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16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发布

《2017—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
线图》，系统规划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能力建设前景与发展蓝图，预计
2020年长征八号实现首飞、2035年左
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

2025年前后，可重复使用的亚轨
道运载器研制成功，亚轨道太空旅游
成为现实。同时，空射运载火箭将快速
发射能力提升到小时级，智能化低温
上面级投入使用，运载火箭将有力支
撑空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站运
营维护、无人月球科考站建设，商业航
天建成集地面体验、商业发射、太空旅
游、轨道服务为一体的系统体系。

到2030年前后，重型运载火箭将
实现首飞，为载人登月提供强大支
持，并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充足的运
载能力。

2035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
重复使用，以智能化和先进动力为特
点的未来一代运载火箭实现首飞。

2040年前后，未来一代运载火箭
投入应用，小行星采矿和空间太阳能
电站有望成为现实。

到2045年，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
的方式将出现颠覆性变革，组合动力
单机入轨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
新型动力进入实用性开发，天梯、地球
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此
外，在先进运输系统的支持下，针对太
阳系内的行星、小行星、彗星等目标的
人机协同探索可以常态化、规模化开
展，探索和利用空间进入高速增长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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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6 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今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汛期以后，沪
昆高铁贵州段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个
别隧道暴露了开裂、漏水等质量隐患。

日前有微博爆料称，沪昆高铁贵
州段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对此中国铁
路总公司组成专项检查组，调查发现
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内业资料弄
虚作假等严重质量问题。

中铁总公司发布通报，对责任单
位处以停止接受投标、企业信用降级、
扣分、承担经济损失等处罚。

微博曝光：
配发隧道大桥图片
多张通报文件照片

据记者了解，今年 6 月底至 7 月
初，沪昆高铁贵州段发生多起影响行
车安全，干扰运输秩序，影响运输效率
和效益的质量问题。检查发现，个别隧
道存在质量问题。

11 月 13 日上午，微博名为“贵州
热门头条”的网友发布微博称，2017年
6月底至7月初，沪昆高铁贵州段连续
发生多起危及行车安全，干扰运输秩
序，影响运输效率和效益的质量问题，
总公司组成专项检查组，对沪昆高铁
贵州段部分隧道质量问题进行了调
查，发现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内业
资料弄虚作假等严重质量问题。“原设

计时速300km/h的中国高铁最大跨度
桥梁——北盘江特大桥两侧隧道渗水
严重，动车至此必须限速至70km/h低
速通过；此前，沪昆高铁湖南段也曾被
媒体曝光大量使用不合格设备材料，
后被上级部门勒令进行整改。”

该微博不仅配有隧道、大桥图片，
还配发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通报文件
照片若干张。

情况通报：
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
还存在违法分包等问题

13日晚，中国铁路总公司内部人
士向媒体证实了这份通报。

该文件全名为《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沪昆高铁贵州段质量问题处理情
况的通报（铁总建设函[2017]839 号》
（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中称，通车不到一年的沪
昆高铁贵州段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
与施工质量问题。

其中，施工单位中铁二十局存在
偷工减料、内业资料弄虚作假、违法分
包等问题；中铁二十三局存在未按设
计要求完成泄水洞全部工程、现场管
理混乱、内业资料弄虚作假、违法分包
等问题；中铁十七局存在泄水洞施工
现场组织不力、进度缓慢等问题；中铁
二十二局存在施工缝质量缺陷未整治

到位等问题。

处理意见：
对责任单位评价降级等处罚
全面排查，隐患问题集中整治

《通报》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第三方检测单位、建设单位提
出了处理意见。

其中中铁二十局、中铁二十三局一
年内停止接受参加铁路大中型建设项
目施工投标，企业信用评价直接定为C
级，承担相应质量问题直接经济损失的
90%；中铁十七局、中铁二十二局企业
信用评价总分扣2分；停止中铁二院参
加满足其资格条件的铁路总公司建设
项目设计投标4次；将山西三江工程检
测公司清除出铁路建设市场。

