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仁怀市对外

宣传中心获悉：计划投资 26 亿多元的

盐津湖综合治理工程现已全面展开。

当地计划用 2 年的时间将这个最具魅

力的峡谷建设成新的景观。

盐津湖是赤水河的一条重要支

流，两岸峭壁林立，植被丰茂，历史文

化信息丰富。不过，因紧靠城市和人口

密集的乡镇，大量城市、集镇污水进入

峡谷，导致曾拟用于集镇饮水、灌溉的

盐津湖污染严重。

2016 年起，仁怀市开始谋划系统

地以盐津湖为主题的盐津河峡谷综合

治理。 去年 7 月， 该工程宣布正式启

动。 今年 1 月，方案进一步优化后，工

程提速。

新近发布的治理方案显示，盐津湖

的综合治理包括拆除两侧违法建筑，建

栈道、自行车道等，最核心的部分是拦

截城市和周边集镇的污水。 对此，当地

决定建设“两横多纵”的排污系统。

仁怀市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称，

该治理工程完成后， 不仅解决了盐津

河峡谷的污水之痛， 保护了赤水河水

质， 还会成为仁怀市生态文化游的新

景区。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现如今高铁四通八达，在这样

一个交通发达的“快时代” ，一对平

均时速只有 40 公里的火车真的太

慢了，但就是这样一趟最低票价只

有 2元的“慢火车” ，却每天朝发夕

至地坚持了 43年，往返于贵阳至玉

屏 342公里的铁路线上， 成了沿线

群众不可或缺的“脱贫线” 。

1 月 10 日， 记者从凯里乘坐

汽车绕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用了将

近 1 个小时， 才到达了 5639/5640

次这对“慢火车”途径的桐木寨站，

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当地的村民挑着

瓜果蔬菜在站台上等火车了。

桐木寨站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

凯里市湾水镇米薅村。 当地的村民

每天都会带着农副产品进城赶集，

或求学就医、或走亲访友，只需要

11 分钟就可到达凯里站，票价仅为

2元，这趟便捷安全又省钱的“小慢

车” 成了沿线民众出行首选的交通

工具，成了一辆特别的“公交车” 。

“从我会走路那会儿就开始坐

这趟车，已经 40 多年了，便宜准时

还方便。 ”米薅村 68岁的吴齐祥今

天和老伴挑了 80 多斤红薯坐火车

去凯里卖，按照 2元 /斤的市场价，

可以赚 160 多元回来。 “子女都外

出打工了，我们就会种点地，有这趟

车方便啊，一个月卖菜也有一千多

元的收入。 ”吴齐祥坦言。

接近年关， 桐木寨的村民带着

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民族手工艺品

等，坐着“慢火车” 进城销售，返程

时再置办些年货回家。 这趟绿皮火

车在这个季节开始繁忙起来。

列车员告诉记者，每天，朝发夕

至往返于贵州省省城贵阳至东部边

城玉屏的 5639/5640 次绿皮慢车，

都要在沿线 342 公里的桐木站、六

个鸡、 宝老山等 13个车站停靠，这

些车站周边大都是苗族群众聚居的

边远贫困村寨， 当地人的农产品交

易、 孩子上学等都要依靠这趟最低

票价仅 2元的“低价”列车。1975年

开通时，桐木寨至凯里票价为 2角；

1990至今一直不提价，仍为 2元。

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慢火车”

不仅把大山的土特产运到城里，更

把深山学子的梦想送到了大山外。

“我的两个儿子是听着火车声

音长大的，对于火车，更多的是一种

情结。 ” 家住桐木寨站铁路边上的

吴凤华大姐在站台边上开个小卖

部，全是坐它进城拿货，不仅如此，

她的儿子进城读书都是靠它往返，

火车见证了两个儿子的成长。 现如

今，吴大姐的小儿子考进了凯里三

中，大儿子考上了辽宁的大学。

“慢火车”票价如此低廉，如何

支撑运营成本呢？ “这是铁路部门

肩负的社会责任使然。 ” 5639/5640

次的列车长胡贵川告诉记者，列车

途经的地区大多处于山高路险、交

通不便的偏远贫困地区，铁路部门

坚持开行“慢火车” ，主要为贫困群

众谋福祉。 这趟火车未来将一直开

行下去，票价也不涨。 ”

