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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从大
写意到工笔画，跨越高山深壑、跨越
海洋沙漠，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徐徐
铺展，就在短短8年间。

“一带一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
合作共赢之路，改变了什么？无数的
动人答案。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
民来说，它是水和电，是路和桥，是
学校和医院，是增加的收入、改善的
生活和值得期待的明天。

……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共

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建设者算
一算，项目里有多少直接体现了民生
需求。总书记语重心长：

“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共建国家民
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立竿见影啊。
小而美的项目，是直接影响到民众
的。今后要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
作的优先事项，加强统筹谋划，发挥
援外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形成更多
接地气、聚人心的项目。”

宏大的“一带一路”叙事中，太
多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筚路蓝缕的
驼铃之路、惊涛骇浪的扬帆之路，植

根于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属
于世界。座谈会上，来自部委、地
方、企业、研究机构的7位发言者，从
不同视角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思。

有发言者说起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的沧桑之变感慨万千，并引用了总书记
两年前参观比港时的一句话：“中国倡
议的‘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传说，
而是成功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

有位来自研究机构的发言者从宏

阔历史讲起，引发很多共鸣：“历史是
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共建‘一
带一路’就是撬动历史前行的杠杆。”

因为中国机遇，因为中国行动，
因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今天，中国同世界2/3的国家和1/3
的主要国际组织形成了共建“一带一
路”共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塑造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布

局了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
手棋，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

“我说过，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再
为中国这只大鹏插上两只翅膀，建设
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要
巩固合作基本盘，夯实发展根基。”

——摘自《微镜
头·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第三次“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 “我就
派〈山海情〉里的那个
林占熺去了”》

（2021 年 11 月
21 日《人 民 日 报》
刊发）

在阿尔及利亚建高速——
“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

8月29日清晨，在一处几十米长的填方路段前，季宗
礼停下了脚步，并向记者透露一个“秘密”：“这里的每
一颗土砾，都是从几十公里外运来的。”

今年 38岁的季宗礼，现任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东标
段 84公里项目的项目总工。他告诉记者，所谓填方，指
的是路基表面高于原地面时，从原地面填筑至路基表面
的土料体积。“事实上，能在那么远的地方找到土料，已
经算是幸运的。”季宗礼的思绪慢慢回到了4年前。

“季总，快来看看，这石头怎么变样了！”2018年初，项
目刚开工没几天，接到报告的季宗礼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赶忙冲到施工现场，定睛一看，在雨水冲刷下，
工人们从取土场挖出的硬石块，全变成了松软的烂泥
巴。捡起一块儿湿水不久的石头，用大拇指轻轻一搓，
一根泥条竟从石头表面滑落，季宗礼不禁倒吸一口凉
气：这个项目绝对是块难啃的骨头。

很快，实验室结果给出了答案：这种石头名为泥灰
岩，风一吹就成渣，一遇水则成泥。更要命的是，经过
重新评估，项目团队发现，目前使用的取土场中，泥灰
岩含量极高，实际可用填方量还不足三百万立方米，这
跟项目一千多万立方米的总需求相差甚远。

“摆脱泥灰岩地质的最佳方案就是建桥，但业主却一
直坚持成本更低的填筑土方的方式。”季宗礼告诉记者，
项目团队曾尝试用掺有泥灰岩的土料做过试验，可惜结
果不尽如人意，施工一度陷入僵局。

现有土料不合格，那就重新再找取土场！戴上鸭舌
帽，背好斜挎包，手拿打蛇棍，那段时间，季宗礼与同
事们每天都要去山中“探险”。由于正值雨季，往往一脚
踩下，就溅得他们一裤腿都是泥。

起初，几乎每天，大家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10公里范围内没有，就将范围
扩大到 20 公里，再不行就 30 公里。”季宗礼并未气馁，
而是着手更改搜寻计划，想方设法提振士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半年等待，在距离项目 30多
公里远的地方，季宗礼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取土场。“尽管
运距较远，但这意味着项目的关键环节已经打通。”季宗
礼顿感如释重负。

“在阿尔及利亚施工，最害怕啥？”记者追问。
“最怕下雨！”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从9月算起，就进

入了长达 8 个月的雨季，暴雨会导致土料浸水、便道受
损，若做不好防护，当天的施工进展很可能要“归零”。

“直到现在，只要一听到雷声，我们所有人就像听到‘命
令’一样，全都扔下手里的活，第一时间跑到取土场，
拿篷布盖在土料上。”季宗礼说。

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工 52公里，剩余工程预计今
年底完成。全长 1216公里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即将全
线贯通。

