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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振东

置身于巍巍昆仑山下的戈壁新城，它是一

座可探究、可品读、有温度的幸福城市。

在这里，产业雄厚，新兴产业拔地而起；在

这里，出门见景、昂头见蓝，在全域美中体验别

样景致；在这里，民之所望、城之所往，兑现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庄重诺言。这模样正是

幸福的模样。

生态优先
丰富城市绿色底蕴

河流干净，空气清新，抬头有蓝天，出门有

公园，散步有绿道，优美的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格

尔木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

格尔木，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南缘。在沙漠

腹地，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绿色城市，一直以来是

格尔木人孜孜追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冬季漫长寒冷，夏季凉爽短暂，干旱少雨、

风沙较多，且土质多为盐碱地，这样的环境，对

于植物的生长是一种残酷的挑战。”用格尔木林

草局副局长、林草站站长董志斌的话说，在这里

养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

在第一代、第二代格尔木人记忆里，这个地

方只有地窝子、低矮的土坯房，春秋一刮起风沙

便昏天暗地、飞沙走石，一年到头都盼不来一场

雨。而今，格尔木市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

有绿，以城市生态环境华丽转身，昭示一座生态

之城、宜居之城蓬勃崛起。

“最近几年，格尔木的变化确实越来越大，

风沙少了，降水多了，一年四季都能见着绿色，

一到夏天大街小巷都能看见各种叫不上名字的

鲜花。”自小生活在格尔木的市民马明财说，以

前街上能见到的花草就那么几种，现在好多花

卉品种他都叫不上名字来。

在格尔木百姓微信朋友圈里，时常会刷到

格尔木的风景美照，或是绿地公园，或是城市美

景，或是乡村风光，视野里满满的“幸福感”已经

成为了格尔木人的骄傲和自豪。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人都

开始期盼享有更加优美的“生态红利”。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力度的不

断加大，格尔木的“翡翠绿”也愈来愈美了：建成

区园林绿化总面积达到 826.62 公顷、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为 23.67%、绿地率 20.67%、人均公园绿

地 12.82 平 方 米 ；地 表 水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到

100%，第二类水源地水质常规监测数据达到或

优于Ⅲ类的比例为 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为 93.1%。

天更蓝、水更清、城市更美丽，这座城市正

努力以“绣花”功夫完善美化生命家园。

创新驱动
激活城市发展动力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在格尔木市落地，填

补了青海尚无聚烯烃生产企业的空白，将满足

青海及周边地区对地膜、棚膜以及日常生活用

品的聚烯烃产品的需求，推动传统盐化工、煤化

工产业的整合创新和延伸，促进青海盐湖资源

循环高效利用。”4 月 26 日，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在格尔木市破

土开工。

据项目总工程师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实

现年销售收入 52.97 亿元，年利润总额 15.97 亿

元，新增就业岗位 1750 个，对拉动地方经济增

长、加快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多元化产业耦合发

展起到巨大作用。

近几年间，格尔木市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改革创新推动“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

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增量向提质增效转变，释放出空前的活力效

应。

在格尔木东郊的茫茫戈壁中，满野深蓝色

的光伏电板“追光逐日”，为巨大的电网输送着

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让沉寂多年的戈壁滩焕

发出勃勃生机，这既是格尔木强力实施“工业强

市”战略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格尔木抢占绿色

能源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一个缩影。

“虽说起步不算早，但格尔木拥有得天独厚

的光照资源。近几年，我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在转型提升传统工业的同时，利用丰富的太阳

能、风能资源，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清洁新能

源产业，势头迅猛，为建设国家清洁能源高地、

创建清洁能源转型示范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格尔木市发改委负责人说。

鼓励产业转型的同时，一系列服务也在不

断强化。格尔木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推出了一批针对性强、

获得感高的改革举措，努力提升全市营商环境

便利度，以营商环境的大提升、大突破赋能高质

量发展。

在创新驱动的“金字招牌”下，新兴产业乘

着“东风”正蓬勃发展。

全省首个“揭榜挂帅”科技攻坚项目落户格

尔木，率先实现盐湖提锂排放母液镁、锂综合回

收利用，成功突破高纯氯化锂制备过程除硼关

键技术，盐湖产业占工业总产值 40%以上；新能

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149 兆瓦，清洁能源发电

量突破 67亿千瓦时，占地区发电总量的 90.7%。

新的发展理念使格尔木大地再次迎来发展

的春天，这座城市在追逐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蚕

蛹化蝶”。在打造高品质宜居城市的过程中，以

产业转型为城市发展锻造“钢筋铁骨”。

文明赋能
塑造城市发展之魂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精

神支撑，更离不开丰润的文明滋养。

位于格尔木市西北的将军楼，因青藏公路

之父——慕生忠将军曾生活、工作过而得名。

将军楼也是格尔木的第一座楼房。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慕生忠将军带领解放军指战员与民工