这趟绿皮“慢火车” 有个“特

别的角落” 是其他火车上从没见过

的：一个小吧台后面挂着一块“列

车信息交易版” ， 设置了城市的劳

务信息、沿线商品价格信息和交易

联系信息三块内容，每周更新。

据了解，全国铁路共开行这样

的公益扶贫列车 81对，主要分布在

西南、西北和东北偏远贫困地区，年

运送旅客 3000多万人次。 绿皮“慢

火车” 每天不紧不慢穿行在崇山峻

岭中，承载着百姓致富的新希望，架

起贫困地区人民与外界交流的桥

梁， 为沿线百姓拉来了 “金山银

山” 。 （徐宁 本报记者 吴如雄）

省钱“小慢车”

化身“公交车”

2元钱票价

多年从未变

脱贫致富车

一直开下去

本报讯 昨日上午，遵义市旅游行

业大会在当地召开， 当地旅游部门发

布 6 条精品旅游线路。 这些线路从 2

日游至 8 日游不等， 涵盖了多个红色

旅游景点及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丹霞。

遵义市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所推

出的这 6 条精品线路， 主推了以重庆

为出发目的地的自驾游、自助游。

据悉， 遵义市境内分别有世界自

然遗产赤水丹霞及世界文化遗产海龙

屯，是全国 6 个拥有世界级“双遗产”

的城市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市的

旅游硬件设施、 软件设施不断得到提

升。当地旅发委相关人士称，这些线路

均为首次发布。

遵义市旅发委推荐的 6 条精品线

路为： 以重庆为主要客源地的环遵义

游； 以长征文化为主题的红色遵义寻

根游；以茅台赤水为主的度假休闲游；

以遵义茶香为主题的生态康养游；以

民族文化为主题的黔北多彩民俗游；

以近郊风光为主的花海土司探洞游。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涵盖红色及地方民俗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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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观山湖区金华镇金龙村十一组、十二组

（汪家沟）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

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8 年 1 月 28 日前

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

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

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石明华

联系电话：18798646306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镇金龙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迁坟公告

�������因吉利产业大道项目建设需要，位于观

山湖区金华镇下铺村（庙山、大门洞、宋家

山、大落山公墓及小落山）范围内的坟墓需

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8

年 1 月 28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

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

主坟处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谷吉云

联系电话：14785592699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镇下铺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本报讯 昨日，兰州至海口国家

高速公路重庆至遵义段（贵州境）

扩容项目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安全

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预计今年 3 月

正式开工。

崇遵高速扩容工程起于与重庆

交界的下坪，与崇遵扩容(重庆境)

顺接，在松坎与习正高速设置枢纽，

然后经新站、大河、马鬃、茅石、板

桥， 在绥阳县蒲场镇与遵绥高速十

字衔接，路线继续往南，在马家湾附

近与遵义环线青檬段交叉， 终点青

山顺接贵遵复线起点。 路线全长约

120.3公里， 其中桐梓县境内 68.9

公里、汇川区境内 24.5 公里、绥阳

县境内 15.8 公里、 新蒲新区境内

11.1 公里，投资达 263 亿元。 崇遵

高速扩容工程 （以下简称崇遵扩

容） 项目前期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中，合同完工期为 2020年底。

2018 年 1 月 11 日， 由交通运

输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贵州省交

通建设质量监督局组成的专家组对

现场和各类施工设施进行查勘，听

取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 查阅相

关资料后一致同意崇遵扩容通过评

审， 这有力地保障了该公路的顺利

开建。

崇遵扩容高速建成后， 将分流

现有崇遵高速的行驶车辆， 缓解道

路压力，让市民出行更顺利。

（本报记者 王芳）

路线全长约120.3公里，预计2020年底完工

崇遵高速扩容工程 3月开建

遵义推出

6条精品旅游线路

凯里“小慢车” 开启脱贫致富路

43年往返于贵阳至玉屏342公里的铁路线上，最低票价仅2元

沿线村民带着自家农产品乘坐“小慢车” 吴吉斌 /摄

深山绿火车

承载学子梦

■新闻速递

仁怀盐津湖

治理工程全面展开

计划投资26亿余元，将把峡

谷打造成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