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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立广）7 月 28 日，全省
高速铁路建设工作落实推进会召开。会议
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列出问题清单，建立
工作台账，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紧抓好，为全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以实干实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省高速铁路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召集
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高铁协调办主任、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党延兵通报了上半年机制工作情况及下
一步工作计划，成员单位省发改委、省自然
资源厅等省级部门及沿线市政府、项目建设
单位、省铁路集团等就加快高铁项目资金筹
措拨付、用地手续办理、征地拆迁及环境保

障工作作了发言。
会议强调，一是要扛起责任，进一步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到加快
高铁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扩大有效投资的迫
切需要，是抢抓机遇追赶超越的迫切需要，
是补齐短板强基固本的迫切需要。二是要
抓住关键，进一步凝心聚力破难题。各部
门、各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牢固树立问题
导向，抓紧解决目前影响高铁建设推进的重
难点问题。三是要强化领导，确保责任、工
作、效率三落实。要明确时间节点、严肃考
核兑现、严守稳定底线、强化组织安排。
据悉，经省政府批准，全省高铁建设协
调推进机制于 2022 年 2 月建立，包括 9 个省

级部门、6 个市政府以及 4 家企业，办公室设
在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高铁建设工作的决策部署，协调
解决高铁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按照《机
制工作方案》
（试行），机制实行“周调度、月
报告、季总结、年考核、会议会商、重点督办”
工作制度，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以
现场协调、会议研究、发函等方式推进工作，
对重点问题进行督办。目前已取得良好效
果，1-7 月份西安至延安、西安至安康、西安
至十堰三条高铁完成投资 85.2 亿元，占年度
计 划 155 亿 元 的 55% ，开 工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44.4 亿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和扩大有效
投资作出了积极贡献。

王海鹏到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调研
本报讯（记者 黄金峰）7 月 27 日，省交通
运输厅厅长王海鹏到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调
研，查看了 ETC 营业厅、96166 客户联络中
心、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调度大厅和联网收
费监控中心机房，详细了解 ETC 发行、交通
服务热线和数据中心工作情况。
王海鹏对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他指出，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工
作思路清晰、勇于创新、措施有力、工作有效、

作风扎实。他强调，要提高站位，勇当交通转
型的主力军。着眼于打造安全、高效、便捷的
交通环境，做好数字交通、智慧交通转型，引
领推动全省交通一张网，一个平台。要牢记
宗旨，甘当服务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增强信
息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科技赋能交通，
不断提升信息供给能力，加大对交通运输痛
点、堵点的监测力度，为群众提供早、准、快、
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要严守底线，确保信息

安全稳定。做到综合监管到位，确保道路运
输安全畅通。公平公正到位，在资金归集、
结算、划拨、ETC 办理等工作上为各类市场
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服务。网络安全到位，
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不断提高网络安全
防护能力。廉洁从业到位，充分发挥党委第
一责任人和纪委监督作用，在廉政、团结方
面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早抓小，严守
廉洁底线。

