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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夜话

（上接第 1 版）“县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为高铁建设搞好服务。供电部

门通过昼夜奋战建设了高压线路，及

时保证了施工用电；公安部门在每个

项目分部都专门设立公安值班室，调

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安监部门

及时到工地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和培训，为施工安全奠定基础；环保部

门经常到施工现场，帮助搞好污水处

理，做好环保工作；新闻单位多次深入

高铁沿线采访给予鼓舞，千岛湖传媒

中心除不断派记者采访报道外，还把

一年一次的单位岗位业务比武赛场放

到高铁建设工地上，本地报纸、千岛湖

新闻网、淳安发布、千岛湖户外屏媒等

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杭黄铁路建设

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稿件，他们还给

我们各项目部和分部赠送了《今日千

岛湖》报纸。种种的支持、关心和关怀

真得是说不完、道不尽。”

环境保护全线最优

淳安山青水秀，拥有一流的生态

环境和一流水体，淳安是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联系蹲点、亲自指导帮助过的

县。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倍感亲切、倍

有收获。“坚定秀水富民路，建设康美

千岛湖”是淳安县委县政府和全县四

十五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和共同目

标。因此，高铁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成

了全县人民高度关注的一件大事。

值得一提的是，淳安段隧道、桥梁

等施工影响生态环境的主体工程已基

本结束。从进场施工到现在三年时

间，在环境保护中实现了平稳有序。

中铁隧道集团、中铁二局用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强化于责的实际行动把环

境保护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事来做，

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两

山”理论，用实际行动向全县人民交了

一份满意的环保答卷。

在杭黄高铁设计时，就把生态环

境保护当作重要因素进行考量，因为

全长53.7公里的线路有47公里是隧

道，4.6公里是桥梁。经过这样的设计

就会大大减少对山体的破坏、生态环

境的破坏、森林的砍伐和土地的征用，

为环保路、生态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虽然，这种设计有利保护生态环

境，但四千余名施工大军和千余台机

器设备昼夜奋战在隧道之中，大桥之

上，点多面广，各类物资运输车辆繁忙

往返，尘土飞扬，加上隧道中的污水和

生活中的污水，若稍有疏忽，处理不

当，就会使千岛湖的水体、空气、生态

环境受到影响。

为了不让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流

入千岛湖，中铁隧道集团和中铁二局

先后投入了2000余万元在各项目分

部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池，在各隧道

出口处建设了4至12级污水处理池，

并建有仪器房，用科学配方处理，直到

除去污水中的氨氮磷后才放心地让清

洁水流入山溪中。

中铁二局承建的进贤溪大桥是唯

一一座能看见千岛湖，并要在深水湖

中建设的大桥。为了使水体不受大桥

施工影响，他们宁可延长3个月的工

期，成立环保科研攻关小组，经反复论

证试验，创造了漏浆监控、清水成孔、

循环清孔三种新工艺新方法，最终保

障了大桥施工中，湖水也清清。

高铁建设每天有数百辆货车运输

土石方和水泥钢材等物资，难免会带

来扬尘，影响空气环境。为了保证沿

线山村路面整洁尘土不再飞扬，中铁

隧道集团和中铁二局购买了12台洒

水车，配备了80余名保洁员，每天不

停的在山村道路和施工现场进行洒水

清扫，尽最大的努力减少施工对环境

的影响，让淳安大地始终保持天蓝地

绿、水清人和的秀丽环境。

党旗飘扬全线最红

“杭黄高铁党旗红，全线竞赛争先

锋”活动在淳安两支施工队伍中开展

得如火如荼，无论走进站前Ⅰ标和Ⅶ
标项目部，还是在各项目分部施工现

场，党建工作条例、制度措施一应俱

全。那种党建文化、廉政文化的氛围

格外浓厚。在各施工现场，党员示范

岗、党员突击队、党员抢险队和青年突

击队随处可见。每逢开展各类劳动竞

赛或在施工中遇到各类困难和危险

时，广大共产党员都冲在前、干在前。

中铁隧道集团四分部的项目经理、共

产党员刘大琳被大家称为工地上的

“男神”，在天目山隧道遇到断层、突

