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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 这是川藏公路通麦路段上的迫龙沟特大桥这是川藏公路通麦路段上的迫龙沟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孙孙 非非摄摄

底图底图 这是横跨雅鲁藏布江的高等级公路这是横跨雅鲁藏布江的高等级公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普布扎西摄摄

技术超群、胆识过人、不怕苦不怕累⋯⋯这是同事们对

扎西林具的一致评价。

扎西林具出生在西藏林芝公路养护道班，父亲是一名

养护工人，这让他对道路一直有特殊的感情。“林芝雨季多，

道路时常会遭遇泥石流、塌方等灾害。道路损毁后，我爸就

开着推土机去抢通，道路恢复畅通后，听着过往车辆行人的

欢呼，我觉得我爸特别厉害。”扎西林具说。

受父亲的感染，成年后的扎西林具也选择了道路养护

这份工作。西藏是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地区，西藏的公路又

大多在深山峡谷间穿梭，恶劣的自然条件意味着扎西林具

的每一次抢险和保通几乎都是生死考验。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 8.1 级强烈地震，西藏日

喀则市聂拉木县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强震造成

当地房屋倒塌、山体崩裂、交通中断。接到道路抢通命令

后，扎西林具和同事们火速赶往灾区一线开展抢险救援。

扎西林具与同事们抵达现场时，余震不断，零星的碎石

不时从山上滚落。面对大面积塌方的山体，顾不上松软路

基随时可能塌陷的危险，扎西林具第一个驾驶着挖掘机开

始作业。“当时樟木镇已经成了孤岛，只有把路打通，救援才

能开展。”扎西林具回忆说，由于操作平台狭窄、机械操作臂

不够长，当时他只能从下往上掏挖落石土方进行塌落处理，

被滚石击中、塌方掩埋的危险一次次与他擦肩而过，好在有

惊无险。在扎西林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道路终于被打通，

看着救援车辆载着受灾群众驶出樟木镇，扎西林具回忆起

了儿时陪伴父亲抢通时的场景：“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工作

特别有意义。”

在一个个危难时刻，扎西林具一次次挺身而出、冲锋在

前，出色完成抢险任务，守护道路畅通，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扎西林具记不清也没统计过自己到底遇到过多

少次危险：“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嘛，选择了公路养护这份工

作，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就是一块路石，得时刻保障

道路安全畅通。”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西藏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章”⋯⋯这几年，对扎西林具的褒奖纷至沓

来。但比起个人荣誉，西藏公路建设取得的成绩则更让他

骄傲：1954 年，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

公路的历史。如今，西藏公路通车里程约 12 万公里，高等

级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1000 公里，全区所有县通油路，建

制村通公路制村通公路，，乡镇乡镇、、建制村通达率分别达建制村通达率分别达 100100%%、、9999..9696%%。。

扎西林具表示扎西林具表示：“：“一代代西藏公路人不仅修建了一条条一代代西藏公路人不仅修建了一条条

路路，，也形成了一不怕苦也形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二不怕死，，顽强拼搏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甘当路石，，军军

民一家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民族团结的‘‘两路两路’’精神精神，，这种精神也将激励我继续这种精神也将激励我继续

为西藏公路事业奉献力量为西藏公路事业奉献力量。”。”

在西藏自治区“两路”精神纪念馆中有一张

老照片，画面记录的是 60 多年前，在康藏公路(今

称川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施工人员攻克雀儿

山险阻的瞬间。悬崖峭壁之上，建设者凭借单薄

的绳索开展高空作业，让人感受到工程的不易，

更感受到建设者们勇于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各项事业还一穷二白的

情况下，11万筑路军民怀着豪情壮志、抱定必胜信

念，在崇山峻岭间修通了川藏、青藏公路，创造了

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也为世人留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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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着一代代交通人团

结在“两路”精神的心灵高地，传承坚守，不断丰富

发展其时代内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2014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

路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弘扬

“两路”精神，助推西藏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两

路”精神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不怕牺牲铸就精神高地

“慕生忠之墓”，这五个字并不在墓碑上，而是

被刻在一把铁锹把上。青藏公路建设指挥者慕生

忠，就是怀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带领筑路大

军开始向高原进军。“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

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

着拉萨的方向。”这是将军的铮铮誓言。

进藏道路太难走了。和平解放前，除了骡

马、牦牛踏出来的古道，西藏没有一条现代公

路。1953 年 8 月，西藏运输总队从青海向拉萨运

粮时，先后购买了 2.7 万峰骆驼，雇驼工 2420 名，

驼队绵延几十里，用时 4 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30 多人倒在运粮途中，损失骆驼 4000 多峰。

路必须修！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和青海等

省各族人民群众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 11 万

人的筑路大军，勠力同心、英勇无畏，逢山开道、

遇水架桥，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开启了可歌可泣

的筑路征程。

“康藏公路全长 2200 多公里，穿过 14 座大

山，可是我们的踏勘队为了找路，却跑了不止二

万五千公里，翻了几百座大山。许多人鼻子里流

血、脸上脱皮，有的人眼睛和耳朵都出血。”担任

川藏公路测量队长的齐树椿在青藏高原一待就

是 5 年。

1953 年底，齐树椿带领测设大队在川藏公路

边测量边施工到古乡冰川时，遇到了冰川爆发形

成的巨大泥石流成的巨大泥石流，，冲毁了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公冲毁了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公

路路。。连苏联专家也说连苏联专家也说：“：“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

泥石流泥石流。”。”

