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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开出今年第 300趟中欧班列
本报记者 庞彩霞

11 月 2 日 19 时，随着一声汽笛

长鸣，满载着通信设备、电子配件、

衣帽服饰、玩具等珠三角地区优质

轻工产品的 X8426 次中欧班列徐徐

驶离广州大朗站，将于 16 天后抵达

俄罗斯沃尔西诺。这是全球运距最

长的中欧班列之一，也是粤港澳大

湾区今年开出的第 300 趟中欧班列。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今年

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已累计发送

15051 车，运送防疫、生产和生活物

资 15.69 万吨，同比增长 40.3%。开

行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开行总数，

预计今年全年开行数量将超过 350

列，并有望创造全年每日开行一列

的新纪录。

从 2013 年中欧班列开行至今，

广州、深圳、东莞 3 个城市已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的“中心站”，

这条泛欧运输大通道已延伸覆盖到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并以多式联运形式贯通东南亚。俄

罗斯、德国、乌克兰、匈牙利、立陶

宛、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越

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粤港澳大湾区

中欧班列的“朋友圈”，成员队伍逐

渐壮大，联系也更加紧密。

今年以来，随着广州下元至波

兰马拉、东莞常平至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等新线路的开行，当前粤港

澳大湾区中欧班列开行方向已达到

17 条，货源品类多达 700 余种。横

跨亚欧大陆的“钢铁丝绸之路”版图

不断扩大，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中

欧班列开行量和货物发送量的快速

增长。

“广东货源基础雄厚，其中欧班

列的开行城市均处于对外贸易发达

的珠三角地区，这是近年来‘广货’

出口需求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广

铁集团广州货运中心主任宋海涛告

诉记者，“我们不断加强与相关港口

合作，充分发挥海铁联运的组合优

势，较传统运输模式节省约 10%的

运输成本，这将进一步促进内陆城

市通过珠三角沿海港口集结货源并

搭乘中欧班列与世界各大城市加强

贸易往来。”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国外民众网购意愿明显增强，

日用消费品和家电类商品的需求量

持续攀升。但疫情影响下的空运、

海运普遍受阻，导致跨境电商产品

需求旺盛与国际运能不足的矛盾日

益凸显。在此情况下，中欧班列安

全便捷、运输效率高等优势越发彰

显，全力承接起空运、海运转移货

源，填补了当前两者运力不足的空

白，为保障全球物资供应链畅通提

供了可信赖的第三种解决方案。作

为 大 湾 区 唯 一 的 跨 境 电 商 中 欧 班

列，深圳跨境电商中欧班列自 2020

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发送 3695 车，开

行频次已从最初的每周 1 列增至当

前的每周 4 列。今年大湾区中欧班

列开行数量高涨的背后，深圳中欧

班列跨境电商班列功不可没。

在保障民生和产业链物资供应

的同时，中欧班列还承担着运输防

疫物资，驰援全球抗疫的重任。据

铁路货运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东莞

石龙、深圳平湖南中欧班列累计为

沿线国家运送口罩、药品等防疫物

资 3042 万件，共计 21.65 万吨。越来

越多的沿线国家通过这条稳定的国

际运输大通道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防

疫物资援助，中欧班列安全优质、诚

信可靠的品牌效应进一步扩大。

“年底是中欧班列发运的高峰

期，相关商品出口需求大幅增长。”

广州货运中心大朗站货运主管吴建

强表示，铁路部门将加强与海关、物

流公司和相关单位联系，不断完善

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实行海关铁路

一体化检查、简化运输受理环节、灵

活调整运输计划，保证检验报关、车

辆调配、安全检查等各作业环节无

缝衔接，切实提高运输效率，全力满

足客户随到随走的运输需求。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墨晗

11 月 3 日，国家科学技

术 奖 励 大 会 在 北 京 隆 重 举

行。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

业公司联合 20 余家单位协

同攻关完成的“400 万吨/年

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

发及产业化”项目被授予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这是宁夏牵头完成的项目首

次 获 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一

等奖。

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

宁夏获此奖项令人意外，也

令人振奋。由此可见，科技

创新西部是大有作为的。

一方面，东西部合作正

在走向深入，西部长期所欠

缺的人才和资金等条件正在

改善。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优

秀人才，当然也离不开充足

的资金支持。近年来，西部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依

托能源、土地、优惠政策等优

势，吸引东部科研院所高端

科研人才和高科技企业落户

当地，“院士工作站”越来越

多了；与国际顶尖企业合作

协同创新，壮大了科研队伍

和实力。与此同时，西部科

研经费投入力度也在加大。

西部成为新技术、新材料、新

装 备 的“ 试 验 场 ”和“ 试 验

田”。一些科技成果在应用

转化中得到检验和改进，有

些进行再次创新，由此积累

了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数

据，这为西部取得重大创新

成果奠定了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新技术正在

颠覆传统，一些制约西部发

展的瓶颈正在被打破，西部

迎来创新发展的新契机。随

着国内数字经济蓬勃发展，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

快速普及应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如国家实施的“东数西算”战略，获批的 8 个全国一体化大