□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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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成大事业、
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
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
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
第二境界也。
“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
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
欧诸公所
不许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炎炎夏日，鸟鸣蝉噪，西安的温度一路飙升到
40℃以上，加上疫情不断反复，在这样的高温下经
常感觉烦躁苦闷，想把自己关在空调房里等待夏天
过去。偶然的一天，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书名
很美就耐着性子看了下去，书中有大量的文言文，靠
着今译和注解撑着看了此书，看得不是很懂，理解得
也不够透彻，但它还是深深吸引了我，在酷暑里带给
我丝丝清凉。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我们上高中时背得滚
瓜烂熟，王国维先生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点评，前者是
“有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彩。”后者是“无我之境，不
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
”
前者泪眼汪汪地向花询问，但花沉默不语，零零
落落地飞走了，在意境中融入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有
我之境。后者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南山映
入眼前，陶渊明没有刻意表现心情，但心中之境却已
显现，这就是无我之境。王国维先生又讲：
“无我之
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
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一个是静止的美，一个是
动态的美，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万物都有独特的
美，唯慧眼得识之，王国维先生用深情欣赏这些穿越
历史的诗句。
《人间词话》大量篇幅都在论述“境界”这两个
词，王国维先生讲：
“ 词以境界为上”，
“ 故能写真景
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上高
中时，语文老师讲过一个例子，如果让大家画一幅
画：
“拂石坐来衫袖冷，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个“香”
字该怎么体现呢？如果你画出来马蹄旁边郁郁葱葱
的鲜花，这不是香。在翠绿的青草地上，奔跑的马儿
后面，朦朦胧胧中跟着几只蝴蝶，那个香气就跃然纸
上了。这大概就是一种境界了。
酷暑难耐，不妨来古诗里避暑纳凉吧。
“携杖来
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欣赏秦少游追柳纳凉
的趣事，给闷热的天气降个温。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
阁虚凉玉簟空。”跟随刘梦得在田园里寻一处避暑
阁。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在
周邦彦的诗句中品一品夏日荷花的神韵。
“词以境界
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与《人间词
话》相遇，穿越经典体悟境界，
寻找清凉与自由。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省厅部署值班工作规范建设年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金峰）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值
班工作规范建设年活动专题会，副厅长万振江出席会议
并讲话，厅办公室主任王建勋对厅系统值班工作规范建
设年活动实施方案进行了部署，厅机关处室、厅直单位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万振江要求，厅系统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增强
对值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严格值班纪律，夯实值班值
守工作责任。加强资源投入，建立专业高效的保障体
系。强化培训教育，提升信息报送能力。省厅将值班工
作规范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年度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对活动开展过程好的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对问题
突出的进行提醒约谈和通报批评。各单位要迅速行动、
认真部署，扎实推进活动取得积极成效，为厅系统值班
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制图 / 袁立忠

李虎驿站诗画

近年来，作者走遍陕西高速公路服务区，穿越汉水巴
山，驱车黄土高原，往来三秦大地，采风写生，创作了一批
书画作品，举办了《相伴长安驿·走遍服务区》书画展。兴
之所至，亦创作了不少诗歌，讴歌陕西交通大发展，感受服
务新理念，
读来质朴大气、
令人振奋。
——编者按

圣地光芒·延安服务区

西岳雄姿·华山服务区

于右任望大陆雕塑诗意·三原服务区

壶口瀑布中华魂，宝塔巍巍见初心。
梦里几回回延安，豪情依旧荡胸襟。

华岳摩天五千仞，河声澎湃似梦中。
征尘未洗思飞壮，仰见飘渺在西峰。

纷纷落叶满长安，海畔怒涛愁何限。
葬我玉山绝顶上，魂飞终古到中原。

延安服务区

华山服务区

本报讯 7 月 26 日，
全省交通运输综合督
导检查工作动员部署会暨督查培训会召开。省
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戴滨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综
合督查的重要意义，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
和责任担当，较真碰硬开展督查检查，树导
向、严规矩、压责任、破难题，更好推动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安全稳定的交通运输环
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按照“突出
重点、统筹兼顾”
原则，
坚持全面检查与重点抽
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聚焦责任到位、
工作到位、结果到位，
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开
展全方位、
立体式检查，
不走过场、
不做虚功，
真
正把问题查实、查准、查清楚，
对发现的隐患问
题
“零容忍”
，
现场督办、现场解决，
实实在在推
动督查向纵深开展，
督促指导各地切实把各项
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会议强调，要强化保障，确保综合督查取
得实效。真督实查、敢督严查、能督会查，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明确责任分工，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督帮一体，融服务
于检查之中，精准对接需求，全力解决困难，
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促进交通运输
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宣传，提高社会知
晓率，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及时核实、查处举
报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典型案
例公开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在督查的
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切实
固化履职尽责长效机制，推动长效监管。
会上，厅二级巡视员李庆达安排部署全
省交通运输综合督导检查重点工作，并主持
培训会。厅安全总监李涛就开展综合督查总
体工作进行辅导。厅相关处室就各自领域开
展督查工作进行辅导。
厅二级巡视员赵之胜，厅相关处室及厅
直相关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崔娴静）