按照中铁总部署，沪昆客专贵州
公司组织专门力量对线路进行全面排
查，对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确保了
工程质量满足设计标准，运营安全稳
定可靠。

中铁总工程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铁路部门始终把确保铁路和旅
客安全“万无一失”放在首位，决不容
忍任何安全隐患。对于任何铁路工程
质量问题，铁路部门绝不放过，一定全
力整治，不留后患，并严肃查处，严厉
追责，依据合同条款依法维权。

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开通不到一年，“中国东西最长高铁”沪昆高铁贵州段发
生多起影响行车安全，干扰运输秩序，影响运输效率和效益
的质量问题。个别隧道暴露了开裂、漏水等质量隐患。高铁事
关亿万群众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工程项目守不住质量底
线，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高铁工程从设计、施工、监理到第三方检测，本应层层把
关，却出现层层失守的情况，原因究竟在哪里？

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已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行
车安全。然而，发现的隐患是否得到了全面解决？还有没有其
他路段、其他线路存在安全隐患？人们仍然期待更详细的调
查结果。铁路方面必须一查到底，向党和人民做出负责任的
报告。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

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这是各行各业都应自觉践行的理念。先进便
捷的高铁给沿线人民带来了便利，但如果安全质量管控稍有
松懈，就会造成不可预想的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中国高铁的质量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水平，关
乎国家形象。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国高铁已经逐步成长为中国
高端装备技术的一张“金名片”，在国际社会也享有新四大发
明之一的美誉，它的成色靠的正是品质与安全。要擦亮中国
高铁这张“金名片”，容不得一丝懈怠，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精益求精、不懈奋斗。

爱之深、责之切。正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高铁，出现
任何质量问题，都必须引起警醒，不留半点情面地给予批评。

据新华社

现在/
工作超过十小时
有时还要值夜班

高考要回老家报名，徐孟南为
此请了三天年假。对于这个平时里
连周六周日都不休息的工人来说，
这是难得的假期。

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徐孟
南负责汽车装饰灯罩制造的一道工
序。他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超
过 10 个小时，有时还要值夜班。工
作的时候，他就坐在机床前，一手拿
起零部件，一手抓住高处的橡胶头
印在上面。这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大
约 4000 次，偶尔停顿，捡出残次品
扔掉。在总值上万亿元的机动车配
件制造产业中，他只是微末的一环。

如同少年时放弃正常的升学之
路，这个普通工人又一次试图挣脱
身处的流水线，作出不一样的选择。

徐孟南的回归高考被不少网友
诠释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
书无用论”的反击。一家媒体在电话
里恭维道：“这是件好事呀。”

他被刺痛了，不能接受——“这
意思是，我以前没在正道上，现在回
来了？”

当初/
酝酿三年的决定
在高考中拿零分

在高考中拿零分，是他酝酿 3
年的决定。那时的高中生徐孟南黝
黑，精瘦，沉默，总是没睡醒的样子，
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深埋着头。

他的班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那“不是个怪学生，也不是
个坏学生”，只不过对学习缺乏兴
趣。班主任觉得可能是网游耽误了
徐孟南。

但徐孟南其实不打游戏，在弥
漫着冲杀音效、方便面和香烟气味
的网吧里，他睁大双眼阅读。那是博
客和论坛最火的几年，这个安徽农
村的男孩觉得“思想开花”了。他有
了新偶像——韩寒，后者博客2007
年突破一亿点击量。在网络文章的
启发下，他“开始反思现行教育制
度”，并越来越愤怒——他觉得自己
被骗了。

那是韩寒、蒋方舟们被全社会
讨论的时代。2007年，8万人参加了
新概念作文大赛，争夺凭借写作破
格进入大学的名额。这是该作文大
赛参与人数的最高峰。

徐孟南也被这种潮流裹着，他
在高中三年写下了30万字的日记，

“对教育制度的反思”和他的生活夹
杂在一起。

写作/
尝试参加作文竞赛
差点被骗走参赛费

那时的徐孟南正被一种“强烈
的责任感”笼罩着，想投身一种远远
宏大于自己年轻生命的使命：“改变
现行的教育制度”。他要学堂吉诃
德，做一个“不愿保持沉默的傻子”。

