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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在創新路上

創新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靈魂，也是我國高鐵發展的法

寶。中國高鐵走過了獨特的創新之路，從「引進來」到「走

出去」只用了短短數年的時間。目前，我國高鐵總體技術水

平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部分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中國

在高鐵領域的研究不斷駛入創新的「無人區」。

從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第一條由中國人自主設計施工的鐵

路幹線 —京張鐵路開始至今，中國鐵路人在自力更生的道

路上已奮鬥了百餘年。回顧這一百多年來中國鐵路走過的歷

程，我們看到，只有靠自己的雙手才能創造光明的未來。

中國鐵路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進的步伐成長。鐵路

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大命脈，一直以來都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

視，得到了重點規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這幾十年，中國鐵路走過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歷程。中國鐵路人艱苦奮鬥、不斷創新，在外國人認為不可

能修建鐵路的地方完成了成昆鐵路、寶成鐵路、青藏鐵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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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西寧至格爾木段）等重大鐵路工程的建設，攻克了

複雜地形環境下的橋樑隧道施工、凍土施工、高原施工等世

界級難題，創造了人類鐵路建設史上的奇跡，建設了橫貫我

國南北、東西的大通道。中國鐵路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全國鐵

路網，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並為人民出行帶來極大

的便利。但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

中國鐵路發展緩慢導致運能低下，逐漸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

展的瓶頸。為解決這一問題，在長期自力更生的探索和實踐

基礎上，我國推進實施了六次全國鐵路大提速，部分解決了

鐵路運能問題，但是受限於當時自身的技術條件，想要短時

間內在高鐵技術上取得突破非常困難，引進吸收國外高鐵技

術就成為必然。

中國鐵路人從不諱言對國外高鐵技術的引進吸收，但在

此基礎上也從未停下自主探索的腳步。從鐵路線下以路基為

主的工程過渡到高佔比的高鐵橋隧工程，中國高鐵建設者克

服種種困難，利用世界先進的施工技術，攻克了長隧道和大

跨度橋樑的施工難題，攻克了不良地質工程的建設難題，即

使在濕陷性黃土、凍土地區，也能讓難路變通途。中國高鐵

的工程建設，不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鐵路技術的積

累，也有對國外先進施工經驗的借鑒，更有對工程技術難題

的攻關。在動車組製造上，從最初的自主研製到引進國外技

術生產再到中國標準動車組的生產，中國動車組逐漸建立起

「中國標準」，不再受制於「日標」「歐標」等國外標準。我

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標準會上升為世界標準，為世界高鐵建

設貢獻中國智慧。經過十幾年的高鐵運營，中國高鐵的列車

運行控制技術與運營管理日益成熟，為中國高鐵的安全運營

打下可靠基礎。所有這些成果都與中國鐵路建設者的努力分

不開。鐵路建設者不惜以「犧牲一代人的幸福」為代價，忘

我勞動、無私奉獻，以創新之手為中國高鐵贏得了聲譽。

中國高鐵的發展凝聚了中國人的創新智慧，體現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年以來一代又一代鐵路人辛勤的探索和

忘我的奉獻。如果說勞動創造美好，那麼創新則帶給中國高

鐵嶄新的發展機遇。創新是中國高鐵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創

新也為中國高鐵走向世界提供了支持。當前，無論是國內高

速鐵路網的再度佈局還是世界高鐵的延伸建設，無論是當下

高鐵輪軌技術的提升還是對未來磁懸浮技術的應用探討，中

國高鐵都面臨着新的選擇。中國高鐵如何在世界領先的基礎

上保持強勁的勢頭？唯有不斷創新才能為中國高鐵的發展、

為中國高鐵走向世界保駕護航。中國鐵路建設者受益於創新

之路，今後也必然會進一步提升創新力，提高系統創新和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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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協調創新的耦合度，使中國高鐵成為更美好的交通方式，

實現人們優雅「飛翔」的夢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 70 年，是中國鐵路快速發

展的 70 年，是逐漸積累鐵路技術、培養人才的 70 年，是借

鑒各國鐵路發展經驗、不斷推陳出新的 70 年。堅持創新之

路，中國高鐵必將擁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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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出行方式的道路上，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着各

類夢想，哪吒的風火輪、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無一不代表着古

人的智慧和豐富的想像力。但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我國長期

主要依靠馬車等作為出門遠行的交通工具。1825 年，英國工

程師喬治．斯蒂芬森設計的蒸汽機車牽引列車運載 450 名旅客

以 24 公里 / 時的速度從達林頓到斯托克頓，被公認為鐵路運

輸業誕生的標誌，開啟了火車造福於人類的歷史新篇章。

但中國鐵路的發展一開始就充滿了與世俗的抗爭。一

個有着幾千年文明的古國，正像一頭沉睡的雄獅。代表着工

業文明的火車能否喚醒這頭雄獅？在理念的碰撞與文化的交

鋒中，英國怡和洋行 1876 年在中國修建的第一條營業性鐵

路 —上海吳淞鐵路通車。這一外來的交通工具直到 20 世紀

初期在中國的大地上才有了一定的規模，而中國人民真正受惠

於鐵路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對生活在 20 世紀的人而言，乘坐火車出行是美妙的。車

窗外的風景在車窗上一幀幀滑過，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時速

只有幾十公里的火車已經可以讓大地「動」起來了。人們乘坐

緩緩而行的火車，一路行走一路賞花，一路風景一路歌，車窗

外是唯美的，車廂內是溫馨的。

中國的火車以幾乎不變的速度，在中國大地上行駛了幾

十年。在這幾十年裏，時速雖然由最初的二三十公里上升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五六十公里，但依然沒有產生質的提高，大

