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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旁形成植被群， 有效治理了路基
的扬沙问题。为保护野生动物迁徙，
临白段建设过道桥涵450多座、环
保隔离栅300多公里。
京新高速的建设会占用牧民的
草场，为了妥善解决施工占地问题，
施工方除了给征地牧民合理的补偿
款外，还为当地牧民解决就业问题。
魏文斌是阿拉善盟乌西日格嘎查牧
民， 家中有数百亩草场被施工项目
征用， 施工方为他免费搭建了小卖
部和饭馆， 帮助祖祖辈辈放牧为生
的魏文斌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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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为家的坚守之途

京新高速全长2540公里，建成后北京到新疆的行车里程将缩短1300公里，大漠变通途，通疆达海的梦想即将
实现。图为俯瞰穿越戈壁的京新高速公路额济纳旗段（5月25日摄）。
新华社发
戈壁的大漠黄沙 曾掩埋了 无
数西域古道， 而如今一条大漠天路
正顽强地与黄沙“搏斗”，在乌兰布
和、腾格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中穿
行， 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穿越沙漠高
速公路， 这就是北京至乌鲁木齐的
京新高速公路。 京新高速全长2540
公里， 建成后北京到新疆的行车里
程将缩短1300公里， 大漠变通途，
通疆达海的梦想即将实现。

通疆达海的梦想
一百年前，孙中山曾提出建设
“东起北平、 经阿拉善， 西至迪化
（今乌鲁木齐） 的第二条进疆大通
道”的规划，这一梦想在一百多年
后的今天即将变为现实。 预计至
2019年底，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
第六条首都放射线京新高速将全
线贯通。 京新高速中穿越沙漠里程
最长的部分——
—全长930公里的内
蒙古临河至白疙瘩段， 即将于7月
中旬先行建成通车。
按照
“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孟中印
缅、 中巴经济走廊综合交通通道”构

想，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段通道，由
北通道、 中通道和南通道3条国家高
速公路和国家干线铁路并行组成。 其
中，北通道就是由京新高速公路和北
京到乌鲁木齐的铁路共同组成。
“这条公路通车后，将构筑起我
国北部进入新疆最快、最便捷的大通
道，开辟一条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
津港的北部沿边最快捷出海通道，打
造一座天津港至荷兰鹿特丹港最快
捷的亚欧大陆桥。”京新高速（阿拉善
盟段）建管办主任杜子义说，
“这对于
加快内蒙古融入‘一带一路’和向北
开放战略实施，拉动内蒙古经济快速
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
京新高速临白段采取大标段施
工总承包管理模式。工程分为3个标
段，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分标段总包。
为了实现通疆达海的梦想，施
工人员在无水、无电、无人烟、无信
号的艰难环境中，修筑着穿沙天路，
成为继青藏铁路之后又一具有典型
艰苦地域特点的代表性工程。

沙漠中的“绿色”天路
“沙子有腿，跑起来比人快。”穿
越沙漠的京新高速临白段， 需要克
服的第一大困难就是流沙的侵蚀。
在巴丹吉林沙漠， 沙土年平均
移动18米，很容易覆盖公路。 施工
人员通过设置固沙方格， 阻止流沙
侵蚀公路。 2米长，20公分宽的黑色
沙土袋交叉叠放在路基两侧，形成1
平方米的小方格， 小方格连成一片
组成防风沙带。
这些沙土袋的设计充满玄机，
边缘长满了“穗子”。 据中铁京新高
速第一项目部总工程师王大 伟 介
绍， 这些沙土袋边缘有3公分的沙
穗，对风起到扰动的作用，能减小风
速， 风进入方格中在小范围内产生
漩涡，对土的固定效果比较明显。
“沙土袋采用耐寒耐旱的材质，
至少可以保持20年。 ”王大伟说。
戈壁生态环境脆弱， 临白段工
程管理部一直将绿色环保工程作为
目标。 工程队在固沙方格内种上了
花棒、红柳、白腊等沙漠植物，道路

