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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5 月 15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
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近 300
对，使铁路客座能力增长近 8%、货运能
力增长近 9%。这是近 10年来铁路实施
的最大范围的运行图调整，也是铁路运
输能力增加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不同于近年来多次微调，此次铁路
调图在大幅增开旅客列车的同时，统筹了
高铁与普通铁路，统筹了各种开行距离的
列车，是针对市场需求，对列车开行结构
的全面优化，是中国铁路自发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
部副主任黄欣说。

增开晚间高铁 出行更加快捷

在西安工作的宝鸡人阎浩这个周末
特别开心。“开通夜间动车是重大喜讯
啊，可以天天回宝鸡的家了。”原来，5
月 15 日起，西安北到宝鸡南将增开夜
间动车 2 对，原来 20 时的末班车延长
到了 22 时，早上 6 时至 7 时之间也有
了早班车。

“一张高铁票才 52 块 5，真正的双
城生活！而且宝鸡的房价才是西安的一
半，高铁这么方便，也不急着在西安买房
了。”阎浩说。

阎浩只是受益于此次铁路大调图的
旅客缩影。5 月 15 日，全国铁路实行新
的列车运行图后，全国铁路将增开不少
动车组列车，更多旅客将更大程度享受
高铁便利。

延长时间，更多人将乐享双城生活。
其中在京沪、京广、沪昆等高铁线路增开
晚间和早间时段的动车组列车 100 对，
为中小城市去往临近大城市的旅客提供
便利，满足旅客早间和夜间出行的需求。

新线开通，一批热门城市将迈入
“动车时代”。在东部，随着南京至启东
铁路复线电气化一期工程完工，5 月份
南京至南通将首开动车组列车，旅行时
间将由目前的 4 小时压缩至 2.5 小时以
内，扬州、泰州、南通将首次开通动车组
列车。在北部，内蒙古将增开呼和浩特东

至鄂尔多斯、集宁南至鄂尔多斯各 1 对
动车，缩短旅客车程近 1 小时，结束“草
原明珠” 鄂尔多斯没有动车的历史，并
构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快速出行通道。

对接市场，哈尔滨至郑州、赣州至深
圳、贵阳至北海等一批热门线路将首次
开行中长途直通动车组。“经过一段时
间的市场摸底，我们发现黑龙江到河南
的出行需求特别旺盛，现在的直达普快
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所以才推出了动车
产品。”据哈尔滨铁路局客运处处长尤
君平介绍，本次调图，哈铁局首次开行哈
尔滨至郑州的 G1262/3 次直通动车组
列车，沿途经过黑、吉、辽、冀、津、豫五省
一市，全程运行时间 10 小时 49 分，首
次实现“黑豫当日达”，较目前最快 18
小时的直达普速列车缩短了近 7小时。

改变“甩小站”情况
中小城市增加站点

4 月，“铁路调图后汕头到湛江要
开通直达车”的消息一出，很多广东旅
客马上查询时刻表。过去，旅客从粤东到
粤西要先坐 688 次列车到广州火车站，
再换乘其它车次去湛江西站，十分不便。
然而，看到时刻表后，不少旅客发现，此
次增开的直达列车全程需要 20 个小
时，比近 17 个小时的中转旅程还长。

“市场摸底后，发现城际出行需求
很大，所以这条直达车既要照顾到直通
旅客的便利，也会在中途停站较多，方便
沿线小城市旅客出行，” 广铁集团客运
处处长陈建华说。

越来越多的火车“甩小站、停大站”，
近年来旅客对此颇有意见。“这次调图充
分考虑中等地级市城市群众出行需求，突
破以直辖市、省会城市为主要节点的普速
旅客列车开行模式，进一步加强普速路网
的联通性，改善中小城市间的交通条件，
便利沿线群众出行。”黄欣说。

改善中小城市路网联通，大量增开
地级城市间始发终到普速列车，重点安
排三、四线城市站点。5月 15日起，铁路

增开地市级城市间始发终到普速旅客列
车 38 对。伊春、绍兴、聊城、保定、六盘
水等地级城市首次开行了始发终到的直
通旅客列车；增开湛江至汕头旅客列车，
使广东省最西和最东城市首次实现铁路
客运的联通。

