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以至于我们无法再用传统的
视角看待中国地理。

壹缘起

100多年前的中国陷入黑暗，而当我们
努力走出黑暗，开始利用现代力量建设我
们的国家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贫穷与
落后，还有破碎的山河。

960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看似面
积广大，山地与丘陵却占60%以上。四大
高原、四大盆地和三大平原镶嵌在纵横交
错的山地中，形成各自独立的地理单元，彼
此连接困难。
巨大的青藏高原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4，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黄土高原土壤质
地疏松，沟壑纵横，墚岇众多。云贵高原遍布
石灰岩，强烈的溶蚀作用致使地上地下千疮
百孔。此外，沙漠戈壁广布西北，高山峡谷遍
布西南，在相对平坦的东部，大江大河多自西
向东流淌，缺少纵贯南北的天然航道。
交通阻隔之外，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均

衡。能源、矿产主要分布在生态相对脆弱
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主要消
费区。
以我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煤炭为例，

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五省区的储
量，居然占全国的3/4以上，而上海、广东、
广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则少有煤炭资
源分布。我国水资源的4/5以上分布在南
方，北方却不足1/5，再加上降水和径流的年
际、年内巨大变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旱涝
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再者，历经数千年的开发，我国还面临

着严重的环境危机。1949年新中国成立
时，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约为11.4%。当时，
几乎所有耕地的土壤养分都被大幅消耗，
尤其是氮，土地盐碱化、沙化严重，以致环
境史学家马立博在其代表作《中国环境史》
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是一个严重退

化的自然环境。
交通阻隔，资源分布不均，环境恶

化……我们该如何重整山河？

贰连接

第一个关键就是连接。即使跨越大江
大河，跨越高山峡谷，跨越海峡海湾，也要
把这个庞大的国家连成一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和公路相继
在中国起步，但是二者都面临一个相当大
的挑战，即如何跨越众多的江河。1906
年，从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建成。1936
年，从广州到武昌的粤汉铁路通车。一北
一南两条铁路在武汉相聚，却只能隔着滚
滚长江相望。虽然在此前后，松花江、钱塘
江、黄河及一些城市河道上已建起一批近
现代桥梁，但长江的天险一直未能突破。
其间的1913年、1929年、1936年、1946年，
茅以升、梅旸春等桥梁专家4次提出建桥
方案，都无果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梅旸春再次

组织专家讨论建桥方案。1955年，大桥终于
作为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开始动工
建设，1957年正式建成通车，这便是有着“万
里长江第一桥”之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连接
京汉和粤汉两条铁路，才有了我国第一条纵
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铁路。之后，
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白沙沱长江大桥
于1959年建成，南京第一座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
截至2020年年底，长江干线共拥有

111座跨江大桥，再加上十余条过江隧道，
真可谓“天堑变通途”。
我国东部的河流多在平地蜿蜒，而西部

的河流却大量穿行在高峡深谷之中。1901
年，法国殖民者组织修建从云南昆明到越南
海防的滇越铁路，80%的线路穿梭于崇山峻
岭之中。然而，随着中国桥梁建造技术的进
步，当1999年我国决定进行西部大开发时，
中国人跨越峡谷的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2012年建成通车的湖南矮寨大桥，跨
越沅江支流德夯河，峡谷相对高差达500

米。而2016年建成的贵州北盘江第一桥，
桥面到江面的垂直距离达565米，至今仍
是世界第一高桥。

连接全中国，我们不仅要跨越江河峡
谷，还要穿越座座大山。1887年，台湾首
任巡抚刘铭传主持修建从基隆到新竹的铁
路，清军筑路官兵用粗笨的工具，耗时30
个月才打通全长仅有235米的我国第一条
铁路隧道——狮球岭隧道。