“天空无飞鸟，地面不长草。 十
里一个人， 风吹石头跑。 夏天如锅
炉，冬季赛冰窖。 一年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中铁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
管理部总经理孙玉国创作的一首小
诗反映出建设环境的恶劣。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 每年8
级以上大风、沙尘暴天气82-142天，
夏季地表温度接近60摄氏度。“我们
刚来的时候，无水无电，通讯信号只
有山头上有一点点，大家就晚上排队
到那里打电话。 ”中交京新高速临白
段三标项目负责人孙永明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倒施工人
员，京新高速穿沙筑地，荒漠造绿，
依靠的是无数施工人员将这里当做
第二个家。
对于中建第二项目部生产经理
季文勇来说， 最熟悉的美味莫过于
“黄沙盖浇饭”，“我们在沙漠中勘
察，眼看大风卷着沙尘袭来，赶快蹲
下把测量仪抱在怀里， 刚测量好的
标记点转眼就被黄沙覆盖。 出外勘
察一走就是一天， 饿了就吃拌着细
沙的干粮。 ”
在中建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管
理部工作的杨鹏， 进入工地时孩子
还不到十个月大， 她带着吸奶器和
冰奶用的微型冰箱来到阿拉善。
“女儿出生他不在，女儿满月他
不在， 女儿一岁生日时 他 还 是 不
在。”中铁京新高速第五项目部经理
谢秉军的妻子胡琴说，在孩子心里，
爸爸有两个家， 一个是自己和妈妈
盼望他回来的家，一个就是工地。
“对家人，我感觉很愧疚，可是
我们这些筑路者非常自豪。”谢秉军
说，“将来孩子长大了， 可以很自豪
地对别人说， 京新高速公路是我爸
爸他们建成的。 ”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18 日电）

“让孩子们少走弯路”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湖南师大附中探索职业规划教育
——

“当记者是不是很有趣？”“当记
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我想当
记者的话， 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准
备？”6月17日， 湖南师大附中举行
“对话职场·预见未来” 职业深度分
享活动。在媒体人职业分享会上，同
学们争先恐后地向湖南卫视、 三湘
都市报等媒体记者提问， 想要更多
了解这个职业。
当天， 湖南师大附中邀请来自
自主创业、媒体、律师、医生等20种
不同行（职）业的100多位职业人，
走进校园，走进学生，面对面地进行
职业规划教育。“我们探索全面开展
职业规划教育，是为了适应新高考，
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少走弯路。”该校
副校长黄月初说。

“高一感性认识，
高二体验教育”
据某项权威调查， 近65%的大
学毕业生跨专业选择职业。在高中
阶段对学生进行成体系的职业规划
教育，呼声已久。
新高考将实施“3+3”模式，除

了语数外之外，考生自主选择3科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加入总成绩中。黄
月初认为，这意味着，学生在高一时
就要选择自己将来要读的专业，很
可能这也是他将来要从事一辈子的
职业。
2014年，也就是新高考政策颁
布之后， 湖南师大附中开始在心理
教育课上大幅增加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的内容。该课程的负责人、学生发
展处生涯发展指导中心主任袁春龙
介绍，这门课程内容主要针对高一、
高二年级学生，高一学生必选，高二
学生选修， 教学任务由心理健康教
师来承担，教学内容包括职业认识、
自我认识、职业目标等。
袁春龙将这门课程概括为
“
高一
感性认识，高二体验教育”。针对高一
学生，以课程教学为主，游戏和活动
为辅，收集接触各门专业、各所高校
和各种职业的信息， 通过邀请校友、
家长作演讲、 与学生座谈的方式，让
学生们零距离接触各种职（行）业。高
二学校则组织学生进入工厂企业进
行职业体验，学生在活动中不仅能更

