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推动广清永高铁项目的规划建设，我市
各级人大代表多年呼吁，多次提交正式建议。
今年3月9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广东代表团分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时任
清远市市长郭锋建议，尽快推动广清永高铁立
项审批。这已是他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
加快广清永高铁的规划建设。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也在今年全国
人代会上发言支持广清永高铁建设。

驻清的全国人大代表何桂芳更是联合广
东湖南两地共38名代表提出关于加快规划建
设永清广高铁的建议，并收到了中国铁路总公
司的答复。中国铁路总公司答复称，“永清广高
铁尚未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我们将
会同沿线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相邻路网规划建设等情况，深入研究论证
项目规划的必要性，并在国家安排对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修编调整时认真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永州方面亦不遗余力
地积极推动广清永高铁规划建设。该市市委书
记李晖、市长赵应云均多次在不同场合建议要
加快广清永高铁项目规划建设。其中，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赵应云在3月
12日李克强总理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建议
将广清永高铁纳入国家高铁主干网，并尽早列
入规划和建设。这一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
当场安排国家发改委牵头研究。当天下午，国
家发改委立即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上个月，
李克强总理在湖南省考察时，永州市主要领导
又再次建议将这一高铁项目纳入《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发展群规划》和国家《铁路网“十三五”
规划》调增计划，得到了积极回应。

去年7月，京广高铁辅助通道(呼南及广清
永高铁)粤湘沿线城市“5+2”联席会议在湖南
省永州市举行,广州、清远和湖南永州、邵阳、
娄底、益阳、常德7市的党委、人大、政府有关领
导,共同商议推进京广高铁辅助通道(呼南及广
清永高铁)建设的有关事宜。曾贤林代表清远
率队参加了会议。他介绍，会上两省七市达成
共识:7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7市全国人大代
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7市政府
联合发文向湘粤两省省政府专题请示,共同推
进该线路规划建设。

曾贤林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强与沿线城市
的对接交流，联合粤湘渝三省（市）发改部门、
沿线城市，共同推动广州（经清远）到重庆高铁
项目尽快规划建设。

采写：清远日报记者 廖武智 许甜 朱文华
通讯员 张翼

“广清永高铁的规划建设，有利于带动沿
线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奔
康。”曾贤林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
速推进和泛珠三角“9+2”合作的不断深入，内
地与沿海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高速铁路作为
区域快速交通的主要方式，重要性日益凸显。
从区域发展看，广清永高铁作为京广高铁辅助
通道在湘粤两省连通怀化、湘西自治州、张家
界、常德、益阳、娄底、邵阳、永州、清远九市，这
一区域共有30多个国家级及省级贫困县、5个
少数民族自治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500多
万，少数民族人口250多万。珠三角区域是我国
经济发展最前沿、最活跃的地区，修建京广高
铁辅助通道可使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在2至3个
小时内抵达珠三角区域，促进沿线区域经济发
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永州有柳宗元文化，连州有刘禹锡文化，

阳山有韩愈文化。”曾贤林还认为，广清永沿线
旅游资源丰富，将带来巨大的客流和经济流。
粤湘两地可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打造高铁旅游的黄金线。

蔡旭东则表示，广清永高铁对于粤北欠发
达地区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此次的省委全
会提出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
粤北作为生态发展区，规划建设高铁对于清远
北部地区打造生态特区，创建国家公园是很好
的载体，将进一步推动粤北欠发达地区在高质
量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7月13日，胡文虎在卧房。篮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但复读的这一年，为了学习，他
基本没有玩过。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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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走得明晰，
生活教会他不能放弃

今年高考，胡文虎考了574分，比
去年涨了近100分，其中数学更考出了
145分的佳绩。经历了滑档、复读，终于
苦尽甘来，少年的思想也沉淀了许多。
高考结束后，胡文虎马上去找了一份家
教工作，为自己挣大学生活费。最近，他
正在面试一家培训机构，想辅导高中生
数学。“初中数学太简单了，我希望有点
挑战性，自己也有金钱以外的其他收
获。”他说。