泥、涌水、有害气体等地质灾害危险的

时刻，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坚守在一线，

和大家一起攻难关，战险情，顺利安全

的完成施工任务，获得了浙江省“五

一”劳动奖章。中铁隧道集团站前Ⅰ
标项目经理耿伟作为项目带头人获得

了全国铁路系统火车头奖。中铁二局

站前Ⅶ标的副总工程师罗海强处处以

身作则，事事模范带头，被中国中铁授

予优秀共产党员，站前Ⅶ标获得“浙江

省工人先锋队”称号。

这两支施工队伍的广大党员，不

但在施工现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

且在公与私，小家与大家面前也充分

彰显了共产党员舍小家顾大局的本

色。为了施工进度不受到影响，每年

春节放长假期间都照常施工，许多党

员家里父母、妻子或孩子因病住院也

顾不上请假回家探望。中铁隧道集团

Ⅰ标项目部党委书记李茂林到淳安快

四个年头了，总共回家和家人团聚还

不到10天，像他这样长年无法回家以

工地为家，隧道为友，大山为伴的，在

这两支施工大军中占了三分之二。可

想而知，这是一支多么优秀的队伍。

路地和谐全线最好

前面提到，每当我们到中铁隧道

集团和中铁二局采访时，他们道不尽

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乡镇和干部群众

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地支持他们的

工作，关心关怀他们的生活。而当我

们采访相关部门和沿线乡村干部群众

时，他们却讲不完这两支施工队伍纪

律怎么怎么严明，工作怎么怎么辛苦，

对老百姓的利益怎么怎么关切的好

话，这种说不完道不尽的路地和谐情，

充分体现了路地双方都为对方着想，

互相体谅，相互沟通，互相帮助，相互

支持，关心关怀，更彰显了路地双方识

大体、共包容的高尚情怀。

金陵村今年80岁的项家瑞老大

爷说：“三分部的这些人离我们不到

200米，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天天看

在眼里，他们的纪律真象部队一样严

明，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虽然打隧道

天天要放炮，我们村里有些房子出现

裂痕，天天运石渣我们村的土路也有

的地方出现破损，但他们每天都派洒

水车到我们小山村洒水，派保洁员来

清扫维护路面，有裂痕的房子也及时

给予补偿维修了，你看，下面那个机器

房听说花了300余万对隧道出来的废

水进行12级处理后再排放到山溪里，

他们为保护群众的利益都尽心尽责

了，而且工作又那么辛苦，我们能不体

谅吗？”

是的，项大爷的这番话表达了沿

线乡村绝大部分群众的心声，打隧道

天天放炮，运物资的车辆在小山村的

道路来回奔跑，难免对沿线乡村的道

路、环境造成影响，但施工单位都在尽

心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如他们

投入了2000余万元用于环保设施建

设，不让污水废水排入千岛湖，购买了

12辆洒水车，配备了80多名保洁员

和道路维护工，尽最大努力保持山村

道路整洁，不让尘土扬起。针对隧道

爆破造成房屋受损问题，从2015年下

半年起，陆续启动了相关乡镇、村的房

屋爆损处置工作，截至目前，淳安段爆

损农户共计 1316 户，已完成处置

1293户，处置率达98.3%，补偿总资

金达358万元，有效化解了矛盾隐患，

维护了项目稳定。

这两支施工队伍还与当地困难群

众结对扶贫，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

暖”活动。在当地群众遇到危急关头

需要支援时，他们二话不说，前去帮

助。2014年，金陵村发生山火时，三

分部人员及时赶赴山上救火；左口乡

一山村发生山体滑坡堵塞道路，一分

部立即派出抢险队开着推土机、挖土

机前去清理疏通，处处体现了路地心

连心、和谐一家亲的氛围。难怪，每

年春节，中铁隧道集团Ⅰ标项目部与

屏门乡党委政府都要举办一场“路地

心连心，和谐一家亲”的春节联欢晚

会；难怪，屏门乡堪头村在开杆打山

核桃吃百家宴时要请二分部的人一

起去吃，因为路地双方都把高铁建设

当作自己的事、自家的人，拧成了一股

绳。

五面旗帜高高扬 勇当全线排头兵

记者
··

章晶
··

随着全县景区化的不断升级，千岛湖的度假形

象正在深入人心，已成为影视剧集拍摄取景的胜

地。如今正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乐视网、爱奇艺

等平台同步热播的剧集《鸡毛飞上天》就曾取景千岛

湖开元度假村。该片由张译、殷桃主演，是继《向东

是大海》《温州一家人》之后的第三部浙商题材电视

剧。记者从制作方了解到，拍摄期间，剧组辗转包括

义乌、西班牙、迪拜等多地，最后却把游艇度假的戏

分放在了千岛湖。剧组方面表示：“因为这里蓝天碧

湖，游艇穿梭，度假资源丰富，能够拍出度假天堂的

感觉。”

秀水美景拍大片
热了《鸡毛飞上天》

通讯员
···

郑苏华
···

近日，顾某某驾驶一辆皖C的半挂车在新安东

路被执勤交警查获后，惊慌中坚称自己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但民警通过网上查询发现其是有驾驶证

