶车辆忙碌穿梭、巨型桥吊昼夜不
停……来自长江沿线腹地的货物从这里被
运送至欧洲、美洲、西非，甚至更远，见证中
国与世界交融激荡的速度、深度和广度。

从中国高铁到中国桥梁，从大飞机梦
到航天梦……梦想汇聚奋斗伟力，绽放时代
芳华，一幅迈向复兴的壮丽画卷正在铺展。

文/新华社记者 韩 洁 齐中熙
刘羊旸 刘红霞 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铺 展 迈 向 复 兴 的 新 画 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工程建设巡礼

本报北京9月28日讯 记者齐慧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8日，
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
的重载铁路——浩勒报吉至吉安铁路（即
原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开通运营，中国
铁路版图新增一条纵贯南北的能源运输
大通道。

浩吉铁路全长 1813.5 公里，北起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浩勒报吉南站，
途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
南、江西七省区，终到京九铁路吉安站，
设计时速120公里，规划年运输能力2亿
吨以上。

据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浩吉铁路项目
部常务副经理钟享华介绍，浩吉铁路一次
跨越长江、两次跨越黄河，由北向南先后
穿越毛乌素沙漠、陕北黄土高原、吕梁山
脉、中条山脉、秦岭山脉、江汉平原、洞庭
湖平原和赣西丘陵等地域，地质条件十分
复杂。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集中攻关、不断
创新，满足了重载铁路对线路建设的高标
准要求。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在江西新余
市突破复杂地质隧道施工、中铁二十局集
团在陕西延安市突破黄土软岩施工都实
现了重大技术突破。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浩吉铁路建设过程中，共创
新施工工法 119 项，取得专利 165 项，荣
获科技奖 60 项，科研立项 85 项；研发使
用世界首台大断面异形土压平衡盾构机，
在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大桥、洞庭湖特大
桥上创新应用多项桥梁技术，彰显了我国
铁路建设自主创新综合实力。

据铁四院岳吉段设计总体负责人孔
德华介绍，浩吉铁路同步建成集疏运项目
21 个。开通运营后，可以衔接沿线各地
的多条煤炭集疏运线路，并实现铁水联运
功能。比如与京九铁路吉安站接轨，实现
了浩吉铁路在赣南、赣中地区至煤炭消耗
区的短直顺畅运输。

浩吉铁路运用智能综合调度、智能
牵引供电、基础设施智能运维、融合北
斗的工务基础设施监测、智能大脑平
台、综合安全大数据等多项技术，标志
着我国货运铁路综合智能化关键技术
取得新突破。

我国新增一条纵贯南北的能源运输大通道

世界最长重载铁路浩吉铁路开通

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宫
本雄二一直关注中国的发
展，他近来在多个电视讨论
节目中发表了对香港问题
的看法。日前，记者就香港
问题专访了宫本雄二。

宫本雄二说，关于香
港问题，首先要重新认识原
点。他认为，香港问题的原
点，首先是中国为了国家、
民族的统一必须收回香
港。因此，香港作为中国的
一部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
抱，这是20世纪末中国最
大的政治、外交成果。但同
时香港又具有特殊的政治、
经济地位。香港的和平发
展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
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利益。
所以才有了“一国两制”这
一伟大构想和方针。

他表示，现在大家需
要重新认识这一原点。香
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
一前提下，中国继续加强
对香港的管治无可非议。
但同时，也需要充分理解
香港的特殊地位，其特点
之一是经济完全自由开
放，很多外国企业通过香
港这一平台开展对中国大
陆投资。因此，香港保持
这一特点符合中国利益，
也符合世界利益。

宫本雄二认为，在可
预测的将来，中国将继续坚
持改革开放政策。从此意
义上看，香港地位的重要性
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香港与世界的关系代表了中国
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国实施的“一国两制”，是不断提
高香港国际地位，促进香港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担保和
重要推动力。大部分已经适应“一国两制”的香港人希望
这一政策和环境能够持续。与香港经济关系密切的国际
资本也希望香港稳定。

宫本雄二说，年轻人应充分学习香港问题的原点，
就能理解“一国两制”的伟大智慧。这种重新认识也是
对香港年轻人的再教育。香港年轻人必须认识到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己也是中国人，从而确认自己的位
置，寻找与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此，需要中国大陆与香
港深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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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清晨，一列货物列车从浩吉
铁路的起点浩勒报吉南站驶出。

唐振江摄（新华社发）

“中国天眼”全景（8月2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
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
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
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
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
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
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
10 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
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
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
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
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
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
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
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

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
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
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

“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
成就。 （新华社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
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越过“地球的
伤疤”——东非大裂谷，全长1860.5公里。这条贯通东
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
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
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
领导人向世界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刘少奇
和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修
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毛泽东对尼雷尔
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
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
铁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与中国
商定了修建坦赞铁路的相关事宜。同年9月5日，中
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
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
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并派专家
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

1968年5月，中国派出勘探人员在极端恶劣的自
然环境中开始进行全线勘测设计。坦赞铁路于1975
年10月试办运营，1976年5月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
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路
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 非 友 谊 的 丰 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