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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伟青

转眼间转眼间，，张呼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已整整一年张呼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已整整一年。。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3030 日日，，自治区首条出区进京高铁自治区首条出区进京高铁————张呼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张呼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沿沿
线城市迈入高铁时代线城市迈入高铁时代，，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包头包头、、鄂尔多斯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经济圈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步伐乌兰察布经济圈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步伐。。

一年来一年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中铁呼和浩特局中铁呼和浩特局””））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草原高铁全力保障草原高铁
运输安全运输安全，，高铁动车组运送旅客高铁动车组运送旅客 320320 万人次万人次，，相当于平均每名首府老百姓都乘坐过相当于平均每名首府老百姓都乘坐过 11 次高铁次高铁。。飞驰在广袤草原上的高铁列车飞驰在广袤草原上的高铁列车，，拉拉
近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近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极大地方便了自治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大地方便了自治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内循环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经济内循环注入了新的动力。。

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
打造得更加亮丽打造得更加亮丽——习近平总书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激荡在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激荡在 25002500 多多
万内蒙古各族儿女心中万内蒙古各族儿女心中。。作为国作为国
家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中““八纵八八纵八
横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兰通道的重高速铁路主通道京兰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组成部分，，张呼高铁顶起了西张呼高铁顶起了西
北北、、华北华北、、东北国家高速铁路网骨东北国家高速铁路网骨
架的重要一环架的重要一环。。

高铁一通高铁一通，，转换时空转换时空。。沿着复沿着复
兴号的运行轨迹兴号的运行轨迹，，人流人流、、物流物流、、商商
流流、、信息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资源加资金流等要素资源加
速流动和汇聚速流动和汇聚。。从从““皮革之乡皮革之乡””乌乌
兰察布到兰察布到““魅力青城魅力青城””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从从

““草原钢城草原钢城””包头到包头到““天骄圣地天骄圣地””鄂鄂
尔多斯尔多斯，，飞驰的高飞驰的高铁将内蒙古与京铁将内蒙古与京
津冀津冀““经济圈经济圈””粘合得更加紧密粘合得更加紧密。。两两
个经济圈协同发展个经济圈协同发展、、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在产在产
业转移对接业转移对接、、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输出工输出、、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建生态环境建
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设等多方面的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更多动能供了更多动能。。百年老字号百年老字号““卓资卓资
山熏鸡山熏鸡””，，抓住抓住““高铁商机高铁商机””早早进驻早早进驻
高铁站建立分销点高铁站建立分销点，，营业额一度攀营业额一度攀
升升，，并借着高铁的东风远销全国并借着高铁的东风远销全国，，给给
当地熏鸡产业打开了广阔市场当地熏鸡产业打开了广阔市场。。

北 京 向 西 一 步北 京 向 西 一 步 ，，就 是 乌 兰 察就 是 乌 兰 察
布布。。随着京津冀随着京津冀、、呼包鄂协同发展呼包鄂协同发展
战略的深入推进和蒙晋冀战略的深入推进和蒙晋冀（（乌大乌大
张张））长城长城““金三角金三角””合作的不断深合作的不断深
化化，，乌兰察布市的区位交通优势更乌兰察布市的区位交通优势更
加显著加显著。。借助张呼京张高铁开通借助张呼京张高铁开通，，
乌兰察布大力发展服务业乌兰察布大力发展服务业，，吸引北吸引北
京及周边地区人员来乌兰察布市京及周边地区人员来乌兰察布市
消费旅游消费旅游、、度假定居度假定居，，全面承接北全面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转移京非首都功能转移、、生态建设生态建设、、大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气污染联防联控、、优质劳动力输送优质劳动力输送
等方面功能等方面功能。。以北京的老字号东以北京的老字号东
来顺涮羊肉来顺涮羊肉为例为例，，乌兰察布是东来乌兰察布是东来
顺在全国唯一的牛羊肉绿色产品加顺在全国唯一的牛羊肉绿色产品加
工地工地，，东来顺看准了乌兰察布高效东来顺看准了乌兰察布高效
的物流的物流，，每天有每天有 1212 吨羊肉加工后直吨羊肉加工后直
供东来顺供东来顺。。同时同时，，乌兰察布优质的乌兰察布优质的
马铃薯马铃薯、、蔬菜蔬菜、、燕麦杂粮杂豆燕麦杂粮杂豆、、生猪生猪
肉肉、、牛羊肉等绿色农畜产品也坐着牛羊肉等绿色农畜产品也坐着
高铁快速进入北京市场高铁快速进入北京市场。。依托独特依托独特
的区位优势的区位优势，，乌兰察布市借势北京乌兰察布市借势北京，，
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和机会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和机会。。