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中，西部就占了 5 个，因为西部有着

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优越条件。“东数西算”不仅有利于推

动西部向数字经济迈进，也有利于东西部协同创新。随着

媒体、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融为一体，一些设备与运输成

本下降到几乎与距离无关。就某些情况而言，技术的不断

突破使传统地理条件的劣势正在发生反转，西部获得科技

突破的机会随之增加。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加强创新，而西部创新的关键是

要鼓足信心，且持之以恒。此次获奖的“400 万吨/年煤

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也曾遇到过

很大困难，研发攻关时间长达 10 年。因此，西部要敢于

攻关重大技术，联合东中部协同创新，努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要鼓足信心

拓兆兵

陕西蓝田“勺勺客”——

一把炒勺一把炒勺““搅香世界搅香世界””
本报记者 杨开新 张 毅

上图上图 蓝田厨师学校的老师在指导学生掌握颠蓝田厨师学校的老师在指导学生掌握颠

勺勺、、火候等火候等““勺勺客勺勺客””的看家本领的看家本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左图左图 蓝田厨师学校开设有中西式面点蓝田厨师学校开设有中西式面点、、烘焙烘焙、、

特色陕菜等教学内容特色陕菜等教学内容，，图为学生们在学习蛋糕制作图为学生们在学习蛋糕制作

技艺技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开新杨开新摄摄

今年 15 岁的李海洋本已考入陕西蓝田

县一所高中，但暑假期间听说蓝田厨师学校

在招生，便做出了转校学厨师的决定。“我生

长在蓝田，自幼喜欢看人做菜。我觉得并非

只有上高中考大学才有出路，当‘勺勺客’也

能成才。”李海洋说。

“勺勺客”是关中方言里对厨师的叫法，

因他们靠一把炒勺走天下而得名。“勺勺客”

最重要的来源地，当属陕西省蓝田县，蓝田

“勺勺客”已成为特色劳务品牌。

烹饪文化独特悠久

“要找蓝田乡党，大小衙门厨房”“凡是冒

烟的地方，就有蓝田乡党”。这两句当地民

谚，形象地说明了蓝田“勺勺客”的分布广泛

和远近闻名。

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拾掇饭菜的水平

很高。这毫不奇怪，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

盖、油泼辣子一道菜，“关中八大怪”中美食就

占了三样。对烹饪的热情演变为本领，特别

是能把面食“做出花来”。另外，走南闯北甚

至遍布全球的蓝田“勺勺客”已有五六万人。

陕西人自古安土重迁，蓝田人之所以愿意背

井离乡、到处闯荡，与独特的县情有关。

蓝田县户籍人口达 65.6 万人，在陕西属

于人口大县。但因位于秦岭北麓，地貌为山、

岭、川、原相间并以山岭为主，许多人只得在

农业之外另寻出路。好在蓝田距省会西安只

有几十里，又位于关中通往东南诸省的要

道。人多地少，交通便捷，不少人或被动或主

动地靠厨艺四处谋生。亲带亲，邻帮邻，久而

久之，蓝田“勺勺

客”的牌子就叫响了。

蓝田烹饪文化历史悠

久。新中国成立后，蓝田向各

地大量输出厨师、厨工，其中许多人成为餐饮

行业的名厨高手。上世纪 60 年代，西安市政

府授衔的 10 名“烹饪师”中，蓝田“勺勺客”就

占 8 名。在历届全国烹饪技术大赛中，均有

蓝田籍厨师获奖。

油泼面、羊肉泡馍、水晶饼、葫芦头⋯⋯

前些年电视剧《白鹿原》热播，剧中常出现的

美食画面令网友直流口水。外地人可能不知

道，白鹿原有相当部分属于蓝田县，该剧的拍

摄地白鹿原影视城就位于蓝田县。原著作

者、著名作家陈忠实曾寄语，“让蓝田勺勺搅

香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蓝田县越来越多的人靠

餐饮创业、致富，“一根面挣下一栋楼”的故事

在这里并不鲜见。蓝田县 2004 年被中国烹

饪协会评为“中国厨师之乡”，2012 年被陕西

省餐饮协会评为“陕菜之乡”。

生力军有了“摇篮”