9 年后他承认，自己对于教育
制度的抨击，更多在概念层面。在他
心中，自己从未作为一个受害者在
维权，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
批判：一场正误之争，体制错了，而
他是正确的。

徐孟南的写作离不开他的“教
育理念”。他曾尝试过参加来路不明
的作文竞赛，可投稿杳无音讯，还差
点被骗走参赛费。他曾给教育部写
信，亦没有回音。徐孟南在图书馆里
读到了 2006 年高考考生蒋多多的
报道。这个河南女生在考卷上发表
了8000字长文抨击教育制度，成了

“高考零分生”。

他反应过来：高考可以是一
个绝佳的发声平台。高考前的一
周，他又修改了几遍高二起就在
写的“教育改革方案”，决定在试
卷上默写出来。

想法/
联系媒体宣告再次高考
让大家知道我是正确的

9 年后，徐孟南仍然相信高考
的宣传力量。第二次报名高考时，他
在家乡教育局的办公室看到了
2017新高考浙江上海试点方案。他
觉得，方案中的很多内容与自己当
年提倡的理想教育非常相似。

他联系了媒体，宣告了自己即
将再次高考的消息，以“借此机会”
宣传自己当年的教育改革方案。

“想让大家知道，我当年是正确
的啊。”他顿了一下垂下眼说，“希望
有人能肯定我。”

这个内向的男生从不掩饰自己
对公众关注的渴望。决定写下零分
高考试卷之前，他在考点附近贴过
传单，宣传自己的计划。但当白天来
临，他发现自己的传单不是被高考
应援海报盖住，就是被兴奋的家长
踩在脚下。

那一次他没能如愿拿到零分，
最后的高考总分超过 100 分，这让
他百思不解。没有人议论他，他只是
考生中一个发挥失常的家伙，没有
大学上。为此他策划过自己的“死
亡”——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在家乡
的河边留下自己的衣物，造成自杀
的假象，以此吸引报道。

公众不关心他的死亡，河边的
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捡走了。
他溃败回家。

最终，他只能给所能想到的每
家媒体打电话“爆料”，装作是“徐孟
南的同学”，还给自己设计了完整的
人物故事：考了300多分，但不打算

上大学了，想直接赚钱。
徐孟南只是火了一阵子，作为

“高考零分生”出现在两台电视节目
和数篇文字报道上。但那个夏天最
终过去了，19岁的男生跟随父母登
上去上海的火车，开始打工生涯。

现实/
觉得欠自己一个大学生活
接受平庸：我做不了韩寒

他还会在网上写东西。2015
年，他开始在博客写流量文章。那类
文章有模板，无外乎减肥街拍斗小
三。用女明星的名字套一下，配上图
片，很快能被推上热点，好的时候一
个月也能有几千元进账。

少年时激扬文字的空间成了他
赚钱的平台。除了写文章外，他开过
淘宝店，帮人刷过单。

从小，他就觉得自己是要做大事
的，“名垂青史”的那种。高考“零分”
算是一件，他不知道下一件在哪里。

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个普通
人，但却接受了自己才华的平庸
——“我其实真没什么文采，做不了
韩寒。”

他觉得欠自己一个大学生活，
越来越想补回来。他需要高考。

徐孟南想学新闻。他觉得经过
系统的训练，自己的文笔也许会有
所提升。

高中时的徐孟南很看不惯很多
东西。他曾骂过父亲“虚伪”。那个在
家里有绝对权威的男人并没有生
气，他只有初中文化，不知道那是什
么意思。

现在的徐孟南觉得，自己应该
也成了当年自己眼中那个“虚伪”的
人。如果两个人隔空相遇，28 岁的
他一定忍不住像父亲当年那样，劝
一劝那个 18 岁的自己：“赶紧成熟
起来吧”。而那个 18 岁的自己一定
会沉默着，不屑一顾。（中国青年报）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15
日公布了对“携程亲子园事件”的调查
情况，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伤害儿童的
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上海市妇联
对下属单位监管不力，负有监督失察、
管理不力的责任。市妇联负责人表示，