今年6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季宗礼见到了阿尔及利
亚特莱姆森省一家樱桃园的园主迈赫迪。“有了东西高
速，我的樱桃园规模扩大了整整3倍，樱桃品种也从3种
增加到 10种。等到全线通车后，我就能驾车去国外旅游
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迈赫迪的话语中饱含期
待，这让季宗礼欣喜不已。

“在国外这么多年，有时也想安静地休息几天。”季
宗礼说，“但现在，我不想停下来，我要加倍努力，让阿
尔及利亚人民早日享受到高速贯通带来的便利。”

在乌兹别克斯坦建工厂——
“那几年时光，是我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你瞧，我这头发，就是那时候变白的。”8月29日，
谈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几年经历，曾任德赫卡纳巴德钾
肥厂一、二期项目经理的刘杰，打开了话匣子。

2009年7月的一天，还在安哥拉某项目部工作的刘杰
突然接到公司急电：要他立即回国。回国后，刘杰得
知，乌兹别克斯坦钾肥厂一期项目急缺人手，公司决定
派他担任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的活，我从没干过，真的能行吗？”他坦
言，自己其实心存疑虑。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项目总
工期仅剩 10个月，但初步设计方案却迟迟得不到业主批
准。此情此景，即便经验老到的项目经理都要花费许久
思考对策，就更别提刘杰这个新手了。

可以选择退缩吗？“这将是全中亚地区第一个钾肥
厂，当地老百姓翘首以盼，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刘杰
暗自打气：只要坚定地往前走，就一定能成功！

他坚持每天跑现场观摩学习，一待就是六七个小
时；对于搞不懂的问题，他虚心向身边人请教，有时甚
至会去网络论坛“讨学问”。“人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
而我这头‘老牛’也要做到无所畏惧。”刘杰打趣道。

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没多久，新版设计方案
得到了业主批准，10个月的紧急赶工拉开帷幕。但就在
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之时，拦路虎又一个个冒出。

一天深夜，熟睡中的刘杰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原
来，在尾盐浓密机试运行过程中，浓密机脱气槽突发冒
槽，造成物料沉积、堵塞。怎么办？拿机具清堵？“脱
气槽内的母液足有 1.2 米深，这种情况，机具根本无法
使用。”眼看物料越积越多，刘杰果断作出一个决定：

人工清堵。
拿起振动棒，刘杰赤脚跳进脱气槽中：振捣、掏

泥、高压枪冲洗……忙完后，已是凌晨4点。刘杰说，当
时根本来不及多想，“自己是钾肥厂项目的第一责任人，
关键时刻肯定要冲上前。”

临近投料试车，刘杰意外发现，胶带机的皮带却经
常跑偏。为了使装置早日投产，刘杰一马当先，抓起晒
得滚烫的皮带扛在肩上，准备采用最原始的方法——人
工纠偏。现场工作人员先是一愣，随后立刻明白了他的
意图，也有样学样，手拉肩扛地一起将跑偏几十米长的
皮带拽正了。大家死死拽住皮带一连数小时，直到手心
磨破、肩膀通红都不肯松手。当天夜里，刘杰又熬夜加
班，找到了解决对策。

整整一年时间，刘杰带领项目团队交出了一份圆满
答卷：全面完成总面积逾 20万平方米的工厂建设，创下
了国际钾肥厂建设、投产的新纪录。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钾肥厂一期项目顺利完
工后，乌兹别克斯坦迅速上马二期项目，继续由中信建
设承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现在，就连城
镇发展重心都开始向我们这边靠近了。”刘杰介绍，钾肥
厂的建设，给德赫卡纳巴德市带来了经济繁荣，受到当
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45 岁的斯罗奇是项目部在当地聘用的一名司机。一
次，项目部打算派斯罗奇去离家较远的昆格勒市工作。
但他觉得家里孩子小、往返路途远，故而提出涨薪。综
合考虑后，刘杰爽快地答应了。

但隔天一早，斯罗奇却惭愧地说：“工资不用涨
了。”原来，听到儿子的“好消息”，斯罗奇的老父亲对
他一通训斥：“这几年，家里新盖的房子、添置的新车，
哪一件不是靠中国朋友才挣来的。现在人家需要你，你
居然还要起钱来了。做人不能不讲义气！”

“听了这段话，心里真的很感动。”刘杰说，他真切
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善良与淳朴。“现在一有时间，我常翻
看过去的老照片，会感到莫名的激动，那几年时光，是
我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在哈萨克斯坦修公路——
“业主对‘中国标准’竖起了大拇指”