今年 9 月份，蓝田厨师学校投入使用，校

歌《勺勺搅得天下香》曲调欢快、歌词生动，

“勺勺客”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日前，记者来

到这所有些“小众”的公办学校。校园里设施

齐全，绿化、节点景观植入了特色地域文化、

厨师餐饮文化等，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在老师的击鼓声和哨音指挥下，一组同学在

练习颠锅和翻勺，锅里是两斤黄沙，以后会逐

渐增加到五六斤。另一组同学在用土豆练习

刀功，先切片、再切丝、后剁泥，菜刀与案板的

碰撞声响个不停。

陕西烹饪大师、专业课教师昝军宏告诉

记者，切菜看似简单枯燥，其实有很高的技术

含量，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掌握直刀法、平刀

法、斜刀法等技巧。为提供更多选择机会，该

校除了开设中餐烹饪专业，还配有中西式面

点、烘焙、特色陕菜、蓝田小吃等教学内容，不

少同学在认真学习蛋糕制作方法。

蓝田县职业教育中心校长任宏涛说，厨

师学校是职业教育中心的分校，所有农村学

生按照国家资助政策学费全免，经济困难者

还可享受助学金。县里投入数千万元打造这

所学校，给农村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

抱负的舞台。“今年本来准备只招收 100 余

人，但报名热度很高，我们认真研究后扩招到

近 300 人。”任宏涛说，之所以敢扩招，是因为

好厨师不愁找不到好“饭碗”，学校与一家大

型餐饮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仅该企业自身每

年 就 需 要 招 收 2000 名 员 工 ，且 工 资 待 遇

颇丰。

中国烹饪大师、蓝田厨师学校副校长张

存福表示，作为蓝田历史上第一所正规专业

的厨师院校，该校的诞生是传统师徒教授方

法的升级版，旨在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艺

术素养的一专多能的新一代厨师。学校建设

了 8 个现代化实习操作间和 4 个功能齐全的

基本功实训室，特聘了一批工学一体化教师、

烹饪大师，能够满足高质量教学和教学管理

任务。通过 3 年的教学培养，可直通高职院

校继续深造，可在星级宾馆等场所就业，也可

自己开店创业。

“家人开始会感觉诧异，如今也尊重并支

持我的选择了。”李海洋说。

金字招牌仍待擦亮

改革开放以来，蓝田县做大做强烹饪培

训产业，每年培训、输出厨师上千人。据统

计，蓝田“勺勺客”中有中国烹饪大师和陕西

烹饪大师 520 人、高级烹调师 361 人、高级技

师 109 人，县内有餐饮行业经营户 1600 余户，

还收获了不少西安名吃、西安老字号等荣誉。

成绩也是压力，要打造更响亮的品牌，

“勺勺客”亟待升级。人才一词，在许多地方

或许很难与厨师联系在一起。但蓝田县不拘

一格，认识到厨师队伍既是该县特有的人才

资源禀赋，也面临数量和质量等短板。

近些年，蓝田县高度重视厨师人才培养

工作，打造了一支数量足、结构优、能力素质

过硬的专业化特色人才队伍。除了兴办专门

学校，还先后制定了特色人才队伍建设的提

升方案和任务清单；通过召开餐饮人才培训

会、座谈会，为餐饮人才提供学习、技能展示

等服务政策；落实人才就业创业政策，筑巢引

凤、留住人才。《“打造蓝田厨师品牌”工作实

施方案》《“打造蓝田厨师品牌”十个一实施细

则》《蓝田县厨师品牌提升暨美食产业发展

“八名工程”任务清单》等文件的出台，让“勺

勺客”更受重视。

蓝田县人社局副局长杨龙表示，将通过

在网上发送“致蓝田厨师的一封信”等形式继

续加强联络、互动，建立健全符合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实际的引才聚才、培养使用、人才管

理、评价激励和人才服务机制。

蓝田县委组织部人才办副主任张琛告诉

记者，当地借鉴沙县小吃模式，实施品牌推

广，蓝田饸饹门店分为旗舰店、形象店、标准

店和小店四类，今年将在西安市内完成 5 家

至 10 家不同类型店面全线同步运营，计划 5

年内实现“百城千店”。

通过建设蓝田厨师博物馆、组建厨师联

盟、选树名师高徒、培养乡土大厨等手段，打

造名校、名师、名厨、名宴、名菜、名店、名优小

吃街、名优农产品“八名”工程，蓝田餐饮正成

为促进产业融合、文旅融合、群众增收、乡村

振兴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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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浙江湖州德清县武康街道吉祥社区金宇花园里，孩子们在玩耍。自 2018 年初，

德清县武康街道先后投资 4.34 亿元，对辖区 21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居住环境

大大改善，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王 正摄（中经视觉）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 1616 日日，，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

开通开通首趟开往匈牙利的中欧班列首趟开往匈牙利的中欧班列。。庞彩霞庞彩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