呼 张 高 铁呼 张 高 铁、、大 张 高 铁 开 通 运大 张 高 铁 开 通 运
营营，，集大原高铁开工建设集大原高铁开工建设，，乌大张乌大张
形成了形成了 11 小时经济圈小时经济圈，，旅游联盟初旅游联盟初
步形成步形成。。乌兰察布市文旅体育局乌兰察布市文旅体育局
工作人员表示工作人员表示，，高铁开通后高铁开通后，，北京北京
到乌兰察布旅游人数将增加到乌兰察布旅游人数将增加 500500
万人次左右万人次左右。。

““踏上高铁踏上高铁，，说走就走说走就走。。京呼京呼
两地两地，，自由来去自由来去。。””在呼和浩特经营在呼和浩特经营
电器生意的刘文电器生意的刘文，，在乘坐高铁进京在乘坐高铁进京
的 途 中 有 感 而 发 写 下 这 首 诗的 途 中 有 感 而 发 写 下 这 首 诗 。。

““从北京请来的技术人员从北京请来的技术人员，，早上乘早上乘
坐高铁来呼坐高铁来呼，，指导处理难题故障指导处理难题故障，，
下午就回到北京的家中下午就回到北京的家中，，一点都不一点都不
影响第二天工作影响第二天工作。。””高铁的开通高铁的开通，，让让
企业外请专家企业外请专家““问诊问诊””的道路更加的道路更加
通畅通畅，，也吸引了众多远走他乡的高也吸引了众多远走他乡的高
科技人才返乡创业科技人才返乡创业。。

高铁的迅速发展高铁的迅速发展，，对内全面畅对内全面畅
通通““微循环微循环””，，对外高效联通对外高效联通““大动大动
脉脉””。。一日千里的高铁成为自治区一日千里的高铁成为自治区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张呼高铁开通张呼高铁开通，，内蒙古草原再添靓丽风景内蒙古草原再添靓丽风景
线线。。草原高铁的首次春运草原高铁的首次春运，，““撞上撞上””了突如其来了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力做好旅客疫情防控工全力做好旅客疫情防控工
作作，，防止疫情通过铁路站车传播防止疫情通过铁路站车传播，，铁路部门责铁路部门责
任重大任重大、、压力空前压力空前。。面对严峻的挑战面对严峻的挑战，，值乘高值乘高
铁列车的平均年龄不到铁列车的平均年龄不到 2828 岁的动哥动姐们岁的动哥动姐们，，
成为防疫战线上的亮丽风景成为防疫战线上的亮丽风景。。

疫情当头疫情当头，，直面迎战是正道直面迎战是正道。。铁路部门严铁路部门严
格列车防控格列车防控，，全程定时重点消杀列车洗面间全程定时重点消杀列车洗面间、、
卫生间卫生间、、乘务室乘务室、、门把手门把手、、扶手等部位扶手等部位，，对卧具对卧具
高温消毒高温消毒，，重点处置餐车重点处置餐车、、餐具餐具、、餐台餐台，，为旅客为旅客
筑起安全屏障筑起安全屏障。。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党员，，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组织需要，，我自愿申我自愿申
请到途经疫情严重地区的列车上工作请到途经疫情严重地区的列车上工作。。”“”“我自我自
愿报名加入突击队愿报名加入突击队，，再重再险的任务也决不畏再重再险的任务也决不畏
惧惧。。””疫情面前疫情面前，，高铁车队高铁车队 6565 名党员个个斗志名党员个个斗志
昂扬昂扬、、9494 名群众纷纷主动请缨名群众纷纷主动请缨，，全部站在抗疫全部站在抗疫
前沿前沿。。