他已经记不清父亲离开的具体时
间了，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吧，父母离异，
后来，父亲便很少出现，有时候一年也
见不到一次，见面了也没什么话题。小
小的时候开始，他便是家里唯一的“男
子汉”。

家访过程中，胡文虎的谈吐很有条
理，显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去年高考滑档之后，胡文虎去复
读，他将自己的精力全部都投注在学习
上。吃完晚饭，他会选择直接回教室学
习，等到下晚自习了再回宿舍洗澡，因
为“回去太浪费时间”。卧室里贴满泛黄
的球星照片，但最爱的篮球，他这一年
里几乎没有碰过。
复读的前半学期，他都在尝试寻找

不同的学习方法，问老师、问同学，最终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上课
的时候，胡文虎会认真听讲，利用其它
时间再查漏补缺；每天清晨，他会将一
天内的学习任务列一个计划表，要求自
己必须完成，但不会限定具体某个时间
段做什么。

最终，虽然高考时文综发挥有些失
常，但他还是考取了574分的好成绩。

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首选了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这是他对比过自己的高考
排名和往年学校的录取排名后综合选
择的。专业上，自己选择了工商管理、金
融和新闻传播。
胡文虎说，老师在课堂上会讲一些

经济知识，自己对金融、贸易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曾有意识地了解过一些微观
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平时在生
活中，接触到一些现象，也会进行相关
的联想。

他感觉复读给了自己很大的收获，
不止是考上了一所好大学，在知识上、
心理上自己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做
事情也会有目标，但是不会那么明确，
现在每走一步都会想清楚自己要做什

么、怎么做。”他说。“生活教会我，做任
何事情都要坚持，不能放弃。”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最
不能舍弃的人”

喜欢经济学，有没有想过，要给现
实带来什么改变么？聊到这个话题，胡
文虎的回答，进一步显示出的他的条理
逻辑和成熟。
“以我目前的能力，还远远到达不

了去改变什么的程度。以后可能也到不
了。但是，我想看看以后有没有这个机
会。如果我拥有了这方面的能力，我希
望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他说。

现在，胡文虎也有着关于未来的小
目标：他希望自己将来可以读一些不错
的书，有着自己的兴趣，不被太多的东
西束缚，想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更
具体的目标是———赚钱养活自己，工作
后希望能买房，给母亲换一个好点的居
住环境，照顾好她。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最
不能舍弃的人，也是对我最好的。”他
说。

胡文虎形容，母亲是很典型的“中
国妈妈”的形象。她没有读很多书，不会
辅导儿子功课，不会讲大道理，但是，在
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要给儿子最好的。生活给了她
许多的波折，她默默地扛下，连偶尔的
抱怨都没有给他。

小时候，胡文虎没有“考好大学”之
类的意识，好好学只是为了好胜心，成
绩好让他有种满足感。高中之后，他开
始懂得，学习好才有机会上好大学，而
这也是自己改变未来唯一的机会，学习
就更加用工，也从普通班挤进了重点
班。

母亲从来没有给过他压力，没有对
他提要求。

从胡文虎有记忆起，他们就住在现
在的房子，十几年前开始，家里的东西
就几乎没有变动过。家里的墙壁已经发
黑，上午十一点多，外面阳光正烈，家里
也是阴暗的，用来降温的只有上了年纪
的电风扇，已经褪了颜色，扇叶糊了厚
厚一层灰。复读的一年里，除了伙食费，
他几乎没有用过零花钱。他说，自己对
吃零食、出去逛没有兴趣。
“一日三餐还是够的，在吃的和穿