的。在向其陈述了无证驾驶依法要被拘留后，顾某

某仍坚持其是无证驾驶，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经过多方查询与证实，顾某某终于承认自己是

拥有驾驶证的。原来顾某某的驾驶证准驾车型是大

货车和小轿车，驾驶半挂车需要A2照以上，怕因准

驾不符驾驶证被扣分降级，顾某某才谎报无证，宁愿

被拘留，也不愿驾驶证被降级，所以才发生了此场闹

剧。

这位司机犯啥病
明明有证说无证

通讯员
···

王丽君
···

3月14日傍晚，一男子急匆匆赶到青溪派出所

求助，称寄住其家的14岁外甥郑某某上午6时离家

上学后失联。得此情况后，派出所立马安排警力展

开找寻。

监控组发现，6时46分郑某某曾出现在金峰乡

朱峰口，后步行往学校方向。因了解到郑某某单亲，

家在金峰乡，母亲在外打工，平时由千岛湖镇的舅舅

照顾。实地找寻组便转战金峰乡沿线跟踪查找，并

安排人员前往其金峰家中再次找寻。凌晨5点多终

于传回了好消息，人找到了，平安无事。

据了解，郑某某因作业未完成被照顾他的舅舅

责罚，心理上产生了逆反心理，故出走，后因天气实

在太冷，又躲回家中。

少年出走不见人
民警寻找到天明

通讯员
···

方小毅
···

结合“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系列行动，连日

来，县交警大队全面开展辖区面包车核载提示牌喷

涂工作。面包车喷涂核载提示牌，旨在避免面包车

超员违法，将面包车超员违法扼杀在源头，在提示乘

客的同时，也增强了广大面包车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面包车喷提示牌
严防载人胡乱来

3月17日，记者在寻访一片野紫荆

花时，在“环左线”亚山隧道上方海拔约

260米的山顶崖石上看到一株硕大的

紫荆树。这株丛生的紫荆树冠直径目

测在七八米间，高约四五米，树枝繁茂、

伸向四周，由于临崖而生，显得颇有气

势。园林工作人员称这一体型殊为少

见，可算得上是“紫荆树王”了。

记者 程贤高/摄

通讯员
···

邵文才
···

方静
··

近日，淳安县交投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客运北站

行车组“巾帼团队”获得上级表彰。

走进汽车客运北站大厅，整洁明亮的候车大厅

里行车组女职工们精神焕发，一张笑脸、一句问候、

一句满意的答复、一句告别语，都如春风般吹暖了每

个前来乘车百姓的心。千岛湖汽车客运北站(行车

组)目前由13人组成，为青一色的娘子军，主要负责

检票、导乘和发车工作。自组建以来，行车组以“巾

帼文明岗”创建活动为抓手，努力增强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技能，创新服务方式，促进了客运检票工作的

较好发展，树立起良好的交通服务窗口形象。

客运北站行车组
巾帼暖人心

文轩
··

“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

出自《论语》。《左传》有云：“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

嗣。”可见，上至国家，下及个

人，“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当今社会，景区随处乱丢垃

圾、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公共场

所大声喧哗等不文明、不礼貌

行为随处可见。不学礼，无以

立，创建省级示范文明县城离

不开社会每个公民去学礼、懂

礼、守礼。

注重抓示范。发挥党员干

部的先锋示范作用，大力弘扬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礼”的精

髓，树立“学礼”风尚和榜样，加

强公务员队伍文明素养，让

“礼”的内涵自上而下逐步深入

人心。

注重抓机制。单位要健全

对“学礼、守礼”行为进行表彰的

规定，赏优罚劣，建好长效机制，

要以“学礼”为荣，以“无礼”为

耻，共同为打造文明单位而努

力。

注重抓氛围。“知而不行，

非真知也”，对于“礼”不能仅仅

停留在“知”的层面，还必须对

“礼”进行深入学习、长期实践、

广泛传播，要“学礼”、“行礼”、

“传礼”。要通过新闻媒体在全

社会形成“学礼、懂礼、守礼”的

良好氛围，努力打造人人学礼、

人人知礼的和谐社会，宣传“有

礼”行为，曝光“无礼”行为，传

递正能量，传播真善美。

注重抓落实。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位

公民日常生活中将“学礼而立”

内化于心；要抵制不文明行为：

大声喧哗、言语粗俗、随地吐

痰、乱写乱画、横穿马路。要将

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做文明人

落实到文明行动中去。

不学礼，无以立

这里有株
“紫荆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