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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越修越宽阔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路管理局文明创建纪实

陈 昊 关 波

吉首市矮寨国家森林公园，一
座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的矮寨大桥
从悬崖间飞过，四周云雾缭绕，犹如天路。 作
为包茂高速公路的关键性工程， 桥上进出大
西南的车辆来往川流不息，日夜不停。

桥下，就是矮寨公路。 这条有公路奇观之
称的公路水平距离不过 1000 米，因为垂直高
度 440 余米，整个山体的坡度达到 70°。 在
这样特定的空间，公路不得不多次转折，形成
13 道锐角急弯，26 截几乎平行、 上下重叠的
路面，有人把它形容为“一根压缩的弹簧”。

80 多年前， 为了修建它，2000 多名工人
奋战 7 个月，其中 248 人长眠于此，换来的是
这条抗战大后方的生命线。 后人为了纪念他
们，在山麓一侧峰顶上立起了一座高 3.5 米的
“开路先锋”铜像：一个壮硕的汉子双手举起，
左手持钎，右手拿锤，昂首站立。

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路管理局
办公楼，映入眼帘的是“开路先锋”铜像。 在局
长沈世锋的办公桌上， 同样放着一尊微缩版
的“开路先锋”，他说：“看着它，激励着我们，
当代湘西公路人， 同样要有先辈那般的勇气
和豪气。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无愧于时代的
‘开路先锋 ’， 才能让湘西的大路越修越宽
阔！ ”

公路，在开拓中延伸
从龙山县洗洛乡一路向南，一条宽阔整洁的

公路在大山之间蜿蜒而过，公路两侧被原始次生
林覆盖，林木蓊郁。 这条公路就是全长 102 公里
的省道 S260 线龙山段，被誉为“天然氧吧般的负
离子之路”。

该路是连接龙山县城至里耶古城的重要干
线公路和重要旅游通道， 沿途有国家一级景点 7
个、二级景点 7 个、三级景点 19 个，今年 1 月，这
条公路入选湖南省十大最美干线公路。

自治州地处云贵高原北东侧与鄂西山地南
西端之结合部， 武陵山脉由北东向南西斜贯全
境，森林覆盖率达 70.24%，就在 10 月 15 日，该
州正式获批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自治州利用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公路的通达通
畅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要求，也是旅游产
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用心打造“路在景中延、车在绿中行、人在画
中游”的美丽公路，是自治州公路人共同的追求。

近年来，自治州公路系统以建设“公路强州”
为目标，加强公路规划引领，全面推进公路基础
设施网络建设，协同对全州纳入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的 1169 公里进行升级改造， 组织实施了全州
普通公路大中修（含灾毁重建）工程、危桥改造工
程、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农村自然村通水泥（沥
青）路建设四个重点项目。 全州公路部门坚持有
路必养、养必到位，坚持公路巡查常态化、确保问
题早发现，坚持小修保养日常化、确保及时修补，
坚持排障除险快速化、确保及时恢复通行。

全州公路部门还多方筹措资金，完成裸露山
地造林 6000 亩， 完成绿化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
8281 公里，绿化率达 81.89%，由于成绩斐然，自
治州公路管理局被评为全州创森工作先进单位。

一条条公路宛若玉带一般，在自治州的群山
之间蜿蜒延伸，早已经成为神秘湘西这幅最美画
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形象，在敬业中树立
10 月 25 日，全州公路系统隆重举行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对“感
动湘西·公路十大人物” 进行隆重表彰。
平日里默默奋战在公路事业一线的他们
身披绶带， 此刻喜气洋洋地站在灿烂夺
目的舞台中央，接受观众的掌声和欢呼，
那是对他们爱岗敬业奉献的最大褒奖。

吉首市公路管理局应急抢险作业班
班长杨再吉用 10余年的坚守， 保障了吉
首西大门“生命线”——— 209 国道矮寨坡
头路段的畅安通行；用 30余年的付出，践
行了自己“以路为业，献身公路”的承诺。

泸溪县公路管理局天门溪治超站站
长符龙云以岗为家， 以 500 多个日夜和
每天 17 个小时的坚守，实现了泸溪超限
超载“零发生” 和货运车辆交通“零事
故”。

凤凰县公路管理局木江坪工班班长
田如龙 16 岁子承父业， 接下公路养护

“接力棒”， 扎根凤凰偏远山区公路养护
事业；他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干一行、爱
一行，一干就是 40 年。

古丈县公路管理局技术员李超虽是
初出茅庐的“90 后”，但挑起的是古丈公
路养护工程“大栋梁”；他把国家修的路
比喻成人的脸，坚守底线，公正无私，成
为“老板们”心中的工程施工“监护神”。

花垣县公路管理局养护站站长周秀
成 30 年如一日， 甘做一颗默默无闻的
“铺路石”；他勤奋好学，精益求精，总结
出数十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公路养护
成功经验，他是湖南省最美公路人，全省
十佳养路工。

保靖县公路管理局偏岩中心养护站
站长向大云自他接过公路养护工作那天
起，一干就是 36 年，几乎走遍了保靖所
有公路养护段， 从一名普通的养路工成
长为公路养护“领头人”。

永顺县公路管理局万坪工班班长田
正海 29 年坚守在永顺县道 006 线，换来
的是 18 次嘉奖、两次三等功和“五一劳
动奖章”。

自治州公路应急抢险中心高级工程
师欧阳靖手握两本“一级建造师资格证
书”，从参加工作时就坚守为湘西公路事
业奋斗的信念， 为全州公路应急抢险工
作奉献 33 年。

