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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车队进京创多个“全国第一”
■17台车1.5公里长，全程交警开道、特警护卫、消防伴随
■只带一瓶水、一块巧克力、一包尿不湿、一包纸巾，演练几个小时不能随意下彩车
■地方彩车中，第一个进驻彩车村，第一家完成整体组装，第一批通过北京指挥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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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庆彩车特别报道（3）

10月1日12时25分，对重庆人民而
言，是值得铭记的一瞬，是振奋人心的一
刻。

轻轨穿楼、索道过江、山城步道、两
江交汇……当带着这些标志性元素的

“魅力重庆”彩车出现在直播屏幕上时，
电视机前的我们，不由自主将腰板挺得
更直，用无声的行动诠释着巴渝儿女对
故乡的炽热情感、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祝
福。

重庆元素在国庆盛典上闪耀夺目，
让我们心潮澎湃、激情难抑。重庆70年
来的发展变化，从一域印证了新中国成
立 70 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如一位观
众所说：“当我为‘魅力重庆’欢呼，不仅
是为家乡发展感到喜悦，更是由衷为新
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就赞叹。”

彩车背后，是动人心弦的故事。彩
车是群众游行活动中的一道风景线，各
地的彩车队伍“争芳斗艳”，以各地最突
出的形象符号，展示着当地山水人文魅
力和发展成就。缓缓驶过天安门的重庆
彩车，用独具特色的城市元素，将“山、
水、城、人”立体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
凸显山水之城的新面貌。彩车的每一
处，看似微小，用意却深。从结构到外
观，从功能到审美，“魅力重庆”彩车处处
蕴含着高科技，体现着重庆的地域人文，
展现了重庆超高的制造水平，以及70年
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魅力背后，是不容小觑的实力。从
“蜀道难”，到打造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从
闭塞落后，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从生态
脆弱，到建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从
工业百废待兴，到走向“重庆智造”……
种种成就，离不开重庆人民披荆斩棘、砥
砺奋进，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
导、关怀厚爱。一辆彩车浓缩了重庆人
文山水最精华的部分，凝聚了重庆人民
的智慧与汗水，见证了这座最年轻直辖
市的奋起之路，书写了新中国70年亮眼
的重庆“答卷”，让世界为之惊叹。

“魅力重庆”彩车是对重庆过去发展
成就的细节展现，更是对重庆未来发展
的巨大鼓舞。我们不仅能从中读懂重庆
的发展轨迹，还能从中体会山城儿女的
骄傲自豪，更能从中感受祖国的繁荣富
强，并因之激发出更澎湃的奋斗热情，凝
聚起更广泛的发展合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魅力重庆”
催人奋进

□张燕

8月14日凌晨1点，湖北省宜昌市白河服务区，值班特警
人员正在对车队停车区进行检查。

8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白河服务区，工作人员正在给 2号车货箱区包装防雨篷。2号车的防雨篷在运输颠簸中磨坏，需要及
时更换。

8月13日清晨，重庆南岸茶园，熹微的天
色中，还透着夜的宁静。

6点整，随着市彩车办副主任、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马岱良一声“出发”令下，长鸣的警
笛，划破夜空。市彩车办副主任、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管洪带领着一支由58人、17
台车辆组成的神秘车队，从位于迪马工业的
秘密工厂缓缓驶出，鱼贯涌入通江大道，而后
沿着G50高速一路疾驰，开始了长达1947公
里的“进京赶考”之路。

这支神秘的车队，押运的正是代表重庆
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
行活动的彩车——“魅力重庆”。

从重庆到北京近两千公里的路程，“魅力
重庆”是如何一路走来，在路上又遇到了哪些
艰难险阻？演练备战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细
节？重报集团中央厨房记者为你全方位解
密。

“先遣小分队”提前勘察路线

把时间拨回到“魅力重庆”彩车出发前的
7月16日，一支由市公安局和市彩车办成员
组成的4人“先遣小分队”，就已经从重庆迪马
保密车间出发，对彩车进京的路线进行了为
期6天的详细勘察。

为保证“魅力重庆”彩车安全顺利抵达北
京，“先遣小分队”按照彩车行进的路线提前
实地勘察，沿途经过了重庆、湖北、河南、河
北、北京五个省市。

“一路走来，整个押运的路线图也就基本
出来了。”“先遣小分队”成员、市彩车办工作
人员曾毅说，“这次转运进京的任务非常特
殊，是一项秘密任务，每到一个省市，市公安
局的同志就会对接相关公安部门，确保重庆
彩车在进京路上的安全。”

“除了勘察进京路线之外，我们还要实地
察看车队每次停车的服务区，看那里能否大
面积停车，以及是否方便护卫。”曾毅回忆起
不久前的那次探路之行，“此外，我们还要做
一项工作，就是为车队寻找食宿的地方，以及
加油的站点，做好相应的后勤服务保障工
作。”

交警开道、特警护卫、消防伴随

8月13日，6点38分，车队在开道警车的
带领下，行进至G50高速南岸收费站。

做足准备的车队，没想到在收费站，就遇
到了此行的第一个难关。

车队中的2号车，宽3.3米，整个车身被军
绿色的篷布裹得严严实实。它就是参加国庆
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的重庆彩车——“魅力
重庆”的主车身。