9090 后高铁安全员王硕后高铁安全员王硕，，勇当疫情防控的勇当疫情防控的
排头兵排头兵，，值乘中一力承担重点旅客的服务任值乘中一力承担重点旅客的服务任
务务，，全副武装穿梭在车厢中全副武装穿梭在车厢中，，常常四五个小时常常四五个小时
滴水不进滴水不进，，妥善处置妥善处置 6060 多名境外输入旅客和多名境外输入旅客和
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成为车队火线入党第一人成为车队火线入党第一人。。同样同样
火线入党的还有东北姑娘李星彤火线入党的还有东北姑娘李星彤，，她在自己值她在自己值
乘的动车组停运期间乘的动车组停运期间，，主动请缨替下身体不适主动请缨替下身体不适
或居住外地的同志或居住外地的同志，，与丈夫解亚萱一起与丈夫解亚萱一起，，奋战奋战
在高铁乘务第一线在高铁乘务第一线。。每一趟出乘每一趟出乘，，她都要向旅她都要向旅
客反复宣传防疫知识客反复宣传防疫知识，，200200 多米的车厢一天就多米的车厢一天就
要走上要走上 33 万多步万多步。。长时间戴口罩服务旅客长时间戴口罩服务旅客、、消消
杀列车病毒导致脸上勒痕无法消退的列车长杀列车病毒导致脸上勒痕无法消退的列车长
张旭张旭，，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改装自家商务车为改装自家商务车为
爱心车接送同事上下班的安全员程印德爱心车接送同事上下班的安全员程印德，，一次一次
次将自己备用口罩送给旅客的列车员郝淑珍次将自己备用口罩送给旅客的列车员郝淑珍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里，，正是她们的坚守正是她们的坚守
和付出和付出，，使铁路成为了快速反应使铁路成为了快速反应、、联防联控的联防联控的
生命绿色通道生命绿色通道。。

作为连通全国的运输动脉作为连通全国的运输动脉，，在完成常规运在完成常规运
输任务的基础上输任务的基础上，，高铁列车还承担起了运送医高铁列车还承担起了运送医
务人员务人员、、医疗用品和保障物资的特别任务医疗用品和保障物资的特别任务。。内内
蒙古援鄂医疗队员两批次乘坐蒙古援鄂医疗队员两批次乘坐 GG24382438 次列车次列车
从北京中转赴武汉从北京中转赴武汉；；五批次乘坐五批次乘坐““草原动车草原动车””由由
鄂尔多斯回到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回到呼和浩特。。““送英雄出征送英雄出征，，接英雄接英雄
回家回家””，，七次运输任务七次运输任务，，高铁车队以最高礼遇和高铁车队以最高礼遇和
精心的服务精心的服务，，赢得医疗队员们的纷纷好评赢得医疗队员们的纷纷好评。。““谢谢
谢你们谢你们，，出发时为我们送行出发时为我们送行，，归来时为我们唱归来时为我们唱
起凯旋之歌起凯旋之歌。。””医疗队队员李红娟紧紧握住列医疗队队员李红娟紧紧握住列
车长张雨的手说车长张雨的手说。。

由于抗击疫情的突出表现由于抗击疫情的突出表现，，高铁车队被中高铁车队被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授予铁路抗击新冠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授予铁路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党组织肺炎疫情先进党组织、、先进集体称号先进集体称号。。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中铁呼和浩特局坚持中铁呼和浩特局坚持
疫情防控不疫情防控不““降温降温””，，千方百计保证旅客安全千方百计保证旅客安全、、
放心出行放心出行。。高铁车队秉承旅客至上的服务理高铁车队秉承旅客至上的服务理
念念，，继续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充充
分发挥分发挥““五彩哈达五彩哈达””服务品牌作用服务品牌作用，，为儿童旅为儿童旅
客客、、老年旅客老年旅客、、重点旅客重点旅客、、团体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外籍旅客
等五类旅客提供分众化特色服务等五类旅客提供分众化特色服务。。打水打水、、联系联系
接站接站、、帮助如厕帮助如厕，，GG24322432 次列车上次列车上，，列车长宿莉列车长宿莉
莎为莎为 7676 岁旅客吴桂芝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岁旅客吴桂芝提供了周到的服务，，让让
老人的旅途倍感惬意老人的旅途倍感惬意，，““孩子孩子，，车厢里暖和车厢里暖和，，我我
的心里更暖和的心里更暖和。。””

车外寒风凛冽车外寒风凛冽，，车内暖意融融车内暖意融融。。

的新引擎

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说走就走说走就走

的幸福

“你们先吃，我们一会儿就到，
已经坐上高铁了。”10 月 1 日，旅客
鲁彦带着孩子坐上了从北京开往
呼和浩特的高铁，回老家和父母共
度国庆中秋双节，弥补了春节没能
团聚的遗憾。“姥姥的羊肉都炖好
了，就等着我们到家了。”

张呼高铁与京张高铁一起，架
起内蒙古首条进京高铁大通道，加
快了自治区“北上南下、东进西出、
内外联动、八面来风”全方位开放
的格局，畅通了呼包鄂与京津冀的
联系。呼和浩特与北京之间构建
起 2 小时生活圈，从早上 6 点多到
晚上 8 点多，每天有 60 余趟高铁列
车往返两地，最短间隔时间只有 20
分钟。进京高铁的公交化开行便
利了人民群众的旅行、求学、就医
等生活需求，成为最受青睐的出行
方式之一。很多和鲁彦一样在北
京工作、生活的内蒙古旅客，回家，
说走就走；团圆，永远赶趟儿！

