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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者，国之重器也。“朝发成都
越秦岭，北去长安一日还。行至朝天最
高处，川陕两省顾盼间。”西成高铁呼
啸入川，宣告成都进入了高铁新时代。
高铁对重塑区域发展格局和提升城市
战略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给
急剧变迁的生活方式和百舸争流的城
际竞争展开了高铁篇章。

西成高铁沿着胡焕庸线从西安一
路南下直达成都，将西部两个重要城
市——西安和成都同步接入国家高铁
网络，是对新时代我国交通强国战略
和西部大开发区域发展战略的最好诠
释。高铁互通不仅使“川陕渝”西三角
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成为可能，而且
必将全面带动西成高铁沿线城市如德
阳、绵阳、广元、安康、汉中一起迈进高
铁新时代，极大拓展了我国西南腹地
的战略纵深和西部边疆的发展动能。
与此同时，成贵高铁通车后，沿线之眉
山、乐山、宜宾、昭通、毕节等将和西成
高铁沿线城市一起形成西部地区璀璨
耀眼的高铁走廊，通江达海、远至疆
境，成为西部高铁网络的南北通道。

西成高铁的顺利开通对于成都尤
为重要，实现成都名副其实的国家中
心城市地位并完善“三中心、两枢纽”的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城市也是
一切对外关系的总和，而城市影响力的
最远距离就是全天候朝发夕至的交通
里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贵州能够
自2011年开始GDP高速增长并在近三
年领跑全国，就是得益于2014年开通运
营的贵广高铁使得贵州接入广州而在
整个西部先声夺人。西成高铁成倍增加
了成都的城市影响力，并以高铁速度重
构了与全国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
港的城际关系，为迎头赶上一线城市的
速度增添了强劲动力。

慢成都依然闲适，快成都翩然已
至。沛然成都，溢乎四海！

西成高铁连通了一带一路战略中
西部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节点和国家中
心城市，它们分别是西域丝绸之路和南
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分别是中巴经济
走廊和中缅经济走廊的战略后方。假以
时日，西成铁路北上长安后可西进新疆
沿中巴经济走廊直达阿拉伯海滨，南下
昆明若西进可沿中缅“人字型”经济走
廊分别直达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在昆
明若继续南下沿泛亚铁路中线先期到
达泰国湾并可远抵新加坡，沿东线通过
河内一路南下到胡志明直抵南海海滨。
因此，通过西成高铁的南北连通，可将中
国西部极推到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俨
然成就了中国的“两洋战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西成高
铁的设计时速在2011年夏季由350公
里调降至250公里，但江油以南的成绵
乐城际铁路之线下基础已预留350公
里时速条件，这为必要时西成高铁的
提速升级特别是为成都进入350公里
时速年代奠定了雄厚基础。

“西成高铁一线牵，日与秦塞通人
烟。从此蜀道不再难，行遍天下最成
都”。西成高铁不仅是四川人民交通强
省的战略写照，我们期待整个西部地
区也能借此搭上新高铁、进入新时代！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战略发展处处
长、博士生导师邱延峻博士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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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厨师为小朋友发肉夹馍

双城美食：冒菜、钵钵鸡、羊肉泡馍
和肉夹馍

前往西安探望哥哥的周译文

首发列车上的川陕气息首发列车上的川陕气息：：
肉夹馍和川剧
还有被高铁改变的川陕人

西成高铁商报“感恩体验”专列出发

成都市民：吃顿火锅的时间就到了

今年的成都商报用户节上，滚动的大
屏幕，为一批批商报用户送上了免费乘坐西
成高铁的资格。

6日下午2时27分，搭载着近600名成都
商报用户的西成高铁商报“感恩体验”专列，
从成都出发前往西安。对于成都市民来说，4
个小时仅仅是打一圈麻将、吃一顿火锅的事。
当天傍晚6点38分，经过4小时11分钟的旅
程，西成高铁商报专列顺利抵达西安北站。

商报专列出发
乘客热情不比首列低

虽然并非首列，但6日下午的D4260
次列车的乘客，依旧热情高涨，从进站到
上车，不断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成都东-
西安北”、“4小时”、“245公里/小时”，这些
象征着便捷和速度的字样，终于成了现
实。车厢的有序让刚开通不到一天的西成
高铁，看上去像一条老铁路。

