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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八月，正当建设好时节。8月 18日上
午，宁夏单体投资规模最大交通项目--银川至
昆明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段项目开工
仪式在太阳山开发区红墩子枢纽互通立交举行。

在开工仪式现场，几十台机械化设备一字
排开，600多名建设单位人员整装待发，随着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润
儿宣布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
阳段项目开工建设，悠远的汽笛声响彻太阳山
开发区上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咸辉，自治区政协主席崔波，自治区领导张超
超、赵永清、李锐出席开工仪式，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李宁致辞，自治区副
主席刘可为主持。

项目开工前，陈润儿、咸辉一行听取了自治
区交通厅厅长曹志斌关于公路交通重大项目和
宁夏高速公路网基本情况的汇报，调研了银川
至昆明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段项目规
划设计、建设施工准备情况。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曹志斌在开工仪式
上表示：“作为项目建设的主管部门，宁夏交通
系统将不负重托继续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精神。严控建设进度关，全速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严把质量安全
关，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将建设项目打造为百
年品质工程；严守生态保护关，秉持绿色发展理
念，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高质量推进项目
建设，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

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G85）起于宁夏银川
市，止于云南昆明市，纵贯宁夏、甘肃、陕西、重
庆、四川、云南六省区，全长 2322公里，是国家
高速公路网规划南北纵向线中的一条重要线
路。此次开工建设的项目是银川至昆明高速公
路（G85）的重要路段，路线整体走向自北向南，
起于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北侧的磨山台村，顺
接银昆高速公路银川至太阳山开发区段，依次
经过吴忠市利通区、红寺堡区、同心县，中卫市
海原县，固原市原州区、彭阳县，止于彭阳县红
河镇高寨塬（宁甘界）。

“项目线路长达 237公里，概算投资 261亿
元，工期为 4年。由于工程穿越宁夏中南部众
丘地区，桥、隧比例达到25.6%，工程建设规模、
施工难度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蒋文斌
介绍，下一步将针对项目的特点，组织设计单位
和施工单位加强科研攻关，加强对大桥和特长
隧道的科研研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据了解，银昆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
阳段项目是我区继红崖子黄河公路大桥、银川
至百色公路宁东至甜水堡段之后，又一条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的PPP项目。作为国
家百项交通扶贫骨干通道工程，也是继京藏、福
银高速后，又一条纵贯宁夏南北的高速公路大
通道。该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改善宁夏中南部
地区交通路网条件，有力促进沿线资源开发和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助推六盘山集中连片
特困区、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项目建成
后，必将有利于补齐宁夏对外开放短板，为宁夏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
供强有力的交通保障，为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
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添砖加
瓦、添色增彩。

“目前项目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场，正在进
行项目驻地和场站等临建工程的施工。”中国铁
建大桥工程局集团银昆高速公路第七合同段项
目经理杨焕永说，在施工过程中，将会全力推行
标准化施工，精细化管理，弘扬工匠精神，打造
品质工程，确保将银昆高速公路建成一条优质、
安全、绿色、和谐的人民满意路。

（徐 晴 刘彦琴）

银昆高速公路太阳山至彭阳段开工建设
陈润儿宣布开工 咸辉崔波出席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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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人信心坚定

脱贫攻坚 一路有你

进村入户问情况

拿起工具和群众同劳动

制定计划帮群众解难题 办实事

初心不改 使命牢记

六盘山精神驻心间

各族儿女抱紧团

共同缚住贫困这条苍龙

交通人信心如磐

决胜小康 从我做起

深入群众宣传政策

手把手把技术送给群众

扶危济困做群众的贴心人 知心人

担当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

长征精神伴我行

大家一起心连心 手牵手

共同谱写脱贫攻坚的赞歌

（作者单位：固原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

总 书 记 来 了总 书 记 来 了
有一种幸福叫
总书记的挂念

1997 年 4 月 ，总 书 记 来 到
宁夏

连续六天深入贫困地区考察
被西海固的深度贫困所震撼
那一刻
总书记心中留下一份深深的

牵挂

那年7月
闽宁村在贺兰东麓一片戈壁

上破土动工
总书记亲自提议并命名的移

民区
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指明了

方向
闽宁两省跨越山海
展开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倾情

帮扶

六盘山为笔，闽江水做墨，
24载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总书记是开创者也是践行者
他念兹在兹
和闽宁干部群众一道
用真情和汗水在这片曾经贫

瘠的土地上
会就改天换地的壮美画卷

有一种约定叫

我还要来看看

悠悠闽江水，巍巍六盘山
来自福建的海风一年一年吹

拂着宁夏的大地
2016年总书记来到宁夏
他看到六盘山区到黄河两岸

的河川塬峁，
他为发生在这里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高兴。
他对乡亲们说，等你们生活