“高铁把北京、张家口、呼和浩
特、包头这些城市串联起来，不只
是时间上的拉近，更有了同城的感
觉。”正在装修新房的包头市民吉
洁，这半年来几乎每周末都要坐着
高铁去趟北京，买家具，请设计师，

“用上了北京的资源，感觉生活品
质都提高了。”

张呼高铁在便捷人们出行的
同时，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
和生活方式，高速度、公交化，让更

多城市实现了“一站式”到达。随
着生活圈的不断扩大，异地工作、
消费、置业成为沿线城市居民新的
选择。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说走就走的
旅行梦想。高铁公交化开行，加快
了自治区旅游的转型升级。早晨
在北京喝着豆汁、吃着焦圈，中午
就能在广袤的大草原感受马背上
的风驰电掣，京津冀旅客随时都能
来一场梦寐以求的草原“一日游”，

“换地过周末”成为现实。张呼高
铁开通运行，不仅放飞了草原人民

“想去看世界”的心，也将草原盛夏
游、冰雪游的大门向更多人敞开。

高铁的开通，让首批国家草原
自然公园试点的敕勒川草原人气
飙升。“到了呼和浩特我们打算先
吃一顿纯正的蒙餐，然后去内蒙古
博物院、大召无量寺、塞上老街⋯⋯
还有敕勒川草原。”火车上，一脸兴
奋的郑敏是个南方女孩，草原对她
来说是一个承载着梦想的地方，她
终于利用国庆假期搭上草原高铁开
始了追梦之旅。随着高铁的延伸，
沿线的一个个草原随之迎来了巨
变，呼和浩特这座塞外之都也变成
了一座处处彰显时尚的现代之城。

“高铁开进大草原⋯⋯天涯不
遥远，千里一日还！”这首铁路职工
谱写的《高铁开出大草原》，唱出了
草原儿女满满的幸福感。

的亮丽风景

守护平安守护平安

““金凤凰金凤凰””飞驰在张呼高铁上飞驰在张呼高铁上。。纪恩泉纪恩泉 摄摄

高铁列车通过乌兰察布的草原湿地高铁列车通过乌兰察布的草原湿地

。。于宝于宝

摄摄

飞驰的复兴飞驰的复兴
号号，，带着人民的带着人民的
希望奔向远方希望奔向远方。。

纪恩泉纪恩泉 摄摄

为儿童旅客为儿童旅客
送上红色送上红色““五彩五彩
哈达哈达””提示卡提示卡。。

王鹏王鹏 摄摄

草原高铁亮草原高铁亮
相相““坐着高铁看中坐着高铁看中
国国””主题宣传活主题宣传活
动动。。 左伟青左伟青 摄摄

送援鄂医疗送援鄂医疗
队出征队出征，，向英雄向英雄
致敬致敬。。

闫敏闫敏 摄摄

张呼高铁的开通运营张呼高铁的开通运营，，是高速铁路在草原建设和发展的是高速铁路在草原建设和发展的
开端开端。。刚刚启动的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刚刚启动的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内蒙古段））项目项目，，
照亮了锡林郭勒草原人民照亮了锡林郭勒草原人民““坐着动车进北京坐着动车进北京””的梦想之旅的梦想之旅。。
集大原高铁集宁至大同段建成后集大原高铁集宁至大同段建成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可直通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可直通
长三角长三角、、珠三角和西南地区珠三角和西南地区，，与全国高铁网无缝对接与全国高铁网无缝对接。。包头包头
至银川高铁建成后至银川高铁建成后，，将实现内蒙古中西部各盟市间的高铁联将实现内蒙古中西部各盟市间的高铁联
通并融入国家高铁网通并融入国家高铁网。。呼呼（（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南南（（南宁南宁））通道通道、、京京（（北北
京京））兰兰（（兰州兰州））通道通道，，将贯通呼包鄂榆将贯通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山西中部、、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京京
津冀津冀、、宁夏沿黄宁夏沿黄、、兰西等城市群⋯⋯兰西等城市群⋯⋯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未来已来未来已来。。面向面向““十四五十四五””，，开通开通
的的、、在建的在建的、、规划的一条条高铁规划的一条条高铁，，将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织就新将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织就新
的高铁路网的高铁路网，，推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推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