4个小时，对成都乘客来说，也就是下
班后，和朋友打一圈麻将，周末在人民公园
喝两杯茶，与朋友吃一顿火锅，一台春晚还
没有演完，但就已经从成都到西安了。

由于正逢周三工作日，中老年人成了
商报专列的主力军，上车之前，他们就报
了西安及陕西省景点的旅行团。65岁的王
家强报的是延安两日游，“以前出差去过，
但都没有好好游览一次。”

上班族请假三天
还烫了头发约了老同学

从事电子科研工作的何智航，全国各地
出差是工作常态，但进出西安四五次，每次
都来去匆匆。抽中奖后，他立马向单位请了
三天假，并特地烫了发，准备换个心情。“最
近看了《大秦帝国》，现在西成高铁开通，蜀
道再也不难走咯。”何智航还告诉记者，“本
来要去上海出差的，既然中了奖就不能辜负
盛情，提前做好了报告，加班完成了任务。”

出发当天，他给在西安工作的老同学
打去电话，“上次他来成都请他吃了川西
坝子火锅，这次该轮到他请我吃羊肉泡馍
了！”两人相约西安北站出站口相见。

弟弟千里探望
兵哥哥有任务无法接车

8年前，17岁的周俊材到西安当兵。8
年后，22岁的弟弟周译文第一次坐上了前
往西安看望哥哥的高铁。“哥哥走时我14
岁，一晃8年，想借这次机会去见见他，看
看他好不好。”

周译文是南充人，正在成都上大学，作
为弟弟，他为自己在战略支援部队当兵的
哥哥感到自豪，但同时也有些心酸：“一年
只能见他一两回，春节也难得回来一次，我
们很想他。”抽中成都商报西城高铁感恩体
验车票后，雀跃的周译文第一时间通知了
哥哥。周俊材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还告诉
弟弟注意安全，到站后会前去迎接。

周译文带了一个大行李包，里面装着
带给哥哥的家乡特产，牛肉和川味豆腐
干。然而，刚坐上车，哥哥就打来电话，因
为临时有任务不能赶到接弟弟了。周译文
告诉记者，知道能相见就够了，等了那么
久，这点时间不算什么。

铁路建设者体验
坐一趟列车怀念建设铁路的日子

有人去西安旅游，而有人是专门来坐
西成高铁的。45岁的吴君走了过来，站在
车厢之间的窗户前久久看着外面，和其他
乘客不同，她几乎没有带什么大件行囊。

“我是专门来坐一趟西成高铁的。”
吴君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和父亲都

参与过铁路建设，她说，成都和西安之间
特殊的地形，让西成高铁备受关注，而在
便捷铁路交通背后，是铁路工人的艰辛。

她向记者讲述袁鹰诗歌《帐篷》，诗歌
描述了地质工作者在野外勘探时住帐篷，
经过勘探，发现了一个个宝藏，矿山、油
田、煤矿，勘探任务结束后，卷起帐篷向下
一个目标进军，依然住帐篷，但是，没准以
后这里会建成石油城、煤城。吴君说，铁路
工人和地质工作者其实是一样的，风餐露
宿，“带走的是荒凉，留下的是繁荣”。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戴佳佳

一位高铁博士
眼中的西成高铁

昨日上午8时，成都东站站厅内人影交错，19号进站口前更是排着长队，他们
拿着D4252次的车票等待着检票口开启。下到站台内，他们就能登上两列重联的
CRH3A型动车，成为西成高铁首发列车1226名乘客的一员。历经5年建设，西成
高铁这条穿越秦岭、连接三秦大地和天府之国的高速铁路终于正式开通。

8点刚过，检票口开启，长队渐渐前
移。但过了闸机，下到站台，大部分旅客都
没有立即登上列车。

张静把行李放在脚边，又把车票举过
头顶，刚好和车厢外部的显示屏齐平，咔
嚓，同伴帮她拍下了和首列车的合影。“我
家是西安的，现在在成都做点小生意，过
完春节后就再没回去看过父母了。”张静
平时舍不得买机票，又不想坐十多个小时
的普速火车，西成高铁开通是她盼了很久
的。“没想到这么幸运坐到首发列车。”拍
完照，张静数数脚下的行李，一包是自己
的日常用品，一包装着给父母和亲戚们买

