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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骆国骏 丁静 乌梦达

12日上午，京张高铁最后一根钢轨在

中铁三局 WZ-500 型无砟轨道铺轨机牵

引下准确落在清华园隧道的枕木上，精调

之后，轨距误差在正负 1毫米之内。被誉

为中国铁路发展“集大成者”、智能高铁示

范工程的京张高铁实现全线轨道贯通。

百年“筑梦”。100年前，京张铁路打

破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被誉为

“中国人的光荣”，是一条自力更生的“争气

路”。100年后，京张高铁开启了世界智能

高铁的先河，成为中国铁路从“落后”走向

“引领”的见证。

一个毫米：凝聚铁路百
年发展之变

在北京市延庆区，长城脚下，青山环抱

中的青龙桥车站，见证着京张铁路从“人”

到“大”的历史性变迁。这座始建于 1908
年的小站，曾因“人”字形铁路而闻名，如

今，京张高铁在其下方穿越“人”字而过，成

就了百年京张的立体交汇。

京张高铁全程 174公里，起点位于北

京北站，出站 270 米后，从地上“钻”入地

下，通过清华园隧道一路向北，穿越居庸关

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跨越北京重

要的地表水源地——官厅水库，最终抵达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另一举办地张家口。

轨道贯通的最后一点——清华园隧道

是京张高铁的关键工程。这条 6020米长

的隧道采用盾构施工，遭遇了世界上最为

复杂的情况。它和北京地铁10号线、15号
线、12号线相交而过，并行13号线，还要下

穿 7处重要城市道路，近 90条重要市政管

线。

“清华园隧道要从5.4米的地下穿越北

京地铁10号线，隧道开挖直径达12.64米，

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要在这么复杂的环

境下，实现这么大体量的盾构施工，误差还

不超过‘1毫米’，就好像在人体的众多动

脉之间做手术。”中铁十四局京张高铁清华

园隧道项目盾构经理赵斌说。

为此，建设者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泥

水平衡盾构机——“天佑”号，并结合京张

智能化目标，建立了盾构安全建造可视化

云平台，全预制机械化拼装和大直径盾构

常压换刀技术。这相当于为盾构机装上了

“眼”“手”“脚”，建设者可以时刻掌握隧道

和周边构筑物的变形情况，确保毫厘之间

的施工精度。

1905年，隧道施工同样是摆在京张铁

路面前的最大难题。全长 1091米的八达

岭隧道，也是京张铁路的关键工程。当时，

我国尚没有一条国人独立主持设计、建造、

运营的干线铁路，外国工程师放言：中国能

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詹天佑打

破了这个论断。他将南美伐木所用的“人”