过得更好了，
我还要到这里来看看
总书记的话成为那一年盛夏

里最深情的约定

有一种厚望叫
美好生活还在后头

2020年6月
塞上江南草木葱茏
宁夏儿女如沐春风
这是一个注定被山河岁月深

深铭记
被一方百姓珍藏惦念的6月

因为高瞻远瞩的蓝图壁画
因为塞上儿女的奋进身姿
总书记来了
带着嘱托来了
来履行那个珍藏在盛夏里的

约定

同样的掷地有声
同样的一诺千金

在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
抚今追昔

历史不会忘记闵宁跨越时空
的携手相伴

弘德村乡亲们的日子今非
昔比

道路宽了、山川绿了，老百姓
的日子美起来了

闽宁协作已开花结果，根深
叶茂

这是宁夏脱贫攻坚成效的一
个缩影

这是无数人，无数的努力，
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

落下，一个也不能少

从田间地头到群众炕头
从生产车间到产业基地
声声问候滋润心田
句句叮嘱暖人心房
一句美好生活还在后头
一句纯朴的祝你们幸福
总书记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担当
如同如约升起的朝阳
普照着宁夏的山山水水

有一种嘱托
叫先行先试，以示后人

两天之行，总书记为宁夏未
来谋篇布局

他远眺贺兰，近览黄河
山水之间，牵系千秋大计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

家战略目标
这是总书记赋予宁夏的一项

重大使命任务
也是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

情厚望

谆谆嘱托系发展
深深情怀系民生
总书记的嘱托
如同一粒种子拥抱沃土
一座灯塔照亮前路
一个深邃思想落地生根
一段奋进征程矢志不渝

宁夏人民坚定信心，
凝聚奋进力量
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
担负起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

使命
保护好红线底线，守好一条

生命线
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书写

新篇章
（作者单位：宁夏交投中卫收费站）

我

心
语 □杨俊文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
曾经说过：“一个完全以自我
为中心的世界，犹如一颗陨
落的红星，连一份热也不会
留下来。”是啊，世界是一个
由千千万万个小“我”而组成
的综合体，离开了“我”，这个
庞大的综合体将不复存在，
然而，离开了整体，一个个的
小“我”，也会如陨落的红星，
留不下丝毫光和热。

“我”是一个平凡的基层
工作者，从事着普通的公路
养护事业，勤勤恳恳，恪尽职
守，保障着国省干线的畅通
和无数司乘人员的行车安
全。一把把崭新锋利的铁
锨，随着手心老茧慢慢生厚，
卷起了钝角；一件件鲜黄的
安全标志服，随着岁月的洗
礼，也渐渐退去了原有的
颜色。

“我”是一名光荣的公路
人，早出晚归，只为让公路永
远保持干净整洁。公路就是

我的孩子，我得照顾好它。
路面脏了，我拿着铁锨，拎着
扫帚，去清扫干净；路面有病
害了，我带着材料去修补，生
怕它出半点问题。下班后，
拖着疲累的身躯，行走在自
己保养过的路面上，一边观
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一边
畅想着明天该如何更加努
力，那一刻，再苦再累，瞬间
都烟消云散了，好不痛快。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
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
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
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
量。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小

“我”，组成了我们整个和睦
友爱的公路人大家庭，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燃烧着
自己的生命，照亮了一条条
通往幸福的平安之路。

“我”是公路人，公路人
是“我”。

（作者单位：灵武西公路
养护站）

一 路 向 北 的 通 勤一 路 向 北 的 通 勤
邂逅过深夜司乘的疲惫，慰藉了子夜内

心的彷徨。当黎明的曙光悄然升起，四天恍
若意念之间，坐上了开往向北的通勤，伴随
着青山葱郁、细水长流而思绪万千……

从象牙塔的梦幻境地到第一次亲近社
会现实，充满了好奇与期待。记忆中的“收
费站”是坐落于城市的边缘，金黄的道头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红绿相间的指示灯
明亮洁净，上班的人员西装革履，步履矫
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路向北的通勤，漫长与艰熬。熬过

了四季交替的变幻，不变的是对收费工作
的执着与热情，滚动的车轮缓缓向前，看
过了南部山区的绿树苍翠，中部干旱带的
土地贫瘠，宁北边缘的荒漠肆虐。通勤车
里，下车的同行越少，对遥远路途的距离越
向往。

一路向北的通勤，愁绪与坚持。经历过
收费队伍的松懒散，到今日的文明至上，四
天的时间来去匆忙。服务有+萦绕耳畔，品
牌建设永不止步，休息之余还在喋喋不休，
何时收费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往复循环的工