用镐、锹、锤等简单的工具，用七个月零四天的

时间，打通了从格尔木到拉萨的“天路”，也在苍

莽风雪中用生命和血肉锻造出了永世不朽的

“两路精神”。

可以说，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和明天，激

励着一代代格尔木人不断追求卓越发展的精神

之魂。

吃水不忘挖井人，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格尔

木市以当年慕生忠将军的住所和筑路部队办公

楼旧址为核心，以纪念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

设、军垦戍边及格尔木发展历史为主题，通过园

林设计、雕塑艺术等手法建设了将军楼主题公

园，再现了 50 多年前慕生忠将军和他所带领的

筑路大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用生命和汗水开

拓祖国内地通往西藏“天路”的感人场景。

“这些年，将军楼公园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休

闲瞻仰的首选之地，大家在游玩的同时，能够在

这里感受革命前辈的遗志，每年接待人次超过

十万人。”将军楼公园第一代讲解员、公园管理

处主任卢海霞说，每年的清明、建党、国庆等节

日，全市社会各界的干部群众都会自发来到这

里，深切表达对将军的无限哀思与敬仰。

正是这种扎根于每个格尔木人心中顽强不

屈、无私奉献的精神，铸就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

发展之魂，在格尔木城市发展过程中，爆发出前

所未有的动能。

“现在，走在大街上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

少，司机礼让斑马线，行人文明过马路。”这几

年，文明出行已成为所有格尔木人努力的方向。

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交通行活动、

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格尔木市安排公职

人员、志愿者，积极投身文明交通引导志愿服务

活动，在交通高峰时段织密志愿服务网络，让礼

让斑马线、遵守交通规则、电动车佩戴头盔的文

明交通行为劝导成为城市一道亮丽风景线，引

领文明出行成为新风尚。

还有越来越多市民成为文明志愿者。目前，

格尔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30432人，常态化开

展关爱孤寡老人、环境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

市民的行为习惯在改变，素养在提升。养

犬的市民自觉拴上狗绳；街上随地吐痰的少了，

随手捡拾垃圾的多了；噪声扰民的少了，相互帮

助的多了，无论是走在街头巷尾，还是漫步乡间

小道，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幸福

的重新定义，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从“环境

美”向“生活美”、从“外在美”向“内涵美”改变，

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幸福颜值”。

探寻戈壁新城的“幸福印记”

短短70年，一座现代化戈
壁新城从荒无人烟的格尔木
河畔崛起，如今公路铁路航
空，四通八达，成为中国西部
四省区交会处最具魅力的“桥
头堡”。

短短70年，位于柴达木
“聚宝盆”核心区的格尔木
人，前赴后继，立足优势，
聚智创新，大展宏图，开发
盐湖化工、油气化工、金属
非金属资源……太阳能、风
能新能源，不断改造升级转
型传统产业，打造建设世界
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中国
西部新能源高地……如今，
成为矗立于西部大地耀眼的
工业基地。

……
探究“今天辉煌”的背后，

一代代格尔木人用行动阐释
了这个问题——靠的就是永
恒不朽的“两路精神”以及开
发柴达木盐湖、油气等资源建
设中创造来的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的精神品格。

驻站几年来，对格尔木市
的细细品味中，越来越感觉到
这座身处戈壁大漠，海拔近3
千米的城市，有着与众多高楼
林立、车流穿梭、繁华喧嚣的
城市不同的感觉。以人口而
论，这是一个小城市，社会人
口不到30万人，但这里却是一
座精神高地，包容、开放、沉静
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韵，
对“两路”等精神的传承，更是
这座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背
后的“精神密码”。

无论是在风餐露宿、筚路
蓝缕的峥嵘岁月，还是在锐意
改革、勇于创新的转型时期，
历经60余年淬炼的“两路”等
精神，成为了融进格尔木人骨
血里的因子，激励着一代代格
尔木人风雨无阻、开拓创新、
励精图治。

1956年，筑路将士们打坯、烧砖、造房子，戈
壁方圆千里之内矗立起了第一座楼房——将军
楼。从此以后，一座城市便崛起在了昆仑山下的
戈壁大漠上，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等精
神，开启了格尔木这座高原戈壁新城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奋斗发展史……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实现格尔木经
济社会发展大跨越、新突破，更要依靠这一巨
大的“精神动能”，勃发干事创业的新活力，按
照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四地”建设，深入
落实“一优两高”战略，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清洁
能源新产业高地，大力改造转型传统产业，展
现出坚韧不拔、攻坚克难、负重前行、戮力同
心的时代精神品格，奋力推动格尔木市向富
裕文明、和谐幸福的现代化城市迈进，让群众
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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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下，戈壁野旷，苍茫无垠。柴达木八百里瀚海，原似裸露的月面，人烟稀
少，是人最难以生存之地。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把一把
铁锹插在了如今王柳庄所在的沙地上，一座因路而生的城市自此在这里扎下了根，且
逐渐壮大成为西部四省区交会处最大的“桥头堡”。

从最初的六顶帐篷，发展到如今山碧水清天蓝的高原美丽城市。而且，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格尔木市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正在迈向新征程。而今，若漫步穿
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如同在欣赏一幅美丽的画卷，生态美、产业优、文化兴，一座
宜居之城、幸福之城正呈现在你的面前……

张开怀抱，格尔木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 本报记者 马振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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