全省交通运输综合督导检查工作动员部署会暨督查培训会召开

《人间词话》度炎夏

诗，在文学家庭中最具画面感，
动用了丰富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营
造意向。因此，一幅画、一张照片也
会因形象美好而充满诗意。画中见
诗，诗中有画。诗画不分家，传统文
人画最重与诗意的配合，画家兼具
诗人与书法家的能力，诗、画、书丹
融为一体，共同营造美的境界。谁
不想做如此的全能诗人呢？
《诗经》捕捉三千年前人们的劳
作和生活、愉悦与苦恼。唐朝人传
世四万多首诗歌，宋词流行于勾栏
瓦肆间，通过诗词，我们至今可以看
到古人栩栩如生的生活图景。白衣
飘飘的八十年代，一批新诗人将诗
歌带向另一座高峰，顾城、舒婷、北
岛、海子成为万人空巷的名星。那
是一个人人写诗的年代，哪个年轻
人没有一个写诗的小本子呢？诗
歌，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总在那个美
好的角落等着你，只要放下手中的
琐事，卸载心中的烦恼，它就会出现
在眼前，
让生活充满趣味与希望。
如何成为一个诗人？学习写诗
古来有捷径。
“ 诗话”等针对诗歌的
文学评论专著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
流行，最早的诗歌专论是梁代钟嵘
的《诗品》，诗的漫谈有宋代欧阳修
的《六一诗话》，
最早的词话当推宋代
王灼的《碧鸡漫志》。从这些“诗话”
作品中又衍生出谈论诗话的书，
晚清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具影响力。
新中国后，
周振甫著的《诗词例话》学
养深厚、语言晓畅，更加贴近当代读
者。阅读这些著作发现写诗的门道
真的很多，
立意、
体察、
赋陈、
描状、
承
转 、修辞 、风格 、神韵……且听“诗
话”
娓娓道来，
开卷必有益。
这期
“诗画生活”
专刊，
交通作者
发来阅读
“诗话”
的心得，
还有牛刀小
试的原创古体诗与现代诗，用摄影、
绘画图解其诗意，味趣高雅，情感真
挚，诗与画相互成就，展示不可言说
的一瞬间，或漫长的一生，读来令人
会心一笑，
或有所动容。在追求美好
幸福的生活中，
诗画怎能缺席？
在诗与画中过另一种生活，成
为期待的那个自己。

王海鹏到长武县调研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全省高速铁路建设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金峰）7 月 26 日，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王海鹏到长武县调研乡村振
兴帮扶工作，
组织召开省交通运输厅乡村振
兴帮扶团联席会议，厅一级巡视员张红书，
厅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
在长武县亭口镇宇家山村，王海鹏听
取帮扶单位省民盟关于乡村振兴情况介
绍，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基层党
组织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能力
提升、数字乡村试点等工作。在亭口镇西
塬村，详细了解帮扶单位省道路运输中心
帮扶项目西塬村集体面粉加工厂建设情
况。在巨家镇马家村，听取马家村近年来
帮扶工作成果以及驻村帮扶工作情况汇
报，走访了产业带头人成三元和建档立卡
脱贫户成拴忠家，王海鹏详细询问家庭收
入情况，嘱咐他们要发展好果树种植和养
殖致富产业，在提高自己家庭收入的同时，
带动其他村民致富。在马家村集体经济示
范园，王海鹏详细了解新品种果树种植情
况、栽培技术等。他强调，集体经济示范园
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帮扶干部要全力
以赴帮助周围果农实验推广好新技术，帮
助果农增产增收。
在巨家镇召开的省交通运输厅乡村振
兴帮扶团联席会议上，8 家帮扶团成员单位
分别介绍了上半年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开展
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王海鹏对各帮扶
单位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组织大
家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和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各
帮扶单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做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
突出工作重点，持续增强做好乡村振兴定
点帮扶工作的广度和力度；讲求工作方法，
务求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实效。以敢打
硬仗、能打胜仗的优良作风，以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的精神干劲，以昂扬的斗志和饱
满的热情，扭住工作重点，完善工作方案，
细化实化措施，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各项工
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会上，张红书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重点进行了安排部署。

三原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