补足中西部出行短板，增开中西部
跨区域旅客列车 100 对。该增加的增
加：在昆明至宁波、深圳至乌鲁木齐、南
宁至西宁等方向增开跨区域长途普速客
车，其中深圳到乌鲁木齐直达普速列车
的单程运行距离超过 4800 公里，将是
我国运距最长的一趟列车。该填补的填
补：开行了齐齐哈尔至乌鲁木齐的旅客
列车，为黑龙江省首趟进疆列车，增加西
部城市与东北城市的联通性。该延长的
延长：将北京至嘉峪关列车延长至敦煌，
支持河西地区旅游业发展。该优化的优
化：增开兰州至格尔木、重庆至银川等列
车，提高了西部省际铁路客运均衡有效
供给，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缩短中西部旅客到北上广的出行时
间。赣州、龙岩是革命老区和客家聚集
地，此次调图后，将增开 5 对始发动车
组列车，将“革命老区”与“经济特区”
“英雄城”与“客家聚集地”快速连通起
来。赣州至深圳北动车比原有普速列车
运行时间缩短近 1.5 小时、南昌西至龙
岩动车比原有普速列车运行时间缩短近
3.5 小时。通过优化车次衔接，部分直达
列车旅行时间也将有较大幅度压缩，像
兰州至上海 Z218 次、北京至吉林 Z117
次旅行时间均压缩 3 小时左右；长沙至
北京 T1/2 次改为直达列车，运行时间
压缩 2 小时左右，阜新至北京旅客列车
最高压缩 5小时 28分。

增加旅游专列 随时说走就走

与铁路基本运行图同步实施调整
的，还有旅游专列运行图。

5 月 15 日起，铁路部门围绕红色旅
游、老区旅游、边疆旅游、家庭旅游、休闲
旅游和生态、森林、工业、体育等特色旅

游需要，开行旅游专列运行线 69 条，比
调图前增加 30条。

“铁路旅游专列运行图的实施，意
味着今后广大民众再选择旅游专列出行
出游，就如同现在乘坐图定列车一样，可
以实现提前预订和规划。”北京铁路局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刚表示，实施铁路
旅游专列运行图是历次铁路大调图中所
没有的。与以往铁路开行旅游专列最大
的不同是，这次旅游专列运行图与基本
运行图是同步设计、同步规划、同步实
施，彻底改变了以往旅游专列开行在既
有线列车运行的间隙“见缝插针”的情
况。列车始发终到时间安排更加合理、线
路设计更加优化，运行时间更加精准。以
此为标志，铁路将逐步改变以往开行旅
游专列临时性、速度慢、运行时间长等弊
端，进一步分羹休闲游市场。

徐刚举例，5 月 22 日，北京铁路局
开行的首列入闽“清新福建———茶禅一
味、福寿之旅”旅游专列，就因考虑到游
客午休和用餐便利，将始发时间由原来
的 12：30 调整为 14：40，运行线路更是
实现了全线不绕行，为游客有效地节约
了旅途时间，优化了游玩体验。“旅游专
列是典型的‘慢游’，也是日益火爆的旅
游休闲市场的一块短板。加开旅游专列
运行线并实施专列运行图，为旅客错峰
出行规划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的休闲度
假新模式增加了选择。”

高铁曾在客运市场上成功发挥鲶鱼
效应，此次旅游专列能否进一步激活旅
游市场一池春水也值得期待。如北京铁
路局新增的线路包括：北京西—昆明、湛
江，呼和浩特东至额济纳、阿尔山等共计
30余条，旅游目的地基本上囊括了国内
各大著名景区所在区域，实现了“月月有
专列”。旅客可以春天赶往福建、浙江等
江南探花；夏天去东北漠河、黑河和张家
口等方向消夏避暑；秋天到内蒙古额济
纳、南疆喀什、和田等地去看胡杨、赏大
漠；冬天到海南等地避严寒、躲雾霾，可
谓“一年四季说走就走”。 人民日报

铁路运行图迎近 10年来最大调整
我的出行会怎样改变

近日，30 座建筑物被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RIBA)的 RIBA 国际奖提名。提名名单罗列了从
越南幼儿园到土耳其清真寺，超过 20个国家的顶
级建筑物，最终评选结果将于 2016 年 12月发布。