“携程亲子园事件”后果十分严重，教
训十分深刻，市妇联向受害儿童、家长
和社会诚挚道歉。

“携程亲子园事件”发生后，上海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作出批示，要求迅速进行认真公
正的调查，依纪依法严肃追责，并切实
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伤害儿童事
件的发生。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
和市妇联指定上海市儿科医院组织专
家团队，为相关儿童提供必要的医学
检查和心理疏导服务。

上海市妇儿工委组织相关部门以
及专家、审计人员、律师等成立联合调
查组。经初步调查，涉事单位上海《现
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是现代家
庭杂志社的下属企业，现代家庭杂志
社是上海市妇联直属单位，经费系自
收自支。据审计，目前未发现上述单位
向上海市妇联上缴任何钱款。

调查指出，现代家庭杂志社领导
班子对承接运营携程亲子园项目决策
严重错误，对下属单位读者服务部的
日常管理和监管严重缺失，经市妇联
党组研究决定，撤销纪大庆现代家庭
杂志社支部书记、社长、总编辑职务，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低一级；撤销其
他相关责任人员职务并进行诫勉谈
话，按相关规定、程序办理。上海市妇
联派工作组进驻现代家庭杂志社，责
令现代家庭杂志社和读者服务部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积极做好善后工作，事
件处理完毕后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注销
读者服务部。

上海市妇儿工委表示，“携程亲子
园事件”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对锦霞公
司等涉事企业及有关责任人要依法查
处。市妇联在承担责任、妥善处置事件
的同时，也要深刻反思，积极整改。市
教育、民政和卫生计生等部门将跨前
一步，联合研究制订与托幼服务机构
相关的规范、标准，尽快出台管理办
法，加强监管，坚决防止伤害儿童事件
的发生，切实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
海发布”15日消息，上海长宁警方于9
日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携
程亲子园的三名工作人员依法予以刑
事拘留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工作，
于 13 日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
罪，对携程亲子园实际负责人郑某依
法予以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审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

个别隧道暴露开裂、漏水等质量隐患
中铁总集中整治隐患，处罚责任单位

开通不到一年开通不到一年 沪昆高铁贵州段发生多起质量问题沪昆高铁贵州段发生多起质量问题

新华社点评：
必须一查到底

上海市妇儿工委公布
“携程亲子园事件”调查情况

觉得欠自己一个大学生活
“零分”考生重回高考
曾在考卷上阐述理想中的教育形式
再次高考，想宣传自己当年的教育改革方案

高铁事关亿万群众生命安全高铁事关亿万群众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工程项目守不住质量底线如此重大的工程项目守不住质量底线，，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铁路方面必须一查到底铁路方面必须一查到底，，向党和人民做出负责任的报告向党和人民做出负责任的报告。。
中国高铁的质量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水平中国高铁的质量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水平，，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家形象。。
擦亮中国高铁这张擦亮中国高铁这张““金名片金名片”，”，容不得一丝懈怠容不得一丝懈怠，，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马虎。。

新
华
时
评

新
华
时
评

隐患是否得到了全面解决？
其他路段有没有安全隐患？

28岁的徐孟南(上图)
将在2018年参加人生的第
二次高考。上一次走进高考
考场，还是在9年前的夏天，
那时他的目标是零分。

那一次，这位来自安徽
省亳州市蒙城县第二中学的
考生在考卷上写下编造的公
式和图形，还有“现行教育王
国十大罪状”。他阐述了自己
理想中的教育形式，并留下
了考号，个人网站地址和用
暗语写下的姓名。他记得自
己考试时不断观察着监考老
师，生怕被打断，交卷时心如
擂鼓。

如今，他的目标是省内
一所职业院校。他志在必得，
“毕竟基础在那里”。但本科
他不敢想了，复习时间不够，
害怕失败。

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
2025年前后
亚轨道太空旅游成现实

贵州媒体今年7月曾报道，受降雨影响，沪昆高铁贵州东段一度全线停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