8月30日，接受记者采访前，哈萨克斯坦KB公路改
造项目工程部副经理刘煜主动将时间定到了午休时段：

“不好意思，现在哈萨克斯坦不是太热，正是施工的黄金
季节，也就中午能稍微喘口气。”

“想在这里干活，就得一切听温度计的。这里春有风
沙、夏有高温、冬有严寒，每年施工有效期也就半年左
右。”平日不善言辞的刘煜，一谈到工作，就停不下来。

他告诉记者，KB项目是一个旧路升级改造项目，由
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虽然没有大型桥梁、隧
道，但全线里程长、工程量大，特别考验建设管理单位
的组织协调能力。”

万事开头难。2017 年，初到哈萨克斯坦，刘煜面对
的是“一无所有”。

一般情况下，大规模施工前需具备“三通一平”的
基本条件，即平整场地和水通、电通、排污通。但由于
工期吃紧，在营地尚未完工的情形下，率先进场的建设
者们不得不“先生产后生活”，十几个人挤住在附近镇上
一户居民家中。

镇上极度缺水，无论洗漱、吃喝，大家用的水都是
色泽微黄、带有异味。洋葱、胡萝卜、土豆、西红柿则
是餐桌上的“四大天王”。“当地人多食肉，蔬菜卖得很
少，想买齐这几种食材，我们还要等当地举办自发性集
市才行。”刘煜说。

“这些生活困难，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我们都能克
服。”但项目建设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一度让刘煜感觉
快要招架不住。

“哈萨克斯坦的公路行业规范沿用的是几十年前的标
准。”刘煜举例解释，例如，如今的双钢轮压路机在重量
等施工性能方面已有很大提升，业主却坚持按照原来的
规范要求，使用小吨位压路机。

双方在施工理念上的分歧，导致前期设计审批异常
困难。面对这一困境，刘煜主动求变，决定先做一条200
米的试验段，借助样板式的施工工艺和施工质量，说服
业主。

做个试验段，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因为项目
90%以上的工人都是当地人，且大多数从未接触过中国施
工标准与施工技术，试验段最终能做成什么样，刘煜心
里也没底。

再难也要一试，全面的教学势在必行。那段时间
里，反复的室内动画演示、现场技术实操演练，占据了
刘煜与攻坚团队可利用的每一分钟。到最后，几位“中
国师父”还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会用简单的俄语进行交
流。“随着试验段质量完全达到验收条件，业主对‘中国
标准’竖起了大拇指。”刘煜自豪地说。

“从技术管理、资源组织到拌和站生产、现场沥青摊
铺，项目 90%以上的工作都是由哈萨克斯坦籍员工完
成。”刘煜说，这为企业后续探索海外项目管理新模式提
供了宝贵经验。

随着同事的呼喊声响起，刘煜满怀歉意地结束了采
访：“不好意思，咱们找机会下次再聊。”说罢，他匆匆
奔向屋外，继续“赶工”去了。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
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

看，那些奋斗在“一带一路”上的建设者
本报记者 刘乐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
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
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
的成就。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还构
建了广泛的朋友圈，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
利共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3年至2021
年，中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 1613 亿

美元，为当地创造34.6万个就业岗位。
这其中，一大批国有企业在共建“一

带一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建设者
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奏响共建“一带一
路”的最美和声。

作为第一批“走出去”参与境外项目
合作的国有企业，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设”） 牢牢抓住“一带
一路”倡议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在海外
实施建设了多个重大项目。近日，本报记
者采访了中信建设的几位工作人员，让我
们一起走近那些奋斗在“一带一路”上的
建设者。

▼▼哈萨克斯坦国有公路改造项目哈萨克斯坦国有公路改造项目。。

▼季宗礼在与业主
经理讨论技术问题。

▼▼季宗礼在与业主季宗礼在与业主
经理讨论技术问题经理讨论技术问题。。

▼▼已完工的阿尔及利亚东西已完工的阿尔及利亚东西
高速公路东标段高速公路东标段。。

▼▼乌兹别克斯坦钾肥加工乌兹别克斯坦钾肥加工
厂二期项目厂二期项目。。

▶刘杰 （左一） 与业主
进行施工联查。

▶▶刘杰刘杰 （（左一左一）） 与业主与业主
进行施工联查进行施工联查。。

◀刘煜在营地内工作。◀◀刘煜在营地内工作刘煜在营地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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