作模式，悄然溜走的是光阴无限。
一路向北的通勤，认可与接受。三尺岗

亭迎来送往每辆急匆匆的车程，一面之缘的
眼神交流，都是人生何足的幸运。在不断缩
短与家的距离的同时，更应该珍惜这难得的
工作机会。

意境朦胧中回归现实，向北的通勤还在
前行，感觉却大不一样。今日的通勤，多了
一份对家的渴望，多了一份对工作的赞许。

（作者单位：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
限公司三营收费站）

旅
途

□苟亚鹏

8月 21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推进高
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建设新闻发布会。邀请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
水利厅、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围绕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介绍自治区推
进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蒋文斌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了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在交通基础设
施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克服重重
困难，坚决落实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牢固树立“抓发展必须抓项目，抓项目就
是抓发展”工作思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项目
建设，充分挖掘交通重大项目投资拉动作用，努
力践行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官”使命。

紧抓项目复工，守好基础设施建设“主阵
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交通运输厅坚持
一手严抓疫情防控、一手紧抓项目建设，以“问
题日解决、计划旬调度、工作月督查”的工作机
制，推进乌玛、西会、银百和京藏改扩建4个重点
建设项目和国道 341黑城至海原段等 3个普通
国省道续建项目 3月份全部复工，带动 1.5万余
农民工就业，打响了全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第一炮”，为交通建设市场相关企业的平稳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紧跟建设节奏，当好经济社会发展“先行
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

贯彻落实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确定的
“续建新开拟建 10条高速公路、实施 1000公里
普通国省道、新改建1000公里农村公路”的工作
要求，全面梳理分析公路建设项目，除续建项目
外整理排序了 5个高速公路项目和 50个国省
干线项目。将项目从立项到施工全过程分解
到 35个节点，任务到日，责任到人，调度到位。
突出抓好总投资 261亿元的“国家百项交通扶
贫骨干通道工程”——银昆高速宁夏段 PPP项
目，确保年内完成 20亿元以上投资，目前项目
已于 8月 18日开工建设；海原至平川高速公路
和 16个国省干线项目年内全部开工；建成1000
公里农村公路，形成有效投资。乌玛高速北段
等 4个高速公路及 34个国省干线项目，坚持前
期工作不停顿、争取建设条件不懈怠，成熟一条
开工一条，坚决把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新要求落
到实处，努力践行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官”的
使命。

紧盯投资调度，实现交通投资增长“加速
度”。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坚持
精准调度、科学组织，1-7月完成全区公路水路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72.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8%，其中4条高速公路重点项目投资进度达到
75%，实现了时间过半，投资过半，以实际行动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蒋文斌表示，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
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讲话精
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大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力度，为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交通保障。

一是挖掘投资潜力，加快续建项目进度。
在从严落实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加快续建项目
进度，拿出“一天当做五天干”的狠劲，发扬“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拼劲，咬定年度目标，盯住进
度节点，合理安排工期，深挖项目潜力，确保京
藏“四改八”全线通车，银百、西会高速建成投
运，乌玛高速南段路基桥涵基本建成，为实现年
度目标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扩大有效投资，力促新开项目提速。
充分利用三季度工程建设的“黄金期”，坚持按
照“一项目一方案解决，一项目一领导包抓、一
项目一专班对接”的工作方法，在确保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能快干则快干、能多干则多干”，
加快推进新开项目实施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全面完成全年 125 亿元交通投资目标
任务。

三是加强前期工作，争取拟建项目落地。
全力抓好拟建项目的纵向衔接和横向协调，主
动加强项目谋划、要素保障和协调配合，逐个项
目跟进，逐个环节落实，全程紧盯、一抓到底，形
成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模
式，全力以赴争取更多交通项目落地实施。

在答记者问环节，蒋文斌针对银昆高速太
阳山开发区至彭阳段项目如何有效保证顺利实
施和高速建成后对我区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做出
了回答。

守好守好““主阵地主阵地”” 当好当好““先行官先行官””
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交通保障

8月18日上午，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段开工仪式在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红墩子枢纽互通立交举行。 毛永智 摄

心
曲

□陈 燕

脱贫攻坚 交通先行
段 平

生如夏花 吕金蓉 摄

收费站的夜

并不漆黑

而是灯火通明

三尺岗亭里坐着的收费员

虽然有些疲惫

却总是用最好的状态服务过往司乘

收费站的夜

并不冷清

而是车水马龙

那一辆辆车的汽笛声

一个个如沐春风的笑容

一声声干脆的“晚上好”“请慢走”

打破了夜的宁静

收费站的夜

并不凄凉

而是温暖如春

过往司乘的那一句句亲切的问侯

“你好，你们辛苦了!”
温暖着收费员的心

让收费站的夜晚

充满了温度

（作者单位：吴忠收费站）

收费站的夜
马 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