字形铁路首次运用在我国干线铁路上，通

过延长距离，顺利通过了京张铁路关沟段

33‰大坡度，将原本需要开挖1800多米的

八达岭隧道缩短为1091米。

詹天佑不仅创造性运用了“人”字形铁

路，首次使用炸药开采隧道，更开创了大长

隧道新的施工工法——竖井法。这种方法

可以在地下同时展开 6个工作面，提高施

工效率，且部分竖井建成后被用作通风廊

道，解决了当时蒸汽机车通过隧道时的排

气问题。“这种创新被称为‘长隧短打’，至

今仍然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王牌’工法。”中

铁设计京张项目组隧道负责人岳岭说。

“窃谓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

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詹天佑后来在

《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写道。京张铁路

1909年建成后，轰动中外，极大地增强了

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其社会影响远超出了

工程技术领域。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铁

路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我们无法

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国力飞速发

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铁凝聚在‘1毫

米’之上的精细与跨越。”中铁设计京张高

铁总体设计师王洪雨说。

一种精神：“各出所
学”、追求精品

青灰色的古朴外墙，古老的油灯座、百

叶窗，仍保留着20世纪的西洋风格。青龙

桥站站长杨存信向记者介绍，车站的站名

牌匾上，中文下方还印着一行特殊的英文

——韦氏拼音，这是一种在当时外国人中

比较流行的拼音方式。

“詹天佑在设计京张铁路时，对标了当

时国际先进水平。他采用国际通用的

1435毫米标准轨距，进口英国等国家的钢

轨，引进美国生产的马莱型蒸汽机车，引入

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车连接方式——

自动车钩。在沿线各站的指示标牌上，还

用英文作了标注，目的就是服务世界人

民。”詹天佑纪念馆馆长付建中说。

“工程师既有利国之技能，应各出所

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

自立于地球之上。”这是 110年前，詹天佑

对筑路强国的深刻理解，也是那个时代所

有中国人心底的呐喊。各出所学、追求精

品之铁路精神，如今正引领新一代铁路人

的筑梦之路。

京张高铁设计团队，涉及 30 多个专

业，工程师300余人。“前期工作我们搞了7
年，设计材料堆起来有1层楼那么高，相当

于其他相同长度铁路设计量的4倍。”王洪

雨说，先辈们曾用曲线尺、计算尺、水平仪、

经纬仪等最基本的工具，1厘米1厘米地绘

制了京张铁路。今天，我们更要精益求精。

在八达岭长城下方，京张高铁八达岭

长城站位于地下 102米、相当于 30层楼高

的深处，占地 39800平方米，相当于 6个足

球场。这是世界上埋深最深、规模最大的

暗挖地下高铁车站，是人类建设史上少有

的挑战。选择这个点位，是服务冬奥和八

达岭景区，保护长城和“人”字形线路等多

种目的统筹协调的结果。

在这里，2600多名建设者已经奋战了

1000多个日夜。由于地质和断面多变，隧

道施工要使用炸药，却不能伤及长城。建

设者采用了国内研发、世界先进的电子雷

管微损伤控制爆破技术。

“一般爆破的震动速度是每秒5厘米，

但这种技术能够把爆炸震动速度降低至每

秒 2毫米以内，相当于长城上游客跺脚那

么轻微。”中铁五局京张三标项目总工罗都

颢说，12公里的隧道建成后，高铁穿越只

要3分钟。

追求精品工程是铁路人的终极目标。

“长城站房的清水混凝土墙面，必须一次成

型不能修补，才能保证毫无瑕疵。”中铁五

局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房项目副经理龚

仲毅说，清水混凝土施工工法正在申报科

技创优项目。

龚仲毅所在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1989 年出生的杨才鑫有个“秘密武

器”——利用BIM+AR技术，将施工方法

以二维码的方式粘贴在施工地点，工人通

过手机扫码，就可以看到如何完成操作。

“采用这些优化手段之后，施工返工率从几

乎 100%，下降到接近于 0，大大节约了成

本，提高了效率。”杨才鑫说。

10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奋战在

京张高铁建设现场。大家“各出所学”，正

将中国高铁的最新成就、标杆工程呈现于

世人面前。

一个小时，浓缩百年铁
路“筑梦”荣光

“20世纪 80年代，我从张家口老家到

北京，走“人”字形铁路要六七个小时，现在

走丰沙线是 3小时 10分钟。未来，我自己

参与修建的高铁将把我回家的时间缩短到

1个小时。”中铁设计京张高铁路基设计负

责人张世杰说。

路兴国才兴。詹天佑曾在书信中写

道：“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不会半途

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的生命，能化

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也算是

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了。”

百年京张，承载着中国人的复兴梦想、

强国情怀，重构“京张”，正在竖起中国复

兴、铁路强国的又一丰碑。

智能化是京张高铁的最大亮点。基于

北斗卫星和GIS技术，设计者在京张高铁

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利用铁路的

高精度地图，为建设、运营、调度、维护、应

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未来，京张高铁 10个车站将有同一

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

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通过这个大脑，

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光、

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和地

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这是世界首次，在

350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个最好的司机，用

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高效的列车。”中

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设计负责人王东方

说。

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息设计负责人方媛

说，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站等可简化乘车流

程；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融合，乘客从家出发

输入车次即可导航至检票口或候车厅。

2018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2.9
万公里，居世界之首。依托京张高铁建设，

我国将进一步形成智能高铁应用示范方

案，构建智能高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

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京张高铁世界瞩目，但这不是建设者

创造的奇迹。是伟大的时代、祖国的发展，

造就了这个奇迹。”中铁设计京张铁路项目

副总体设计师吕刚说。

站在青龙桥车站老站房前，在这里工

作了近 40年的杨存信感慨：“自己没有给

在这里工作了 30 多年的父亲杨宝华丢

脸。”父子两代的坚守，使他对百年京张的

理解更加深刻。

“青龙桥车站是中国铁路发展的‘活化

石’。”杨存信说，以后人们来到这个车站，

看到代表百年前“中国人光荣”的“人”字形

铁路没有损毁、停运，感受到百年后代表

“中国人光荣”的京张高铁飞驰而过，这就

是铁路人的荣光，我们就不负使命。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 9597.8万人次、同比增长 7.7%；实