深了解职（行）业，尝试职业生活，更
能认识自己的兴趣与能力。
学校连续两年开展了“生涯规
划师认证培训”， 共有90名老师取
得了国家生涯规划师资质， 现在每
个班至少配有一名专业的生涯规划
师， 为职业规划教育提供了强大的
师资力量。

“勇敢尝试，谨慎选择”
“我从小就想当老师。今天听了
几位老师的分享， 知道他们日常工
作的内容， 分享到他们教书育人的
快乐， 我更有了将来从事老师的冲
动了。”1607班的宋卓彬告诉记者。
肖哲远听了心理咨询师分享会
后说：“心理咨询师听起来神秘、酷
炫，但职业压力很大。在治疗患者时
会接收大量的负能量情绪， 要从事
这个行业，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袁春龙说：“此次分享会， 学校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要求主讲嘉
宾从职业内涵、 职业外延、 行业待
遇、 情感收益等多方面， 立体地介
绍、分享职业体会，目的就是要让学

“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走进会同
湖 南 日 报 6 月 18 日 讯 （通 讯 员
胡 邦 建 记 者 陈 薇 ）6月 13日 至 16

日，由省文化厅组织的“送戏曲进万
村，送书画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走
进怀化市会同县。 来自全省各地的
艺术家深入基层，把优秀的文艺作品
送到田间地头、送进千家万户。
活动期间， 省湘剧院奔赴会同

县各地，开展惠民演出活动。 充满异
域气息的萨克斯独奏 《西班牙斗牛
士》、代表湖湘特色的湘剧高腔《打猎
回书》、 滑稽搞怪的杂技表演等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 连日来阴雨不断，却
并不影响村民们观看演出的热情。
在林城镇金寨村，98岁的老人李长
秀在村干部的搀扶下，拄着拐杖颤巍

巍地来到了演出现场。 老人家笑着
问主持人：“台上的小伙子怎么唱得
这么好?” 对节目的喜爱之情溢于言
表。 在广坪镇羊角坪村，吴细妹夫妇
一大早就来到了演出现场。 这对夫
妻因早年受伤腿脚不便，却在雨天路
滑的情况下坚持来观看演出。
6月16日上午，省文化厅副厅长、

第六届国际非遗节在成都举行

滕静蓉荣膺“新生代手艺之星”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向
晓菊 记者 余蓉） 今天上午，从第六

届国际非遗节举行的新生代传承人
竞技大赛上传来喜讯，泸溪县国家级
非遗项目苗族挑花代表性传承人滕

静蓉荣获
“
新生代手艺之星”殊荣。
第六届国际非遗节今年6月中
旬在成都举行， 来自刺绣、 传统织
造、 木版年画、 面塑等9大项目的
304位新生代非遗传承人， 展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技艺大比拼。 此次
大赛采用命题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选手现场展示制作技艺流程中最具
代表性的操作环节， 通过专家评分
和观众投票计分的方式， 评选出最