新华网

世界顶级建筑美轮美奂令人叹服

从 4 月 1 日起，随着驾考改革落
地，天津、包头、长春、南京、宁波等 16
个试点市（州）开展小汽车自学直考试
点。记者调查发现，试点启动一个月以
来，已有一些报考者顺利通过所有科目
考试拿到驾照。不过，由于地方相关配套
措施尚不完善，有的试点城市一个月内
仅有几十人报名。

“试水”城市问的人多报的人少

记者近日在天津、长春、吉安、福州
等试点城市采访发现，“试水”自学直考
的人还不多。

天津市车管所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末，天津共有 40人报名，27 人通过科目
一，1人通过科目二。据福州市交警支队
统计，截至 5 月 5 日，共受理自学直考
申请业务 357笔，核发学车专用标识 30
份。青岛市截至 4月 26日共有 30余人
报名，而南京市试点开始半个月内的报
名人数只有个位数。

与自学直考报名的“冷清”对比，驾
校的生意依然兴旺。在试点城市江西吉
安，4 月份共有 35 人报名自学直考，其
中 18 人申请到自学直考学车专用标
识。据交警部门统计，当地平均每月通过
驾校报名的学员有七八千人。

记者从马鞍山、包头、南京等试点城

市的车管所了解到，对于自学直考，目前
“问的人多，报的人少”。“自学直考的
门槛还是蛮高的，所以报的人并不多。”
马鞍山市车管所一位工作人员说，截至
本月初，该市报名人数仅十余人。

此外，与自学直考相关的安全用车
改装市场也未火起来。记者在多个试点
城市采访发现，给汽车加设安全辅助装
置，改装费用为五六百元到一千多元不
等，多数相关企业生意清淡。

自学直考政策出台前，曾有人预测
会对驾校产生很大冲击，但长春、福州等
地的多家驾校报名咨询人员表示，目前，
报考的费用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波动，
也没有降价的计划。

费用甚至超驾校 练习场地不好约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自学直考在落
地过程中的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完善。

长春市一位自考学员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按规定改装练习车辆费用，如以新
捷达车型为例，约为 1500 元；科目报名
费约为 600 元；再加上熟悉考试场地的
费用等，自考全程花费至少近 3000元。

记者走访多地驾校发现，目前驾校
培训的均价在 3000 元至 4000 元。长春
市部分驾校最低全套科目报价为 2500
元左右。吉安市兰天驾校管理人员李水

生表示，吉安市驾校有 60 多家，行业竞
争激烈，有的驾校学费低至 1800 元。

另外，按规定，自学人员须在具备安
全驾驶经历等条件的人员随车指导下，
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
线、时间学习驾驶技能。

长春市交警支队车管所一位负责人
表示，社会道路很难满足 S 形弯道、坡
路起车等练习条件，自考学员最好到正
规场地练习有关科目。一些自学人员反
映，虽然一些城市划出了不少路面训练
路段，但与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一些路
段过偏，数量也不够，可以练习科目二的
场地不好约，收费也不低。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随着学车旺
季到来，不少大型驾校在保障自有学员
练车之外，才对自学学员开放场地预约。
“本想周六周日去练车，但周末驾校自
己的学员本来就多，很难约到。”一位福
州自考学员说。

此外，根据规定，自学用车应为非营
运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在自
学直考申请地注册登记，并加装副制动
装置、辅助后视镜等安全辅助装置，完成
加装后经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记者采访部分改装企业发现，前来
改装车辆的人并不多。一些人表示，“把
自己的车钻一个洞很心痛”，并担心改

装车辆会对车体造成影响。而且，按规
定，一辆车 3 个月内只能由一名学员使
用，因此几乎没有机构愿意做改装车辆
出租给自学者使用的生意。

需细化配套措施 倒逼驾校提升服务

有驾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自
学直考是对现有驾考培训体系的补充，
先期遇冷也在意料之中，需要一定时间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逐步让大家了解和
接受。

业内人士认为，自学直考是为了方
便群众，政策落地后，更需相关配套措施
及时跟进。华东交通大学运输与经济研
究所所长查伟雄说，汽车驾驶自学直考
是未来趋势，世界潮流，更是一项实实在
在的便民措施。有关部门应在试点基础
上总结创新，通过细化配套措施，降低自
学直考的费用，提高其安全性和便利性。