现旅游收入 393.3亿元、同比增长 8.6%；铁

路累计发送旅客 5074.4 万人次，增长

7.7%；北京王府井、上海陆家嘴等商圈消费

人次和销售额分别增长约10%……

小长假是激发消费活力、观察中国经

济内在潜力的重要窗口。随着端午假期结

束，新一波小长假消费数据陆续出炉，这些

数据进一步彰显中国发展中蕴藏的经济活

力和消费潜力。

消费再掀热潮：全国知
名商圈销售额增长可观

平时喜欢在网上“买买买”，到了小长

假，步行街、商场、购物中心就成了不少人

逛玩的首选之地。

据商务部监测，端午小长假期间，重

点商圈、大型购物中心销售增长明显。端

午节期间北京重点监测 60 家零售、餐饮

企业实现零售额 20.5亿元，比去年端午节

假期增长 6.3%，其中西单、王府井等重点

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9.6%和

10.8%。

6 月 7 日至 8 日，上海共实现消费额

76.27 亿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南京西

路、南京东路、陆家嘴等老牌商圈销售额同

比增长10%左右。重庆重点监测商贸企业

实现零售额16.2亿元，同比增长8.5%。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各大购物中心里，

商超+餐饮+娱乐成新标配，集合了美食、

亲子、休闲娱乐等综合消费模式，满足了人

们的体验式消费需求，人气火爆。

节假日对传统商圈客流量的拉动已被

屡次证明。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商务

部在全国的 11条试点步行街客流量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19%，营业额增长28%。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说，随着线上线下融合步伐加快，购

物中心、步行街等实体业态也加快了转型

升级步伐，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并引进大量新的服务业态，改善了消费

体验，所以这些消费场所呈现出人潮涌动

景象。“这也说明，只要商家提供更好的服

务和商业模式，就会让潜在的消费需求转

化为巨大购买力。”

超 9500 万人次国内
游：短途游、文化游特色凸显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全

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9597.8万人次，同

比增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亿元，同

比增长8.6%。

这组数据，或能证明小长假期间人们

的出游特点——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端午

假期，公路出行以中短途自驾需求为主，据

初步统计，全国高速公路出口流量同比增

长约4%。

中短途游往往成为小长假出游首选。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周边

游、自驾游、高铁游成出行主流，70%的游

客出游半径不超过300公里。

除了短途游，文化游特色凸显。根据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端午期间，北京旅游售

票、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75.6%和 32.1%。端午节当天，北京世园会

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

端午期间，博物馆、展览馆也十分受欢

迎，美团门票大数据显示，博物馆、展览馆

等文化游相关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北京故宫、西安秦始皇陵博物馆，以

及新晋网红失恋博物馆等均成消费者热门

选择。

“近年来，服务消费在小长假消费中日

益火爆，凸显了消费升级加快的趋势。”赵

萍说，目前，包括旅游、文化等在内的服务

消费已占消费总支出的“半壁江山”，更应

该通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挖

掘服务消费潜力。

数亿只粽子售罄：折射
消费市场空间大

一粽可观消费热度。据业内不完全统

计，端午节前后，数亿只粽子被消费者一扫

而光。

天猫“6·18”粽子消费数据，端午节前

一周，卖出 1.23 亿只粽子，同比增幅超

250%。数亿只粽子背后是“吃货”们个性

化的追求，也是商家创意化的体现——

根据天猫相关数据，粽子有“五人份”，

也有“一人食”；有会“飞”的磁悬浮粽子，也

有“高考粽”，顺应消费者对粽子新鲜度要求

的保质期一周的“短保粽”销量登顶。而苏

宁易购数据显示，受端午遇上高考的影响，

“蛋糕+粽子”组合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

从网上下单情况看，消费不仅多元化

愈发明显，潜力也有待进一步挖掘。京东

大数据显示，从下单金额看，县域及农村地

区在端午节期间客单价最高，其次是二线

和一线，这也再次证明了县域及农村地区

展现出的极高的消费能力。

近期，中央和地方层面纷纷出台促消

费政策，从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步行街

升级版、培育夜经济等入手，激发消费潜

力。发改委也表示，将加快落实汽车、家

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

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王青说，中国市场不仅体量巨大，而

且消费市场还在不断升级。通过新一轮消

费政策落地和红利释放，企业不断丰富产

品和服务供给，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百年“筑梦”的荣光
——写在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之际

小长假大数据：

从端午假期看中国消费潜力

6月12日，铺轨机在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进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