生们勇敢尝试，谨慎选择，培养他们
的选择能力。”袁春龙介绍，收集学
生调查问卷后， 发现票数很高的是
自主创业、演员、电子竞技等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职（行）业。
当天， 在自主创业分享活动现
场， 某公司创始人付友君告诉同学
们，创业就是要经历无数次的困难、
失败，才有可能成功。一位同学说：
“他说的两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
是， 现在学到的知识有可能就是以
后创业的方向。二是，现在交到的朋
友有可能就是将来创业的伙伴。我
会尝试培养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黄月初认为， 与大学毕业生择
业时的紧迫性、现实感不同，高中职
业规划教育更偏感性一点。“此次活
动让学生了解明白自己想成为怎样
的人。是随大流做个平凡人，过安稳
的生活，还是勇于标新立异，过一种
更理想主义的生活。”他认为，两种
生活没有优劣之分， 但思考清楚才
有助于树立人生信念。“更重要的
是，无论过怎样的生活，都要使自己
成为有魅力的、独特的人。”
省书协主席鄢福初与倪文华、杨国平、
胡紫桂、罗红胜、吴萍等湖南书画家走
进会同县，开展
“
送书画进万家”文化
惠民活动。书画家们挥毫泼墨，创作了
上百幅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并现场
赠送。省美协副主席、湖南科技大学教
授杨国平是怀化人，他以《常为故乡山
水醉》为题创作了一幅山水画，表达对
家乡的热爱。 杨国平说，参加
“
送书画
进万家” 活动能够拉近艺术家和百姓
的距离，非常有意义。
终的优胜者。 大赛设置了第六届非
遗节“手艺之星”“工匠之星”“传承
之星” 等奖项。 31岁的滕静蓉参加
了刺绣类项目的比赛。
挑花有别于绣花，从第一针起，
所有的走针引线全在布料的表面挑
花行针。 湘西苗族挑花纹样多达50
余种，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飞驰的“中国车”
说起“中国车”，就不禁让人想起奔
跑在全中国甚至各大洲的“子弹头”和它
的“兄弟们”。过去五年间，行走在轨道上
的
“
中国车”不仅
“
缩小”了中国，也联通了
世界，打响了高端装备
“
中国造”的品牌。
6月5日， 北京门头沟区石门营，一
辆近百米长的列车驶过即将开通运营
的S1线。在北京首条磁浮线上，这辆“舞
动”着“中国红”色带的列车进行了热滑
试验，以检测车辆供电、信号系统等运
行是否正常。
中国中车唐山公司中低速磁浮列
车交付经理李雨生介绍，“玲龙号”是中
国轨道交通车辆的新成员，而中国轨道
交通车辆几乎都来自中国中车。过去五
年间，这一“家族”不断发展壮大。
据中国中车董事长刘化龙介绍，近
五年来， 中国中车研制了时速160公里
到时速380公里之间不同速度等级的高
速动车组和城际动车组，形成了中国特
色的“动车组家族”，这些动车组已经投
入到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和长三角、珠
三角、长株潭等城际铁路。
不仅如此， 着眼于推动高铁走向新
阶段，中国中车正在研究时速350公里的
卧铺动车组、货运动车组、可变编组的动
车组以及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
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铁路总公司
主导下，集合国内有关企业、高校科研
单位等优势力量，我国开展了中国标准
动车组设计研制工作，先后完成总体技
术条件制定、方案设计、整车型式试验、
科学实验、空载运行、模拟载荷试验等
工作，今年1月3日取得国家颁发的型号
合格证和制造许可证。

早在去年7月15日，中国标准动
车组就在郑（州）徐（州）线上“激情
相会”， 各以超过420公里的速度交
会而行， 完成了世界最高速的动车
组交会试验， 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
握高速铁路核心技术。
6月1日是中国中车成立两周年
的日子。两年间，带着“中国中车”标
志的产品已经覆盖到全球六大洲
102个国家和地区， 并在美国波士
顿、芝加哥、洛杉矶、费城、英国伦敦
等高端市场连续获得订单。
迄今为止， 中国中车在美国已
经获得地铁和通勤客车订单达1359
辆。仅仅在最近半年内，就先后在波
士顿、 洛杉矶获得184辆地铁订单，
在费城获得45辆通勤客车订单。
不仅在美国市场， 中国中车还
为巴西里约世界杯和奥运会提供地
铁和电动车组， 为沙特提供朝觐专
列，为马来西亚提供“准高速”动车
组等，均赢得国际社会的称赞。特别
是中国中车已经获得印尼高速动车
组订单， 拉开了中国高速动车组走
向世界的序幕。
质量是“中国车”赢得尊重的根
本。今年5月3日上午，中车长客股份
公司客车制造中心装配一车间在生
产现场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美国波
士顿项目装配阶段投产启动会。这
只是波士顿地铁制造中的一个普通
环节，但最普通的一线工人都明白，
中国出口美国的第一列地铁必须在
他们的手中变成记录历史的精品工
（据新华社电）
程。