的上面我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感觉家
里过得很窘迫，也从来不会因此而自
卑。”胡文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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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日报讯 记者申文 连日来，我
市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技
术督查组对清城区锦绣清城广场餐饮企
业进行督查，发现存在部分餐饮企业无油
烟处理设施、部分餐饮企业的油烟处理设
施排放口下方有大面积油垢等情况。

督查组此次对位于清城区锦绣清
城广场的15家餐饮企业进行巡查，发现
回转寿司、肉蟹煲、英雄火锅等餐饮企
业无油烟处理设施；筷乐湘村、老西安、
豪亨世家、堂会ktv油烟处理设施排放
口下方有大面积油垢；航空主题餐厅油
烟处理设施排放口下方有大面积油垢
且有漏风现象。

此外，督查组还对1家汽修企业、6
家加油站、1个建设工地、6条道路和露

天焚烧情况进行巡查，发现附城大道往
松岗中学方向的三岔路口有积尘，车辆
经过引起扬尘；新北江加油站油气回收
装置未开启，且油枪无橡胶密封圈；冠
德石油万通加油站油枪橡胶密封圈易
老化脱落；S114道路上有黑烟车行驶，
该道路旁有露天焚烧现象，S114道路
横荷考场对面建设工地“六个100%”措
施已得到落实。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督查组建
议，相关部门应加强道路保洁及扬尘防
控，加强餐饮企业油烟处理设施的管
理。同时，应加强加油站的油气回收管
控，加大露天焚烧的管理和道路机动车
管理，严禁露天焚烧、黑烟车上路，确保
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得到落实。

蓝 丝 带 助 学
求助、参与电话：15915110110、3344110

住的地方手机经常没信号，旧房子墙壁发黑，妈妈靠打工养活母子俩

胡文虎：生活教会自己，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能放弃

2015年7月, 清远日报推出改革改版两周年特别策划———“蓝丝带众筹助
学行动”，以媒体为平台，报效清远，建设清远，通过众筹的方式，帮助考得上却
读不起的贫困学生顺利步入大学。带着蓝丝带“鼓励、关怀与爱”的初心，我们
走到2018年夏天———蓝丝带众筹助学行动迎来第四届。过去3年，我们已资助
120名贫困准大学生。
如今，清远日报记者正联同资助方代表等对报名求助学子家庭进行走

访，了解、核实家庭情况，确保每一笔善款落到实处。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
在困境中仍保持乐观、上进的学子的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力量。

如果你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却因家庭贫困面临入学困难，但只要你
有求学的梦想，有上进的心，拨打本报电话报名，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资助
对象，助学金为每生 5000元。联系方式 : 清远日报党报热线
15915110110，0763-3344110。报名后，本报将对考生的情况进行核实和报
道。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日。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如果您愿意帮助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圆梦,请加入“蓝
丝带众筹助学行动”。联系方式同上。

清城区东城街莲塘村的一个小巷子内，有着胡文虎和母亲的家。手机在这一片经常没有信号，多年前的旧房子，墙壁已然发黑，家具很多年没有
添置过新的了，电风扇的底座褪了颜色，扇叶上糊了厚厚一层灰。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异，胡文虎跟着母亲生活，很少露面的父亲只是一个模糊的影
子，年届50的母亲在制衣厂每个月挣2000元左右，养活自己和儿子。“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最不能舍弃的人，也是对我最好的。”胡文虎说。

今年高考，胡文虎文科考了574分，第一志愿填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少年的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平时关注经济、金融，喜欢语言，还在自
学西班牙语，每走一步都有着明确的目标性，他说，生活教会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能放弃。

统筹:清远日报记者 刘洋 采写:清远日报记者 岳超群 刘洋

相关

锦绣清城部分餐饮企业
无油烟处理设施

锦绣清城部分餐饮企业无油烟处理设施。

“广清永高铁规划
建设有了重要依据
为开展前期工作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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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粤北欠发达地区
借势发展高铁经济

推动 联合粤湘渝三省（市）呼吁
项目尽快规划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