齐树椿带领齐树椿带领 1010 名队员想方设法下到冰川沟名队员想方设法下到冰川沟

底勘察底勘察。。沟谷有沟谷有 8080 米深米深，，他们就像壁虎一样贴他们就像壁虎一样贴

着斜坡，手脚并用攀沿石块一步步爬行，稍有不

慎就会丢掉性命。但齐树椿没有考虑这些，唯一

的愿望就是尽快探明情况，把公路早日修通。

1954 年底，总长 4360 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

同时通车，在世界屋脊筑就了穿越“生命禁区”的

幸福之路。

彼时只有 40 多岁的齐树椿头发已经花白，

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但看到公路建成后两旁

建起了新房，藏民们吃上了盐巴、穿上了新衣，齐

树椿无怨无悔。

在“两路”修建过程中，有 3000 余名筑路人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座座墓碑正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象征，充分展

现了“两路”修建者对理想的矢志不渝和对事业

的勇往直前。

顽强奋斗促进民族团结

在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物质条件都十分艰

苦的情况下，要修好两条公路，除了要有不怕牺

牲的勇气，筑路者们还要有更为坚强的意志、顽

强的毅力，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953 年，被藏民形容为“猴子难攀援，野羊也

不敢下山喝水”的怒江天险横亘在施工大军面

前，由于测设落后于施工，数万筑路大军面临着

停工的风险。

千钧一发之际，李鲁卿作为测量队长，勇敢

站了出来，与另一组测量队共同承担了怒江段的

测设任务。

为了尽快拿到一手数据，李鲁卿在山顶不避

风雪忍饥挨饿，在山腰开路探险，在山脚披荆斩

棘，一路都走在最前面。白天选线后，晚上还要

进行设计工作直至深夜，即便是大雪后腰疼病发

坐卧困难，他仍一手持杖一手撑腰指挥工作。李

鲁卿带队走遍怒江沿线所有可能的线路，最终测

设出了新中国公路史上最闻名的奇路——怒江

七十二道拐。

面对险峻的自然条件、有限的筑路设备，筑

路军民渴了喝雪水，饿了吃“代食粉”，困了幕天

席地，还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研究筑路技术、商

讨施工方案，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创造性地攻克

了桥梁建设和养护等多项技术难题，使“两路”得

以畅通。

顽强奋斗，动力何来？西藏地区长期交通不

便，同样一块茶叶，隔着一条江能相差三四元。

藏胞的生活很苦，很多人因为长年吃不到盐，脖

子都粗肿起来子都粗肿起来；；穿不到布穿不到布，，冬夏都是一件皮袄冬夏都是一件皮袄。。

““不把公路修好不把公路修好，，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什么艰什么艰

难困苦我们都乐意忍受难困苦我们都乐意忍受。”。”

““两路两路””的修建也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的修建也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

持持。。沿线群众纷纷主动给工程队带路沿线群众纷纷主动给工程队带路，，还组织牦还组织牦

牛队运送粮食和器材。整个修建过程中，参与筑

路的藏族民工就有两万多名，共同修路架桥、携

手奋进，深化了军民鱼水情，加强了民族团结。

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改变了西藏长期封

闭的状态。从此，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的物资

和人民生活所需用品源源不断地运上雪域高原，

增进了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联系，拉开了西藏现代

交通事业发展的序幕，也引领西藏发展建设进入

快车道。

宝贵精神历久弥新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60多年来，“两路”精神不

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奋斗，创造出新的奇

迹，川藏、青藏公路不断升级完善、蜕变新生。“两

路”精神也历久弥新，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川藏、青藏公路建设难，养护同样难。为了

守护 11 万筑路者们用汗水和鲜血铺就的道路，

60 多年来，大量工人驻扎在沿线开展养护工作。

他们中有参与过道路修筑的退伍军人，有公路沿

线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也有外来又扎根下来的

交通人，不少人一干就是一辈子，甚至几代人都

服务于此。他们默默奉献，甘当路石，不仅确保

了公路的畅通，也传承和弘扬了“两路”精神。

科 技 的 积 淀 为“ 两 路 ”精 神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

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汪双杰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中央作出了青藏公

路铺设油路（沥青路）的重大决定。此后，中交第

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三代科研人员薪火相传、

攻坚克难，累计观测数据 300 多万组。正是由于

这种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和技术沉淀，使

高原冻土成为科研“热土”，让青藏高原不再是不

可逾越的“第三极”。

如今，以“80 后”为主体的第三代冻土科研人

员已担负起延续高原冻土科研火种的重任。在青

藏公路的历次整治、改建中探索形成的冻土工程

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奠定了我国冻土工程的研

究基础，我国冻土工程理论与技术体系得以创建。

“昔日铁凿已为盾构所代替，肩头扁担换成

了大型起重机，落后工具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

国重器。港珠澳大桥跨越如虹，联通三地；中国

桥、中国港、中国高铁声名赫赫⋯⋯”汪双杰说，

“两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交通运

输事业注入了发展动力。

随着路况的不断改善和旅游业的兴起，沿途

各族群众也发扬各族群众也发扬““两路两路””精神精神，，抓住机遇抓住机遇、、勤奋工勤奋工

作作、、努力开拓努力开拓，，打造了各类特色旅游打造了各类特色旅游、、发展起各种发展起各种

特色产业特色产业，，推动了沿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沿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雪域高原开启了高质量雪域高原开启了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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