到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修建了穿越
太行山的驿马岭隧道，其长度已突破7千
米。到2020年年底，我国已建成11座长度
超过20千米的特长铁路隧道，公路与铁路
隧道合计3.8万条，总长达4.2万千米，相当
于沿着地球赤道绕了一圈。放眼全国，昆
仑山、祁连山、天山、横断山、秦岭、吕梁山、
太行山、燕山、雪峰山、武夷山、武陵山、南
岭等一众山脉，已全都被大小隧道贯穿，山
两侧不再有阻隔。

就这样，跨越大江大河，跨越高山峡
谷，跨越海湾海峡，连接岛屿岛礁，穿越沙
漠戈壁，穿越高原冻土，终于形成了一个连
接全国的交通网络，这一网络包括519.81
万千米的公路网（其中高速公路网16.1万
千米）和14.6万千米的铁路网（其中高速铁
路网3.8万千米）。这个网络还以巨大的魄
力兼顾东西部平衡，打通城乡。它就像毛
细血管一样延伸至边疆，延伸至各个村庄。

此外，12.77万千米的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以及2.2万个港口泊位，连接着全国主
要水系和口岸。241个民用航空机场又织
成了一张天空之网。

一个高密度连接的国家，一个高强度
连接的国家，一个高质量连接的国家，可以
拥有更多可能性。因为，它可以大范围地
重组资源。

叁重组

被全面连接的中国，每年可以完成
176亿人次的营业性客运运输、1279亿人
次的城市客运运输及462亿吨的货物运
输。相当于全国14亿人，每人每年乘坐铁
路、民航、公交等104次，每人每年分得33
吨的货物。庞大数字的背后，是对全国各
类资源的大范围调配重组。

首先是人口资源的重组。我国人口空
间分布的东西差异十分明显。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

到 39.93%，中部地区占 25.83%，西部地区
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人口向经济
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的趋势明显。

人口的聚集会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
既能节约有限的国土空间，又能带来公共
服务水平的提升，并催生更大的市场。人
们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教育
资源和文化资源，并找到更多的商业机会。
各个城市、各个区域又分别形成各自的优势
产业群，再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与全国乃至
全球进行物资交流。

在农业领域，水利设施以及各类农业
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北方粮食产量提升，南
方的土地则被更多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并进行非农业开发，从而在今天形成北粮
南运的格局。与此对应的是，南方丰富的
水果又大量北运，形成南果北上的供应特
点。在矿产领域，山西、内蒙古、陕西、新
疆、贵州等省区的煤炭不断被运往东部、南
部地区，这便是北煤南运或西煤东运。

此外，还有更多的资源重组发生在更
大的领域。

2000年，贵州乌江干流上的洪家渡水
电站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开始系统性地
利用西部电力资源，并向东部输送。在西
南地区，高差巨大的地势让这里的江河急
剧下切，使其蕴藏极其丰富的水电资源。
而在西北和北方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让
人们在煤矿附近直接建设火力发电站，再
将电力向外输送，这便是西电东送。得以
实现西电东送的基础设施，是全国统一的
电力网络。截至2019年，我国330千伏及
以上的输电线路长达30.2万千米，构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互通的大电网。

水电资源之外，还有一种资源也在国
土上进行着调配重组。2002年，一条全长
4200千米的管道工程开工，它要把直径约
1米的管道从新疆一直铺到上海，途经10
个省（市、区），穿越大小河流1500多条。
管道中输送的正是西部富集、东部短缺的
天然气，这便是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到
2019年，我国已经形成一个长度超过8.7
万千米的全国性天然气主干管道网络，每
年可将数千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从我国西
部及俄罗斯、中亚等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同样在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
工。它将用数十年时间，在我国大地上建设
东、中、西三条大型水道，每年可将400多亿
立方米的水流，从富水的南方调往干渴的北

方。这样的跨流域调水不只南水北调一个工
程，我国已经建成或在建的还包括河北与天津
之间的引滦入津、山东的引黄济青、陕西的引
汉济渭、甘肃的引大济秦、安徽的引江济淮等
调水工程。
就这样，人口迁移、产业聚集、北粮南运、