福州市交警支队驾驶员管理所所长
杨进德表示，自学直考为群众学习驾车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将倒逼驾校提升服
务质量和培训质量。

记者了解到，受自学直考的影响，一
些地区的驾校开始主动改变。福州、长春
等地部分驾校开始试点“分段付费”的
模式，学员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支
付各阶段培训费用；有驾校设立学员奖
学金，给予自报名起 90 天内正式获得
驾照的学员一定奖励；还有部分驾校推
行“先培训后付费”的模式。 京华时报

驾驶证自考“试水”城市遇冷

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意见，提出为
完善精准扶贫乡村交通基础网络，我
国将重点实施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工程。其中包括剩余乡镇通硬化路 1
万公里、建制村通硬化路 23 万公里、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通硬化路 5 万
公里、乡村旅游公路和产业园区公路
5 万公里、一定人口规模的自然村公
路 25 万公里、改建不达标路段 23 万
公里、改造“油返砂”公路 20 万公里
和农村公路危桥 1.5 万座。

根据意见，到 2020 年，我国要在贫

困地区建设广覆盖、深通达、提品质的
交通运输网络。目标包括：乡村交通基
础网络明显改善，实现乡镇通硬化路，
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自
然村道路条件得到改善；区域交通骨
干通道建设显著加强，铁路、高速公路
基本覆盖贫困地区市（地、州）行政中
心，有条件的市（地、州）级城市和重
点旅游景区布局建设支线机场；二级
及以上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所有县
城，有条件的县城实现通铁路、高速公
路。

人民日报

我国将实施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工程
为完善精准扶贫交通基础网络

记者从此间召开的全国林木种苗
工作会议上获悉：到 2020 年，我国造
林苗木将力争全部实现基地供种，良
种使用率提高到 75%；建立林木种子
贮备制度，种苗质量合格率稳定在
95%以上。

据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介
绍，我国将用 5 年时间完成全国林木
种质资源普查和国家林木种质资源设
施保存库（主库）建设，确定国家级和

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公布可供利用
的林木种质资源目录，建立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库数据库系统。

过去 5 年，我国已建设国家重
点林木良种基地 224 处，良种使用
率由 51%提高到 61%。全国苗木花
卉生产面积 3000 多万亩，年产值达
3600 多亿元，较“十一五”期间翻
了一番。

人民日报

我国将建立林木种质资源库数据库
林木种苗良种使用率 61%

双腿疼痛跪在讲台前的长条板凳
上为孩子上课，这是安徽淮南市凤台
县丁集镇张巷小学女教师李元芳的常
态。在三尺讲台，在这块略显“贫瘠”
的村办小学里，李元芳默默撒播着阳
光与希望，滋润着这些农村的 “花
朵”。

今年 42 岁的李元芳出生在安徽
淮南市凤台县农村一个教师家庭，3
岁时不幸身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肌肉
严重萎缩。不服输的李元芳刻苦学习
考取了大学，1998 年毕业后她回到淮
河岸边家乡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当了
老师。

18 年来，她依靠拐杖支撑身体，
踱移在讲台两侧。最早她还是用双拐
支撑行走，但是为了教学需要，她放弃
了双拐，学会了使用单拐。写粉笔字的
时候，她靠着拐杖和黑板的支撑，工整
地在黑板上一笔一画书写。

现在，她每天要上四节课，每节课
40分钟，还要负责一个小时的自习，
一天差不多要站四个小时。四个小时，
对平常人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拄着
拐杖的李老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
验。2008 年以来，由于长时间拄着拐
杖站立教学造成脊柱侧弯严重变形。
她本来可以坐着教学，但为了保证教
学效果，为了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她

在讲台旁边放了一个长板凳，每次疼
得受不了，就单腿或双腿跪在板凳上
给孩子们讲课，缓解腰腿疼痛。就这
样，她跪了整整 8年。

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坐着上课
时，她总会说：“如果坐着，学生就看
不到我了。而且起来会比较费劲，还是
跪着方便些。”