地與火車構成了沉穩、緩慢的節奏。火車的低速度制約了改革

開放的步伐，鐵路的運能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火車提

速刻不容緩。

在這樣的背景下，鐵道部（2013 年 3 月，鐵道部被撤

銷，實行鐵路政企分開。鐵道部擬訂鐵路發展規劃和政策的行

政職責劃入交通運輸部，鐵道部的其他行政職責由新組建的國

家鐵路局承擔，鐵道部的企業職責由新組建的中國鐵路總公司

承擔）在廣深鐵路提速試驗後，終於發出全國鐵路大面積提速

的號令，其後的六次全國鐵路大提速讓中國鐵路的運能發生了

較大的提升。

正如火車最初走進中國一樣，高鐵走進中國之初，一

方面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歡呼，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各方面的質

疑。一些專家持「超前論」的觀點，認為高鐵不適合在中國大

地上「飛翔」，中國高鐵採用輪軌技術還是磁懸浮技術也充滿

了爭議……但中國鐵路運能的瓶頸問題僅靠大規模修建一般

性鐵路而不進行提速是不可能解決的，既不經濟也不現實。

於是，發展高鐵成為中國鐵路在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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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中國鐵路人排除爭議，開始了對中國高鐵建設的

忘我實踐，一旦開始，就再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中國高鐵正

如沖出山坳的溪水，擺脫了思維羈絆，一直行進在不斷創新的

路上，時速從二百多公里跨越到三百多公里，運營里程也從最

初的一百多公里延伸到幾千公里，再到 2021 年年底的近四萬

公里。

中國高鐵的發展吸引了國人的眼球，也為世界所矚目。

不過，2011 年的「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如一

盆涼水澆下來，讓在高鐵熱中狂歡的中國人變得理性起來。中

國鐵路人開始靜靜地反思每一處不足，重新審視中國高鐵引進

吸收再創新的發展路徑。這一年，成為中國高鐵理性發展的

起點，中國高鐵建設的步伐從此更加穩健。直到如今，鐵路

人仍然秉持着「少說多幹」的做事原則，即使中國已成為世

界上高鐵運營里程遙遙領先的國家，但鐵路人依然保持着低

調的風格。

高鐵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飛翔」，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

改變。

「飛翔」的中國高鐵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出行方式，也為

中國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高鐵建設拉動了眾多行業的投入

和建材市場的繁榮，也帶動了沿線城市的發展和經濟圈的形

成；高鐵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念，讓城鄉一體化建設步伐加

快；高鐵對旅客的快速輸送，大大釋放了既有線路的運能，為

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

高鐵在「飛翔」，中國在騰飛，一切都在悄悄地發生着

變化。開往春天的中國高鐵正成為無數中國人喜愛的出行方

式。中國高鐵和着時代的節拍，與互聯網時代的韻律一致，與

全球一體化的趨勢相應和。中國人在奮鬥之路上，以高鐵之美

完善中國的運營版圖。高鐵一次次走進大眾視野，中國大地洋

溢着對高鐵的讚美。

魅力四射的京滬高鐵	 / 許家安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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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鐵路人，我有幸參與了中國高鐵建設，見證中國高

鐵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發展歷程。每當乘坐高鐵，感受着飛

速行駛的高鐵的平穩、舒適，我就會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充滿

自豪感。

中國高鐵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中國高鐵建設史體現

了中國人的智慧和對世界科技文明的借鑒與創新。中國高鐵在

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飛翔」，象徵着雄獅醒來，象徵着偉大的

祖國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大地上「飛翔」的高鐵，承載着歷史

的重託，承載着現實的希望，承載着對未來的期盼，成為中國

走向世界的靚麗名片。

第一章

中國高鐵與奧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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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世界第一條高鐵就與奧運同行。1964 年 10 月 1

日，日本東京至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在第 18 屆夏季奧運會即將

在東京舉辦之際開通運營，為高鐵與奧運會的聯繫奠定了基礎。

2008 年 8 月 8 日，第 29 屆夏季奧運會在中國北京盛大開

幕。作為奧運會的主要配套工程項目之一，京津城際鐵路於

2008 年 8 月 1 日正式開通運營，這為中國鐵路增添了新的光

彩，也成為展示奧運風采的一個重要舞台和窗口。人們至今仍

記得外國遊客乘坐中國高鐵的那份欣喜。中國高鐵與「更快、

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格言完美呼應，更快是指速度，更高

是指超越，更強則側重於質量。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20 日，第 24 屆冬季奧運會在北

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舉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辦冬季

奧運會，也是繼北京奧運會、南京青奧會之後在中國舉辦的

又一重要奧運賽事。作為 2022 年北京冬奧會的重要交通保障

設施，京張高鐵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開通運營。京張高

鐵是國家規劃實施的重點建設項目，是「八縱八橫」通道之

一 —京蘭通道的東段。它的建設對於加快構建西北地區快

速進京客運通道具有重要意義，對增進西北地區與京津冀地區

人員的交流往來、促進西北地區與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成功

舉辦 2022 年冬季奧運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南站候車的旅客通過候車大廳的大屏幕收看奧

運會閉幕式  /陳濤	攝影

京張高鐵「復興號」動車組設計效果圖	 /楊旸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