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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翻看青藏铁路修

建时的照片，告诉自己，只要不放弃，总会有

办法。可以说，青藏铁路成为我的精神支柱，

支撑着我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2001 年，我加入中铁十四局三公司，主

动报名参加了青藏铁路建设，一直坚持到

2005年完成现场交工验收和竣工资料验收。

刚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我真正见识了

“六月飞雪”的场景，远处的昆仑山玉珠峰上

飘着白雪，融化的雪水流淌在三岔河中。我

在冰冷的河水中拿着铁锹进行围堰施工，虽

然穿着雨靴，脚还是冻得抽筋。

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缺氧、干燥、风

沙一直困扰着我们。一位年轻学员看到乒乓

球台，兴奋地拿起球拍就打，几分钟后就头痛

欲裂，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我暴露在衣服

外面的皮肤皲裂、一层层掉皮，尤其是嘴唇持

续干裂流血，留下一道明显的口子。这些都

是青藏铁路对我的锤炼。

地处河谷的三岔河最大风力可达八级，

每天醒来，帐篷里、被子上、脸上都是沙子，洗

把脸，拍拍土，没有一个人退缩，拿起工具又

走向现场。我们只想青藏铁路早日完工。

在青藏铁路的历练，为我的成长打下基

础。项目后期，人员陆续调离。我作为技术

员，白天盯现场施工，晚上做资料整理，还兼

职计划工作。这段时期的锻炼，让我精通了

技术和成本工作。后来我担任计划部长、项

目经理等职务，都得心应手。

2006年 7月 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现

场近万名建设者热泪涌流……虽然我没有亲

眼见证青藏铁路通车，但我将自己的订婚日

期 选 在 了 这 一 天 ，作 为 永 久 的

纪念。

在做竣工资料时，我申请购买

了扫描仪和硬盘，将很多胶卷冲洗

的照片，扫描成电子版留存下来，我

想为青藏铁路尽可能多作一些贡献。

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精神一直

在企业传承着。有一年，在南京扬子

江大道项目施工时，我们遇到了长江

漫滩涌砂，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造

成路面塌陷。大家顾不上多想，自发

组成“堵漏突击队”，戴着胶皮手套，

将速干水泥拌和好后，一捧捧堵在

涌砂点。

我为参与了青藏铁路建设，

由衷感到自豪，会永远铭记过

程中的点点滴滴。它珍藏在

我的心中，鼓励着我，不抛

弃、不放弃，勇往直前！

承载光荣与梦想，雪域高原写传奇。2006 年 7月 1

日，经过 13 万名建设者 5 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克服了

“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举

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创造了线路最长、海

拔最高、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第一。

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的建成，结束了西

藏不通铁路的历史，被沿线各族人民群众誉为经济线、

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架起了“世界屋脊”通向世界

的“金桥”。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2005 年，一首《天路》在全国广为传唱。“那是一条

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

不再漫长……”彼时，青藏铁路离全线通车运营还有一

年多时间。歌曲唱出了西藏人民对铁路的渴望，也赞

扬了铁路建设者作出的艰辛努力。

青藏高原交通闭塞，虽然上世纪 50年代川藏、青藏

公路建成，但公路运力小，还经常受到地质灾害的影

响。西藏仍需要有一条大运量的铁路与外界连接。

然而，修建高原高铁，不仅国内没有经验，在世界

上也是难题。而青藏铁路，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

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

三大世界性难题，让它被媒体喻为“有史以来最困难

的铁路工程项目”。

814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工程修建，先

后历时 21 年。其中，瓶颈性工程——全长 4.01 公里的

老关角隧道，由于受当时艰苦自然环境和施工技术条

件等因素制约，几度停工，1982年才正式通车。格拉段

也经历两次“下马”，2001年又开工重建。

为把青藏铁路建成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原铁道

部和各参建单位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攻

克“三大难题”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为解决多年冻土冬天冻胀夏天融沉的工程难题，

铁路建设者坚持科研试验先行，创新了片石气冷路基、

碎石（片石）护坡护道路基等一整套主动降温工程措

施，提升了多年冻土铁路工程建设质量。

为确保建设者的生命健康，铁路部门在建设过程

中确立了严格的卫生保障制度和科学的卫生保障体

系。原铁道部在格尔木建立了全路第一个高原病防治

中心，在全线建立起三级医疗保障体系。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青藏铁路在

中国铁路工程建设史上首次建立了环境监理制度，为

野生动物修建了迁徙通道，进行了植被恢复与再造科

学实验，并在工程中实施。

从单条铁路到路网成型

7 月，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运营 15 周年。15

年来，青藏高原铁路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青海和西藏区域内日益增长的运

输需求，党中央、国务院从加快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大局出发，不断加大对中西部铁路建设的投

资力度，将铁路建设的重点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2014年，拉日铁路通车运营，彻底改变了西藏西南