长期的站立让原本腿脚不便的
李老师脊柱变形更严重，天气一变
化，腰和腿就疼痛难忍。当医生把病
历和假条递给李老师建议她请假休
息时，她不愿意，她放心不下班里的
孩子。

教书重在育人，村办小学留守儿
童多，孩子差异性很大。李元芳在教学
中，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她总能想出
各种巧妙的方法引导学生改掉坏毛
病，养成好习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引
领着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面对已经严重变形的脊柱，她把
病痛的折磨深深隐藏在心底。每天只
要走进那所充满勃勃生机的校园，站
在三尺讲台前，她的脸上马上洋溢起
灿烂的笑容。她说：“我无法选择自己
的命运，哪怕我只是一个石子，我也要
当一个快乐的小石子，为乡村孩子铺
就一条通往幸福人生的成长之路！”

人民网

三尺讲台 一跪八年

28 岁的范欣言，已是水电行业里
的焊接“老师傅”。火热的焊花，见证
了他过往 12年的青春岁月。

一路走来，他从初中毕业生成长
为焊接达人，先后多次获得全国焊接
技术比赛大奖，完成国内外多个大型
工程的焊接项目，并在今年 5 月 1 日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勤奋让他脱颖而出焊接让他找到
了成就感

12 年前，刚刚初中毕业的范欣言
背着简单的行囊，从老家河北来到四
川广元，成了中国水电五局机电制造
安装分局的一名焊接学徒。

一起学习的 20 来人中，他年纪
最小，个子最瘦弱，也最用功和勤奋。
“师兄们大多是从技校出来的，要不
就是有焊接底子，我当时就想着不能
拖后腿。”范欣言一有空就钻进车间
勤学苦练，即使盛夏仍身着厚工装，手
拿焊枪作业。

“手上烫起了不少血泡，旧伤刚
好又添新伤。”范欣言笑着说，后来谈
恋爱，他还因为手太粗糙，不敢主动牵
女方的手。

这个勤奋刻苦的小伙子，终于在
2007年让全厂上下刮目相看。那时厂
里进行技术比武，范欣言的焊缝是同
批学员中焊接得最好的，他因此获评
为中级焊工，月工资从 200 元左右涨
到 800 元。这次内部竞技，让伯乐相
中了他这匹千里马。

在焊培主任徐华的带领下，范欣
言除了日常工作，还抓紧时间训练。在
2009 年全国工程建设系统第九届焊
工比赛中，他在 120 名选手中取得了

第 25 名的好成绩，打破了厂里此前
参赛的纪录。

渐渐的，范欣言对焊接的感情变
了，他对技术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每
当看到一条满意的焊缝在我手下出
现，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成就感，这也激
励我下一次做得更好。”

苦练内功技术过硬他的产品成为
“免检品”

十多年来，范欣言先后参加了紫
坪铺、苏丹麦洛维、亭子口、锦屏等大
型国内外水电工程的金属结构制造焊
接工作。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 2006 年厂
里进行麦洛维弧形闸门门叶施工，他
在师傅带领下连夜加班赶工焊接的一
幕。

夜晚焊接，能见度低，对焊接技术
要求较高；而人由吊篮吊在半空中进
行焊接，焊接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
高。经过一晚的加班抢工，范欣言和同
事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当不含杂质、
气孔，焊缝质量合格率 100%的检测
呈现在面前时，他欣慰地笑了。

日复一日的苦练和实践中的不断
摸索，让范欣言的焊接水平突飞猛进。
经他之手焊出的工件，焊缝一次性验
收合格率很高。所以，除对关键部位进
行重点抽检外，探伤检测人员对其他
部位均实施免检，他焊出的产品也逐
渐成为了“免检品”。

范欣言说，曾经的他只希望有项
安身立命的技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焊接技术的喜爱和对成就感的渴
望，让他一步步努力走到了今天。

华西都市报

手太粗糙 谈恋爱时不敢牵手
28岁的焊接达人：图①为阿塞拜疆海达

尔阿利耶夫中心
图②为新加坡拥有

960户公寓的“天空廊道”
图③为新加坡的核心

酒店———皮克林宾乐雅酒
店

图④为卡塔尔首都多
哈的卡塔尔伊斯兰研究学
院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