由于普通车道限宽，2号车车头过了普通
车道，车身却无法通过。2号车不得不退出普
通车道，改走超宽车道。

第一道难关算是过了，这也给车队敲响
了警钟，此后凡是经过省际收费站，前方保
障车都会提前对接好省际收费站，走超宽车
道。

上高速路后，整个车队在路上形成了约
1.5公里长的队伍，蔚为壮观。

“从重庆迪马到位于北京朝阳体育中
心的彩车村，整个行程都有护卫力量。”此
次转运进京梯队副梯队长、市公安局特警总
队副总队长赵川东说，“整个押运车队由交
警开道、特警护卫、消防伴随，在路上十分
显眼。”

赵川东所言非虚，车队中有四辆车十分
显眼：2号车前后，分别有一辆开道的警车和
一辆护卫的特警车。此外，还有一辆消防车
和一辆垫后的警车。

29岁的孔祥熙，正是执行此次押运任务
的特警总队民警之一，他与其他17名特警组
成了此次押运任务的安全护卫组。

“每台车都有特警，一旦车辆进入服务
区，我们还安排有特警，寸步不离地值守在车
旁。就连吃饭、上厕所、晚上睡觉也都采取轮
换制，是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值守。”孔祥熙
告诉我们。

孔祥熙和妻子都是特警，女儿今年才1岁
多。

当得知被选中参加这次任务后，他没有
叫苦叫累，而是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帮忙照顾
小孩，自己全力以赴参加此次护卫任务。

进京路上彩车换“衣”

8月13日，不到7点，太阳初升，阳光透过
山间朦胧的晨雾，把路面染成一片金黄。浩
浩荡荡的车队，迎着朝阳一路前行。

不过，“魅力重庆”彩车车长刘自良，却无
心欣赏这沿途的美景。

8点42分，车队抵达丰都服务区作短暂

休息。
来自庆铃集团的2号车司机龚宁发现，遮

挡彩车的篷布被彩车的一段钢架戳破了一个
大洞，“车辆行驶时，风灌入洞内吹起篷布，我
根本没办法从后视镜中观察到车辆后方的情
况。”

得知此状况，刘自良立即将情况报告给
带队领导管洪。

在查看篷布破损情况并与随行人员充分
讨论后，管洪决定：为不影响进京行程，先对
破损处作简单“包扎”处理，车队继续行进；刘
自良带人到就近的石柱县城购买新篷布，以
防止下雨天，雨水漏进车身，发生不可估量的
损失。

接到任务后，刘自良一行下了高速路直
奔石柱县城购买篷布。当天下午6点，刘自良
带着两件篷布，在湖北省白河服务区追上了
车队。

篷布买回来了，搭篷布又成了一个新难
题。

由于2号车车身高达3米，根本看不到彩
车顶部的情况，加上彩车车身不规则，起初搭
的篷布总是歪歪斜斜的。

这个时候，市消防总队南岸区支队副参
谋长段涛从消防车里取来了一件“秘密武
器”——登云梯。

有了登云梯，问题就简单多了，大家通力
配合下，新篷布不久就搭好了，整个2号车也
换上了一件新的白色“外衣”。

“我是党员我留下”

为2号车搭新篷布的傍晚，总能看见一个
全身湿透的大胖子穿梭忙碌的身影：量尺寸、
拉篷布、绑绳索……

胖哥名叫谷伟，今年44岁，是公运集团大
件公司的经理助理，也是此次转运赴京任务
的驾驶员领队。

在白河服务区吃过晚饭，车队分作两批，
一批下高速路进城休息，一批则需要留在服
务区，负责现场值守。

“我是党员我留下。”服务区住宿条件简
陋，谷伟二话没说，选择留在服务区。

与他一起留下的还有7号车的驾驶员舒
绍军，他也是公运集团执行此次任务的12名
驾驶员之一。“在选驾驶员的时候就有标准，
首先是政治素质过硬，其次才是驾驶技术过
硬。”公运集团负责人说。

每天出车前，舒绍军都会认真检查7号
车。

不善言辞的舒绍军说，例行检查是他的
“必修课”，不开“病车”也是他的一贯原则。
多年来，由他提供的运输服务，没有一起投
诉，有些老客户还专门到公司对他细心周到
的服务表示感谢。从2011年起，他每年都是
公司里的“年度安全先进驾驶员”。今年2月
份，舒绍军还被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表彰为全国“最美货车司机”。

车队里像谷伟和舒绍军一样优秀的人还
有很多——

为车队后勤服务保障忙前忙后的赵博，
暴雨夜仍坚守执勤岗位的特警战士刘同华、

秦琪棚，带病坚持押运的原海豹突击队队员
白晓波，获得过全国货运行业驾驶比赛重庆
赛区二等奖的钱天正……

率先点亮彩车村地方彩灯

8月17日凌晨1点零7分，朝阳体育中心
“重兵把守”。

国庆庆典已进入倒计时，朝阳体育中心
已被改装成为彩车村。彩车村内，一块显示
着46天的倒计时牌，和一巨幅全国地图格外
显眼。

重庆彩车车队经过91个小时、1947公里
的长途跋涉，正式进入彩车村。

早在车队进驻彩车村的两天前，市彩车
办工作人员余宏就已从重庆飞抵北京，积极
与北京指挥部对接大型车辆和人员进村事
宜。

作为全国第一个进驻彩车村的地方彩
车，北京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挥
部给予了大力支持，指派了专人到北京大兴
区求贤服务区迎接“魅力重庆”彩车车队，并
带领车队进入彩车村。

