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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这一刻值得铭记：2022 年 6 月
20日早上7点32分，从重庆北开往
北京西的 G52 次列车驶出站台，标
志着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营，我国

“八纵八横”高铁网又添新通道！
铁路，联通空间，承载梦想。从

重庆到北京，人们经历了24小时的
绿皮车时代，12小时的动车时代，如
今迎来了 6 小时的高铁时代。在

“蜀道难”的历史记忆中，山城儿女
翻开了郑渝高铁这崭新的一页。

路的通达，意义非凡。而高速
铁路，魅力更甚。郑渝高铁连点成
线、织线成网，搭起了文旅融合的

“好平台”、绘就了区域联动的“全景
图”、构筑了开放高地的“新优势”。
巴渝大地迎来了新的发展动脉！

高铁，让文旅产业加速融合。
大美重庆，美在山水，美在文化。天
生城遗址、三峡移民纪念馆、天下龙
缸、张飞庙、夔州博物馆、三峡之巅、
巫山博物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承载着巴山蜀水的千年文
脉，借高铁东风打造“快旅慢游”通
道，走出一条新时代长江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新路，努力绘就“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新画卷，正逢其时、正
当其势。

高铁，让区域发展加速向前。

“要想富，先修路”，朴素的语言，最
能说明百姓心声。相较于绿皮火
车，高铁带来的是指数级增长的经
济效益。郑渝高铁开通，辐射的不
只是重庆周边，还有广阔的中原、华
北、东北地区。这条便捷快速的客
运主通道，将成为串联起资源和产
业的黄金纽带，让优势互补、机遇共
享成为可能。尤其是对重庆而言，
郑渝高铁必将成为拉动投资、发展
产业、带动就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幸
福之路。

高铁，让开放格局加速形成。
交通先行，通道扩展，开放蓄能。郑
渝高铁开通，让重庆加快形成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高速通道，助
力重庆开放之风吹得更加强劲，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
格局就此打开，重庆在西部地区带
头开放、带动开放的能力不断增强。

高铁的魅力在于速度，时代的
魅力在于向前。沿着郑渝高铁游山
水、品文化、谋发展，我们看到了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大美风
光，看到了中原城市群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联系更加紧密，看到了
新时代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大好机遇。

一条高铁，带着希望，蓄着动
力，载着未来，穿梭于山水之间，正
在驶向可感可知的美好未来。

乘着高铁驶向美好未来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20
日，郑渝高铁贯通运营，“郑渝高
铁 畅游奉节”重庆首发团旅游体
验官活动举行，百名体验官开启两
天一夜的中华诗城之旅。

本次活动由奉节县委、县政府
主办，邀请亲子家庭、旅行达人、摄
影爱好者、旅游线路探索达人等
100人乘坐郑渝高铁前往奉节，畅
游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小寨
天坑、三峡原乡、龙桥河6个景区，
解锁奉节旅游新玩法。

“1.5小时重庆、2.5小时成都、4

小时郑州、5小时北京，郑渝高铁把
奉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镶嵌在中国
高铁旅游的版图上，势必开启奉节
全域旅游发展的新篇章。”奉节县文
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奉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A级景
区景点23个，其中4A级景区7个、
3A级景区3个，以白帝城、天坑地缝、
瞿塘峡等景观最具代表性；历史文化
璀璨，有2300年的建县历史，其中三
国文化最具影响力。同时，奉节还是
全国唯一的中华诗城，初步统计有近
千名诗人在奉节留下了1万首诗篇。

百名体验官打卡诗城奉节

□河南日报记者 宋敏

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开通。7时58分，
记者乘坐首班列车G3401次从郑州东站出发，
开启一场“吃着火锅唱着歌”的高铁之旅。

看着窗外各种美景呼啸而过，乘客蒋瑞全
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笑容，“能坐着这么舒适的高
铁回家，心情很激动。”

蒋瑞全是重庆奉节人，常年在河南务工。
他告诉记者，从新闻上得知郑渝高铁通到了奉
节，就和已大半年没回过家的工友们相约，一定
要在开通这一天，坐着高铁回趟家。

在河南与重庆往返这么多年，蒋瑞全尝试
过不同的交通工具和出行线路。最早是坐船，
从奉节到宜昌，再转汽车到郑州；或是先坐大巴
到重庆，再乘火车到河南……无论哪种方式，在
蒋瑞全的印象中，每次都要折腾一两天，如果碰
上天气不好、路况不佳、火车晚点等，那时间就
更加不可控。正因如此，他和工友们往往一年
才回家一次。