从宝鸡南站驶出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兰州西站， 标志着宝兰高铁正式
新华社发
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6月2日摄）。

中西部民族地区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湖 南 日 报 6 月 18 日 讯 （ 记 者 雷
鸿 涛 通 讯 员 彭 凤 华 ） 6月16日， 中

西部民族地区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启
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本届创新创业大赛由省人社厅、
省科技厅、 团省委、 怀化市政府 主
办， 新晃侗族自治县政府承办， 以
“创新引领， 促进中西部民族地区开
放崛起” 为主题。 主办方希望通过本
次大赛， 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促进以怀化新晃为代表的中西部民族

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大赛项目分为电子信息互联网、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民
族文化创意三大行业， 各评出一、
二、 三等奖若干名。 大赛优秀项目承
接基地在新晃工业集中区。 新晃侗族
自治县副县长肖卫说， 去年举办的中
西部民族地区首届创新创业大赛， 共
收到来自全国的586个创新创业项目
参赛， 达成与新晃意向签约项目16
个， 其中已落地孵化项目7个。

湖南师大为印尼培养华文传播人才
湖南日报 6 月 18 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田天 李瀚）6月16日下午，印尼

华文教师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历教育项目班在湖南师范大学开班。这
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启动的全国首批4
个面向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生学历教
育项目班之一，也是湖南师范大学首个
研究生层次境外办学项目。
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负
责人吴莎丽告诉记者， 自2011年以来，
这已是她第3次送学员来湖南师范大学
学习汉语专业，前两次都是本科生班。
面向海外华文教师的学历教育项
目是推动海外华文教育转型升级，促
进海外华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
化，紧扣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
重要举措。 此项目由中国海外交流协
会主办，湖南省海外交流协会协办，湖

南师范大学承办。首届共招收学员40
余人，学习20天，均为印尼籍一线在职
华文教师，据吴莎丽介绍，在印尼，很
多家长认为， 懂中文的孩子长大后就
业的选择性更大， 不少学校开了汉语
课，一些小学还将中文纳入了必修课。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新苗说，随
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汉语和中
华文化彰显出令人瞩目的魅力。 近年
来，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给
海外华文教育，给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了
历史性机遇。印尼是“一带一路”重要国
家， 是世界上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湖
南师范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印
尼华文教育的发展， 在华文教师培养、
华文教材研发、华裔青少年研修、华文
教师外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印
尼华文教育界的广泛认可。

父亲节，缅怀一位普通父亲
7年间，他和儿子相继成为器官捐献者
谌涵

湖 南 日 报 6 月 18 日 讯 （通 讯 员 李
蔡 斌 记 者 左 丹 ）6 月 18 日 是

父亲节， 南华大学第二临床学院10
位青年志愿者带着年仅6岁的小尚
（化名）来到该院器官捐献者缅怀墙
前，缅怀小尚去世的父亲王先生。不
久前，王先生捐献的器官挽救了3个
人的生命。
今年5月中旬，小尚的父亲王先生
外出办事发生不幸。弥留之际，王先生
的母亲决定将他的器官捐献出来。5月
16日， 当器官捐献协调员谷朝晖拿着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找到王先
生位于衡阳县的家里时， 他的家人翻

出了一张荣誉证书。原来，早在7年前，
这个家庭就有过一次器官捐献。2010
年，王先生的大儿子，小尚的哥哥出生
一个月后被查出患有疾病， 多次治疗
也无法挽救生命。 王先生将儿子的一
对眼角膜捐献了出来。
据悉， 王先生一家是当地的贫困
户，其妻患有精神疾病，一家人的生活
来源全靠他一个人打零工维持。
“这对父子的大爱延续让我们特
别感动。他们已经离去，但他们的善举
被社会所铭记。 我们志愿者要对这位
父亲说声节日快乐。”南华大学第二临
床学院青年志愿者王春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