车队进入彩车村后，北京指挥部第一时
间在现场举行了首辆地方彩车进村仪式——重
庆车队带队领导管洪，郑重向北京指挥部致
《进村报告词》，并在彩车村里的全国地图上，
率先点亮了代表重庆彩车的首盏彩灯。

复装整车饱经日晒雨淋考验

抵达彩车村的当天清晨，车队便开始了
复装整车工作。

“陌生环境下，施工、安保、消防等等方面
都有要求，复装整车非常考验工人的技术能
力和应变能力。”彩车车长刘自良说，在有限
条件下，车队按照最高标准快速完成了复装
工作，并通过验收。

8月的北京，骄阳当空，偌大的彩车村内，
几乎找不到躲避阳光的阴凉地。没几天，彩
车队员们便被晒得黝黑，肩颈和手臂脱了好
几层皮。为防止中暑，藿香正气液成为队员
们常备饮品，半个月喝掉500多瓶。

“北京风大，我们遭遇最大的阵风可能有
六七级。”刘自良说：“彩车一开始就是按照可
以抵抗8级风的标准设计，可以说方方面面都
考虑到了，极端自然条件下彩车性能也能顺
利过关。”

刘自良的自信，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检
验。

9月9日，天气预报当天晚上朝阳区有小
雨。虽然此前重庆彩车做过泼水实验，已符
合指挥部要求的能够抵抗小雨的要求，但车
队仍认为，应该经历一次真实天气条件下的
考验，才能确保“万”万无一失。一场真实的
淋雨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当晚，雨水如期而至，却比预报的小雨大
了很多，朝阳体育中心很快就积了水。淋雨
实验变成了与暴雨的遭遇战。

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对彩车进行检查，
只有少量雨水洒进了车内，电路、照明、控制
系统都安然无恙。

一切硬件准备工作就绪，“魅力重庆”彩
车顺利成为第一个进入人车合练阶段的地方
彩车。

中秋夜吹响实战号角

9月中旬，彩车准备工作进入临战阶段。
9月13日中秋节，车队接到指挥部通知，“魅
力重庆”彩车要在13日晚上转移到工人体育
场，准备下一阶段的演练。

从朝体到工体，按照设定的转移路线，要
经过朝阳桥、彩虹桥等限高路段，车辆最高不
能超过4米。为满足运输要求，车队立马通过
液压升降技术对彩车9座主山峰进行收回，确
保整体高度满足限高条件。

中秋夜的彩车村，重庆彩车车队全体人
员异常忙碌。临行前半小时，刘自良再次派
出勘察路线小分队，对沿途限高地点进行实
地勘测。

车辆驶出朝阳体育中心大门时，沿街聚
满了好奇打量的人群。在车内目睹这一刻的
刘自良，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了国庆盛典的浓
厚氛围。“平时在村里参与其中还不觉得，突
然出来直面大众，那种激动和兴奋让人印象
深刻。”刘自良说。

经过多次合练，重庆彩车上车人员确定
为33人，包括正副车长，正副驾驶员，技术、消
防、安保人员，展演人员，推车人员等。

9月14日下午至16日凌晨，国庆70周年
庆祝活动第二次全流程、全要素、部分力量演
练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魅力重
庆”彩车第一次驶上天安门。

徐述是车内33人中的安保负责人，演练
及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当天，他要确保车内人
员随时都在状态，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游行任
务。

演练时，车辆及人员要提前数小时在规
定地点集结，队员们只带一瓶水，一块巧克
力，一包尿不湿，一包纸巾。从集结到演练结
束都不能随意下车，这就非常考验队员们的
耐心和毅力。

“特别是从集结等待到正式演练开始，这
段时间最难熬。”徐述说：“在车内不像平时熬
夜，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随时绷紧神经，时
刻做好准备，我不时提醒大家在这个期间不
要睡着。”

“精准操作，忠于职守”，彩车上车处，张
贴着这样一句警示。“万”万无一失，“精”精益
求精，从始至终，大家把这句话作为目标和要
求。

在北京，“魅力重庆”彩车创造了多个“全
国第一”：第一个进驻北京彩车村的地方彩
车，第一家完成整体组装的地方彩车，第一批
通过北京指挥部验收的地方彩车。

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
行活动中，“魅力重庆”彩车以其突出的主题、
鲜明的特色、精美的设计、独特的创意、炫丽
的艺术表现放彩天安门，展现出新时代重庆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壮丽图
景，受到现场观礼嘉宾和电视屏幕前观众的
无数点赞。

8月15日，车队驶过豫翼省际收费处。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龙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