“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又通了高铁，我们越

来越感受到现代交通的便捷。”蒋瑞全说，“虽然
高铁票比普速列车贵得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
想替父辈们体验一下，3个多小时就跨越千里的
快感。”

“可以吃火锅了！”郑州客运段高铁三队列
车长张瑞，在朋友圈里晒出首发车票和美美的
自拍照。当天其实她不上班，但她忍不住也买
票来跟车体验。“小时候背古诗‘千里江陵一日
还’，如今随着列车飞驰，李白的夙愿成为现
实。”张瑞说，自己值乘的高铁4个多小时就能从
郑州到达重庆，乘客们早上喝胡辣汤，中午吃火
锅，晚上还能回来吃上烩面。“这条线还是旅游
线，从黄河到长江，从豫剧、少林功夫、开封斗
鸡、古荥龙舞，到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洪
崖洞、磁器口，期待更多乘客跟我一起看遍沿途
的山水。”她说。

张瑞所言不虚。郑渝高铁全长1068公里，
途经河南、湖北、重庆三省市。本次开通的襄阳
东至万州北段，穿越秦巴、巫山、齐岳山等众多
山脉，横跨汉江、大宁河、梅溪河等多条河流，途
经神农架原始森林地区和众多自然保护区，沿

线山高谷深，地形地貌复杂。坐着
高铁一路走一路看，满眼都是风
景，好不惬意！

在奉节站，列车停留8分钟。
蓝天白云、青山环绕，乘客们纷纷
拿起手机冲到站台上打卡拍照。
奉节人李云兵在这一站下车，“河南
人不光喜欢我们家乡的景观，家乡
的鲜面在河南那边也广受欢迎。”

李云兵口中的鲜面，即河南
人熟知的重庆小面。过去一星
期，李云兵都在郑州考察市场，计
划把自己的鲜面加工业务推广到
河南，“去的时候坐绿皮火车，花了
将近20个小时，回来赶上高铁通
了，我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了。”

13时36分，列车缓缓驶进重庆
北站。这一路，记者在飞驰的列车中
感受中国速度，在要素流动中体悟澎
湃活力。豫文化与渝魅力的亲密对
话，还将继续。

一条高铁串起豫文化与渝魅力豫
剧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6月20日是郑渝
高铁全线开通运营首日。当天，重庆日报记者在
重庆北站见证了首发列车出站，并登上从重庆北
开往巫山的C6418次列车，沿着大美长江体验
郑渝高铁，一路见证了这趟列车的“速度与激
情”。

发车还有30分钟检票处就排起长队

当日早上7点32分，郑渝高铁首发列车G52
次从重庆北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记者在重庆北
站候车大厅看到，离发车还有30分钟，检票处就
排起了长队。

乘客刘先生是河南郑州人，2018年到重庆开
了家公司。他说，以前回河南要么坐飞机，要么乘
高铁从西安绕行，耗时较多，“今天我刚好要到南
阳和郑州谈项目，坐这趟高铁非常便捷。”

“盼了这么久，终于通车了。”市民陈余一直关
注着郑渝高铁开通的消息，早就计划好要体验首
发车。他告诉记者，前几天刚好看到《重庆日报》
上刊载了关于郑渝高铁即将全线开通运营、已经
开始售票的新闻，立马到12306App上买了到郑
州的火车票，体验首发列车，“我打算在郑州住一
晚，第二天下午再坐高铁返回。”

河南南阳人杨女士一个星期前和闺蜜到云南
西双版纳旅游，再坐飞机到了重庆。“本来应该是
19号从重庆坐飞机到郑州再转高铁回南阳，买票
时发现20日正好有重庆直达南阳的高铁，因此专
门延后一天回家。”杨女士说，之前并不知道这趟
列车是首发车，还有点惊喜，“郑渝高铁通了，以后
就能直接从老家坐高铁到重庆耍了。”

川剧表演、手机直播、手绘站房齐上阵

送走首发列车，早上8点 47分，记者登上

C6418次重庆北开往巫山的列车，开启郑渝高铁
体验之旅。

72岁的云阳人周礼文，特意穿上戏服为这趟
列车上的乘客们表演川剧。

周礼文曾担任云阳县川剧艺术团团长，退休
多年的他听说郑渝高铁开通，便主动报名参加车
上的表演。

“以前从云阳到重庆主城走水路要一天多的
时间，如今坐高铁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周礼
文欣喜地说，云阳终于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是
天大的好事。