的成都特产，使劲一提，转身进了车厢。
站台上还有很多和张静一样与首发车

合影的旅客，其中十多个特殊旅客自带了
红色横幅留影，横幅上写着“西成高铁设计
者乘坐首发车体验活动”。他们来自西成高
铁四川段的设计单位——中铁二院。三年
设计，五年建设，他们亲历了这条出川高铁
的从无到有。曾诚作为四川段设计总体负
责人，近期已经是第三次上车体验。由于上
两次都埋身于紧张的开通准备工作，并没
有闲心来体会这条高铁的便捷，这次他和
同事们决定在西安游历一番，“准备去陕
西博物馆看看，晚上再回来。”

除了肉夹馍和川剧，列车上坐着的川
陕两地旅客的生活方式，已经被这条刚开
通的高铁改变了。

宋力坐在一等座，眉头紧锁地盯着眼
前的笔记本。作为成都一家企业的负责
人，宋力每个月有一半时间都在路上或

“天上”。对于出行方式的选择，宋力已形
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路上时间能控制
在三四个小时的，我肯定选高铁，舒服平
稳，一般也不会晚点。但是时间再长一点，
就会选择坐飞机。”这次坐到很多铁路迷
都没有买到票的首发车，宋力也觉得意
外。“我只是一直在关注西成高铁的新闻，
所以一收到放票的消息我就买了。”他告
诉记者，因为在西安也有业务，一个月至
少要往返两次西安，以前都是飞机出行，

今后肯定就选高铁了。
在成都读大学的田亚欣戴着耳机坐

在二等座靠窗的位置，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的风景。家住西安，田亚欣只有寒暑假才
会乘飞机回家。“一般放假的时候机票折
扣也没有那么低，不想太浪费。”她告诉记
者，最近课程不是太满，这次刚好获得了
坐首发车的机会，就想回去看看家人。“我
表姐周末结婚，一大家子都会在的。”田亚
欣表示，西成高铁的票价和时间对于她这
样的大学生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以后
国庆回家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列车穿过秦岭，爬上汉中平原，于昨
日中午1点整抵达了西安北站，共计耗时4
小时15分。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8点45分，作为西成首发列车的D4252
次列车满载着1226名旅客，从成都东站19
站台鸣笛出发，一路向北驶去。

乘客大多满脸好奇，看着参与首发的
各家媒体扛着摄像机、举着自拍杆穿梭在
各节车厢里。坐在3号车厢的刘长青则无暇
顾及对准他的“长枪短炮”，仔细地对着镜
子扮了起来。作为江油市川剧团团长，他要
给首发车上的乘客们献上自己的经典扮相
——李白。“进站的时候要比对身份证，化
了妆进不来。”捋捋白色的长胡子，扶扶白
色的帽冠，刘长青无奈地告诉记者这还是
他从业几十年第一次在车上化妆、换装。

“准备给大家唱一曲《李白邀月》。”他表示，
西成高铁要经过李白故里江油，而那是他
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希望高铁开通后有
更多的陕西朋友到江油来、到四川来，多了

解我们的川剧，我们的天府文化。”刘长青
还打趣说，李白以前唱《蜀道难》，换了今
天，可能就唱《蜀道易》了。

“李白”刚唱完，吃的又来了。“请大家
让一让，肉夹馍来了！”10时40分，列车刚
开出广元站，列车厨师就推着餐车来到6
号车厢，陕西的肉夹馍和羊肉泡馍、四川
的冒菜和钵钵鸡，两地食物的香味弥漫整
节车厢。乘客们一口肉夹馍，一口钵钵鸡，
连夸“好吃！”首发列车上的盒饭也别具一
格，一打开盖子，就露出两个以米饭和海
苔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熊猫饭团，让乘客们
惊呼“可爱”，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据成都
客运段介绍，熊猫盒饭和肉夹馍等特色美
食目前暂定只在首发列车上供应，如果乘
客反响不错的话，也会考虑在此后运营中
常态供应。

出发前的热闹
站台挤满了举着车票和首发车合影的旅客

除了肉夹馍和川剧
还有被高铁改变生活方式的川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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