部地区单一依靠公路运输的局面，将拉萨与日喀则两

个西藏最大的城市连在一起，时间由公路运输的 6个小

时，缩短为铁路运输的2小时47分钟。

2019 年 12 月敦煌铁路通车，与兰青铁路、兰新铁

路、青藏铁路串联成我国西北地区的首条环形铁路网，

与格库铁路相交汇成为西北通向中亚的第二条国际大

通道，串起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填补了这一

区域的路网空白，彻底改变了新疆、西藏乃至中亚国家

之间铁路运输迂回绕行的历史。

今年 7月 1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高原内电

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将开进西藏、开到拉萨。待拉林

铁路通车后，西藏铁路网将实现从内燃时代向电气化

时代的跨越。

15年间，围绕西宁、格尔木、拉萨等中心城市，高原

铁路不断向外延伸，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布局合理的铁

路网。青海和西藏由原来的封闭地区正在变为祖国西

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形成了“人尽其行、货畅

其流”对内对外开放的新通道。

用好造福人民的幸福路

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重要交通线，更是一条造福

各族人民的幸福路。

今年 35 岁的藏族职工普桑，在 2006 年青藏铁路全

线开通运营时就来到了青藏铁路，10 余年时间一直坚

守在海拔超过4600米的地方。

靠着党的好政策，出生于日喀则牧区的普桑初中

毕业后，考取了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享受

学费全免的青藏铁路定向委培生。如今，普桑已经从

稚嫩小伙儿成长为工区的“领头雁”，不仅在拉萨买了

房，还把住在牧区的父母接到城里，过上现代化生活。

“没有青藏铁路，就不会有我们企业的今天。”中盐

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丽说。该企业投资

28.8 亿元，于 2009 年动工建设，依托青藏铁路，2017 年

纯碱生产能力达138.19万吨，实现销售收入3.3亿元。

青藏铁路通车运营，打破了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

交通瓶颈，极大改善了对外交通条件，沿着铁路线形成

了青海发展的强劲经济带。能源产业、化工产业等得

到快速发展，以盐化、石化为支柱的优势产业和工业格

局基本形成，引领着柴达木循环经济走向深入，使青海

迅速“蹿红”成为西部新的经济高地。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到去年 12 月，青藏集

团公司累计运送货物 6.16 亿吨，累计运送旅客 2.58 亿

人次，进藏旅游收入由 2005 年的 19.4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559亿元。

兰新高铁开通前，青海门源县的张吉富常年带着

亲戚邻居在外干一些房建类的工程。“兰新高铁圆了我

在家乡创业的梦想！”2015 年，张吉富投资建设的集美

食、住宿、购物于一体的西部商贸城开张。“我会再扩大

投资，填补门源旅游旺季服务不足的短板！”张吉富脸

上洋溢着喜悦。

在给孩子辅导功课时，普桑格外注重教 6岁的儿子

学汉语。“我想让他从小就能讲流利的汉语。”普桑动情

地说：“青藏铁路的开通，让西藏和内地更紧密地连在一

起，它会带动我们朝着更加光明富裕的道路走去！”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是高原上的奇迹，

也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奇迹。

这个奇迹为什么能实现？首先得益于中国

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自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

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爆发出无穷的潜力，攻克了

数不清的难关，创造出了无数的人间奇迹。

上世纪 50 年代，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等涉

藏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对推动西藏实现社会制

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巩固西

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

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

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十几万建设大

军，正是秉承着“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的青

藏铁路精神，克服了高原缺氧、气候严寒、风

沙漫天等一系列困难，在高原上铸成了一条钢

铁通道。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两路”修建完成后不久，青藏铁路

就被列入议事日程，分别于 1956 年和 1974 年两

次展开勘测和会战。但由于高原、冻土两大难

题无法解决，两次尝试均未能成功。

2000年11月，党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

一次，凭借国力的提升和铁路建设水平的增强，

攻克了高原、冻土等一大批技术难关，终于成功

圆了高原的铁路梦。仅使用旋挖钻机一项，其速

度就是原先使用冲击钻机成孔速度的93倍，极大

地加快了基础施工进度。医疗技术的进步更是大

大降低了高原病的发生，保护了建设者的生命

健康。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已经开启。面向未来，我们还有许多困难

要克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一方面，科技进

步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攻

克难关提供了更好的凭仗。我们要更好利用现

有的技术优势并创造更多的技术优势。另一方

面，我们要继续发扬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培育

形成的一系列彰显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

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文化，振奋起全民

族的“精气神”，用精神托举梦想，引领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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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日，在Z6801次列车上，乘务人员和旅客共度佳节。 曹姬钰摄

青藏铁路通车运营以来，十分注重沿线的植被养护。图为铁路周边的羊群在悠闲地吃草。 谢 影摄

青藏集团公司西宁供电段哈尔盖接触网工区职工冒雪工作。 周 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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