自治州公路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彭美
华在公路事业中奉献 32 年， 经历多岗，
在平凡岗位上甘当一颗螺丝钉， 把满腔
热忱和全部心血投身于公路建设事业。

这些敬业奉献模范人物是自治州公
路人的优秀代表， 正是有了像他们一样
的一大批爱岗敬业、 默默奉献的干部职
工， 自治州的公路事业才能不断攻坚克
难，砥砺前行，收获一个又一个令人称奇
的成绩。

文明，在创建中绽放
今年春夏雨季期间， 自治州连续发

生强降雨，普通公路遭受大面积破坏，全
州公路损毁点段多达 300 余处， 受损金
额达 6000 余万元，“必须在规定的时限
内抢通公路！ 灾情就是命令， 不需要动
员， 我们的干部职工全力以赴投入到恢
复公路的战斗中， 决不能让损毁公路耽
误抗洪抢险一分钟！ ” 回忆起那时的情
景， 公路部门参与抢险人员依然激动不
已。

最危急的是 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
期间，自治州多条公路同时告急：龙山县
省道 S256 线龙山至里耶公路多处塌方；
永顺县省道 S306 现和乡道 Y028 两条
公路中断， 吉首市己略龙舞公路边坡塌
方……面对险情， 全州公路部门积极组
织力量， 顶风冒雨日夜奋战在防汛抢险
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塌方、抢修便
道，确保了全州普通公路的安全通行。

由于工作出色， 交通运输部、 公安
部、应急管理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联合发文， 通报表彰自治州龙山
公路管理局，被评为“情满旅途”活动先
进集体，湖南省仅 9 家单位获此殊荣。

立足实际、探索创新，实施全员全过
程绩效管理，建立绩效管理长效机制、健
全绩效考核评价的制度， 构建全行业绩
效管理格局， 自治州公路人用自己过硬
的本领和坚强的意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
难，这与平日里的打拼磨练是分不开的。
近年来， 全州公路系统举办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行业活动， 为干部职工提供展示
自我、提升技能的平台：

开展“文明科室”、“文明家庭”、“文
明个人”、“卫生之家”创建活动，调动发
挥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与州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讲文明，
树新风，我运动，我快乐”文明创建文体
活动，让文明建设工作共建共享；

“廉洁创优工程年”活动，加强公路
建设领域廉政文明建设， 树立廉洁、高
效、务实的机关形象；

“文明执法、文明服务”活动，提升服
务意识、服务水平和能力，打造公正文明
执法队伍；

“交通杯”、“雨季杯”养护劳动竞赛
和“养护技术比武”竞赛活动，激发职工
学知识、比技术的热情，进一步提高公路
养护技能和水平；

“安全年”、“安全月”、“保险杯”百日
零事故安全竞赛活动，以活动促安全、促
管理；

“文明公路，平安湘西”活动，大力宣传
公路安全、文明交通等相关内容，在全社会
营造“文明公路，平安湘西”的浓厚氛围。

文明之花在自治州公路系统中越开
越艳，结出丰硕成果。

硕果，在奉献中结出
在自治州公路部门，“一线工作法”

是广大干部职工奉行的工作准则：路况
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矛盾在
一线化解，措施在一线落实；方案在一
线敲定，决策在一线做出、难题在一线
解决，成效在一线体现。 这是践行“爱
路、敬业、创新、奉献”湘西公路精神的
精准实践。

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自治州公路
管理工作不断取得进步，全州公路路况
稳步提升。 有两路一人分别荣获全省

“最美干线公路”、“最美农村公路”、“最
美公路人”称号，有三人一站分别荣获

“十佳公路局长”、“十佳路政执法人
员”、“十佳通讯员”和“十佳公路超限检
测站”称号。

今年来，全州公路部门重点实施养
护工程建设， 完成投资 6.26 亿元。 其
中， 普通公路生命防护工程完成里程
2393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3.68 亿元。完
成 37.7 公里大中修（含灾毁重建）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 7997 万元。 完成普通公
路 164 座危桥改造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78 亿元。 积极开展公路日常养护，完
成沥青路面挖补 22185 平方米，完成水
泥路面清灌缝 1689 公里， 清理水沟
3586 公里， 清理塌方 21 万余立方米，
实现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

全面组织完成好国道 319 线路上
的养护、建设项目，完善站点设施，打造
具有湘西特色的养护管理工作亮点，顺
利完成国道 319 线 115 公里的国检任
务。 经检测，全州干线公路路况优良率
达到 91.92%， 农村公路中等路以上比
例达 88，位列全省前列。

先后开展了路域环境治理、联合治
超护路百日会战、治超异地交叉执法和
治超联合整治行动等一系列的行动，加
快科技治超工作，普通干线公路超限率
稳控在 1.5%以下。

“为民筑路畅通途，文明花开香满
路”。 站在文明建设的新起点上，自治州
公路人牢记让工作上班之路更加通畅、
旅游出行之路更加舒心、回家过年之路
更加安全的神圣使命，正以非凡的创造
力和苦干实干的奉献精神，努力修筑和
管养好一条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道，为决战脱贫攻坚、冲刺全面小康、加
快建设美丽开放幸福新湘西作出贡献！

为“感动湘西·公路十大人物”颁奖。

深入企业宣传治超工作。

国道 G319 及 209 矮寨坡共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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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历史的变迁———国道 G352 线古丈县段三桥叠翠。

“开路先锋”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