“大家记住现在的每一秒。每过去一秒，离家
就近了一秒。”列车行驶途中，一位小伙正对着手
机激动地进行直播，记者走上前一看，发现许多网
友为他点赞、评论。

小伙叫谢嵩，湖南人，也是巫山女婿。谢嵩的
事业在厦门，前一天刚从厦门赶到重庆准备回巫
山看望怀孕的妻子，“我老婆是做新媒体运营的，
怀孕了不方便，我就帮她直播，让巫山的老乡看一
看郑渝高铁首日开行的盛况。”

直播中的谢嵩非常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他说，以前从厦门回丈母娘家要八九个小时，
先坐飞机到重庆，再坐高铁到万州，最后转大巴回
巫山，时间成本太高，“现在高铁通了，随时都能回
来，对自己来说也轻松了很多。”

列车上，一位怀揣着厚厚画卷的“90后”女孩
格外引人注目。她叫李谷静，是贵阳南车辆段上
行运用车间值班员，受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特邀，乘坐郑渝高铁首日班列。她怀里抱着
的，是为了庆祝郑渝高铁全线开通特意手绘的长
5.45米的组图。

打开这组手绘图，郑渝高铁沿线一个个极
具特色的站房跃于纸上。李谷静告诉记者，这
是她利用休息时间，经过两个月挑灯夜战完成
的《郑渝高铁手绘站房组图》。该组图由郑渝

高铁沿线 25个站房图组成，生动风趣地展现
了郑渝高铁沿线各站房建筑及外观，还介绍了
沿线各城市的风土人情、美景美食。她说，想
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郑渝高铁全线通车的喜悦
心情。

盛满水的纸杯几乎没有水滴溢出

郑渝高铁重庆段桥隧比98.34%，海拔落差达
30‰，被称为世界高铁领域建设难度最大、风险
最高的铁路之一，被喻为“地铁式高铁”。

但是，记者坐在列车上，感觉又快又稳，非常
舒适。把一杯盛满水的纸杯放置于窗沿上，行驶
过程中几乎没有水滴溢出。

记者看到车厢上方的显示屏不断展示着
列车的时速，从250公里到300公里再到310公
里……时速持续提升，但列车并未因高速运行而
产生明显的晃动。

重庆机务段渝万动车队队长庞亮介绍，郑渝
高铁1000米长度的海拔落差大约为30米，这个
坡度非常大，给列车司机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
行驶速度快，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列车在向上行
驶时，司机会感觉眼前像一堵墙，视线很受影响；
列车冲到坡顶再向下行驶时，司机也看不见铁轨，
视觉上像在坐过山车。

同时，由于铁路上隧道很多，特别是云阳到巫
山段，列车几乎全在隧道中行驶，司机的视线非常
不好，“在隧道中行驶时，司机室的灯要全部开启，
防止司机疲劳。”

据介绍，重庆机务段特别从500多名经验丰
富的司机中选拔出112名郑渝高铁列车司机，并
针对复杂路段操作进行了一对一的培训，确保列
车转弯、爬坡平稳。庞亮说，目前郑渝高铁列车司
机年龄最大59岁、最小29岁，都是久经沙场的

“老司机”。

郑渝高铁开通首日上演“速度与激情”
网友一路手机直播 演员现场歌舞迎客“老司机”开得又快又稳

6月20日，C6418次列车上，巫山、奉节、云阳等郑渝高铁沿途区县给乘客带来各具特色的舞蹈、戏曲等文艺节目。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川
剧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
20日，来自市交通局的消息称，随
着郑渝高铁全线开通，西南地区又
增加一条快速客运通道，云阳、奉
节、巫山迎来高铁时代，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通铁路区县达到7个，
基本实现“2小时重庆”。

据介绍，目前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已有垫江、梁平、万州、丰都、
云阳、奉节、巫山开通了铁路，这些

区县沿线旅游资源点多线广，将形
成一条陆上黄金旅游快捷通道，有
利于其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带动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通过渝万高铁、渝西高
铁支线以及郑渝高铁巫溪支线等
线路，开州、城口、忠县、巫溪4个
区县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将实现铁路全
覆盖。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已有7个区县开通铁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