南果北上、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
水北调，一个个大范围、大规模的资源重组，
让这个原本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国家，得以
释放潜力，高速运转。高速运转的中国，历经
上下五千年，尤其是最近100多年的剧烈开
发，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修复受
损的生态环境，恢复绿水青山。

肆修复

1978年，一项超级工程与改革开放同期
启动。它没有钢铁洪流，主角是一棵棵看似
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草木。它至今仍未完
成，其规划工期长达73年，直到2050年才能
收官。它雄心勃勃，要在西北、华北、东北的
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防风
固沙、水土保持等生态修复。它就是迄今世
界上最大的林业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现在三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减
少了66%以上，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河
套平原等地的沙化土地得以减少，生态状况
明显好转。
此后，我国又先后实施了长江中上游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天然林保护工
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从
1949年的约11.4%增加到2020年的23.6%，新
增森林面积与内蒙古自治区面积相当。
经过一系列的整治，生态恶化了千年的黄

土高原已是满目绿色，水土流失情况显著好
转。泛滥千年的黄河年均输沙量骤降90%以
上，就连曾经因黄河泥沙不断而扩大的黄河三
角洲，也开始以年均2.53平方千米的速度在萎
缩。黄河水清如许，真是时移世易，沧海桑田。
除了国土绿化，我们还需要保卫蓝天。大

气污染成因的复杂性，注定了对抗雾霾必须是
一场持续的全民运动。数百万户家庭通过“煤
改气”或“煤改电”，结束了烧散煤的历史，变化
的背后又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系列工程
的支撑。全国所有煤电机组均安装了废气处
理设施，并淘汰了落后的煤炭产能。在农村，
大量秸秆变身为肥料、饲料，以取代直接焚
烧。在城市，轨道交通占比几乎成倍增长，大
量城市对燃油汽车实行限购、限行。2020年，
全国新能源汽车的年产销量连续6年世界第
一，累计销售550万辆。经过一系列的行动，
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87%。
在我国，还有为实现“碧水”而进行的水

环境治理工程。以长江为例，长江流域干支
流沿岸铁腕治江，大力关停或转迁化工企业，
水质迅速改善，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
例为83.4%，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6%。还有
为保护土壤而进行的净土保卫战，这包括禁
止洋垃圾入境、实施重金属减排等诸多举措。
在这片国土之上，我们不仅要改善人类的

生存空间，还要实现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截
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建立1.18万个各类保护
地，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8%，管辖
海域面积的4.1%。
绿化、蓝天、碧水、净土及各类保护地，是

我们为修复生态环境所做努力中的一部分。
就这样，连接、重组、修复，使我们打破了国土
原有的环境限制。我们创造了新的“高山”，
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群。我们创造了新
的“河流”，即世界上最高效的交通网络。我
们也努力修复了生态环境，启动了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生态行动。我们曾经落后，但我们
重塑了山河。
当地理上的“穷根”被斩断，我们也由此

完成了世界上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我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由数百亿增长
到2020年的101万亿。这是蓝色星球上最伟
大的地表塑造。
我们曾有无与伦比的辉煌，我们也曾面

临一片残破的国土。如今，我们建设它，改
造它，美化它，让子子孙孙拥有更好的生存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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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中国：

100年重塑山河

力津报 荐

推荐理由：本书以近代以
来一百年为时间尺度，讲述现
代化进程之下，中国的地理变迁
和中国人的创造，呈现这个蓝色
星球上伟大的地表塑造。通过
原创摄影图片及充满情感温度
的文字，描绘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地理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

100年，我们重塑了一片山
河；100年，我们振兴了一个民
族；100年，我们改变了一个国
家。从没有一根钢轨，到铁路、公
路纵横四方；从没有一盏电灯，到
14亿人全民通电，以及西气东
输、南水北调、国土绿化、载人航
天、北斗导航、登陆火星……

摘自《这里是中国2》，星球研
究所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
月出版。

致敬卫生健康工作者
游苏宁

大家 书读

《百年卫生 红色
传承》，国家卫生健康
委干部培训中心（国家
卫生健康委党校）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2021
年6月出版。

书津报 架

作为世界500强高管，首

位跻身埃森哲全球法律部管

委会的中国人，本书作者出身

平凡，少年时代跟随家人从福

建移居香港，在社会底层挣

扎，靠自身努力并依循正确路

径最终改变命运。他在书中

现身说法，回顾了自己从半工

半读、经常挂科濒临辍学的境

地，逆袭为高级律师的经历，

着眼困扰年轻人的成长难题，

坦诚分享如果你资质普通、资

源有限，如何突破“先天”局

限；在持续变化的时代，有哪

些不变的原则和方法，能帮助

你突破职场天花板，实现终身

学习与成长。

《最难的事其实最简单》
施俊侃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这是一个关于守护与信

任、包容与谅解的温暖故事。

少女伊丽莎家境拮据，自幼缺

爱。努力考上牛津后，反而变

得更加自卑，感情受挫，怀疑

人生。在偶然结识近邻“职

业外婆”艾达后，两个陌路人

开始产生命运般的羁绊。饱

经风霜的“外婆”不断引导和

帮助对现状倍感绝望的少女，

让伊丽莎再拾勇气。伊丽莎

也陪伴着艾达，丰富了艾达寂

寥的暮年时光。这对不可思

议的忘年交，驱散了彼此生活

中所有迷茫和孤寂，最终超越

血缘关系，化为感人至深的

“亲情”。

《外婆出租中》

【英】丽芙·阿巴思诺特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百年卫生红色传承》编委
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经过认真遴选和反复斟酌，最
终选取出建党百年来为我党
领导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杰
出贡献的116位优秀代表人
物。通过回顾辉煌成就、讲述
感人事迹讴歌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再现我党筚路蓝缕、开
拓创新的艰难发展历程和人
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
执政为民理念。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

点，回眸披荆斩棘的世纪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
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勇立时
代潮头，不屈不挠奋斗，历尽艰
辛求索，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卫生健康事业，为我国经济
发展、人民幸福和人口素质的
全面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是
建党百年辉煌成就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和使命以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政治优势。
2020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下，我们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
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
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
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
大战略成果。展望未来，在新

百年的征程开启之际，我们应
该进一步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保持艰
苦奋斗的昂扬精神，坚持中国
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恪
守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竭尽全力为人民提供最好
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为健康中
国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本书重点介绍了我党百年
奋斗的征程中，为人民健康保
驾护航和为我国医学科学事业
创新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
人物。同时记载了在党的百年
发展历程中杏林翘楚们在构建
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精心呵护人民健康、
交流学术与传播医学知识中承
担的主要工作。

翻阅本书，不仅了解到新
中国卫生事业奠基人傅连暲、
李德全、贺诚、钱信忠、吴阶平、
崔月犁等在卫生管理方面的艰
辛付出，颜福庆、伍连德、汤飞
凡、顾方舟等社会名流对公共
卫生事业的杰出贡献，张孝骞、
沈克非、林巧稚、裘法祖、郑芝
田、王宝恩等名闻遐迩的学术
泰斗对临床医学的巨大贡献，施
今墨、屠呦呦、陈可冀等杏林翘
楚在传承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中
的不懈努力；还看到翁心植、王
海燕、张乃峥、钱贻简、张锦坤等
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们对中华
医学会系列杂志关怀备至的感
人事迹，以及默默无闻扎根基层
先进医务人员的代表为人民服
务的事迹；白求恩、柯棣华、马海
德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
毕生的国际友人做出的贡献。
尤为感人至深的是钟南山、姜素
椿、李兰娟等精英们在抗击
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中舍生
取义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共同
之处不仅在于学识渊博、医术精
湛、治学严谨、业绩卓著，而且都
是提掖后学、甘为人梯、诲人不
倦、恪尽职守之良师。正是他们
的无私奉献，才铸就中国医疗卫
生界今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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