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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前路 与你同行
——2018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准东赛段侧记
本报记者 张璇
6 月 12 日 ，准 东 五 彩 湾 地 区 烈 日 当
头。当天 2018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暨
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新疆站）在这里进入
第八赛段。清晨 5 时许，记者先行赶往位
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始发点等候，得知
此条赛道全长 375.29 公里，道路包含戈壁、
沙漠以及砂石路面，属于高速赛段，容易翻
车，行车强度大。
上午 8 时许，参赛车辆陆续从大营赶
来始发点。SS8 赛段是本届环塔拉力赛的
倒数第二个赛段，各家车手都使出浑身解
数，争分夺秒提高自己的名次。比赛开始
前，各位赛手再次检查车辆情况，
与领航员
沟通行车注意事项。

驰骋沙场 感受速度与激情
9 点 15 分，参赛选手驾驶着各类改装
摩托车、越野车依次出发。赛场内，一辆辆
赛车如脱缰野马般加速冲刺，震耳欲聋的
马达声充斥着整个赛场。来自江西五十铃
车队的侯红宁原是一名卡车赛车手，因为
喜爱赛车，他可以说把各类车型都体验了
一个遍，而这次驾驶五十铃 D-max 参赛也
是他第一次与五十铃的接触，侯红宁指着
他驾驶的车辆说，这辆 D-max 赛车改装了
防滚架、更换了更高强度的避震器，其它部
分基本维持原厂状态，在前几个赛段中，靠
“找感觉”
跑出了队内最快成绩，
“这也说明
五十铃赛车在动力方面、通过性、驾驶性方
面还是非常优越的。
”
在第八赛段，他跑出了 4 小时 19 分的
好成绩，位于量产组的第一名。赛后的侯
红宁对准东独特且具有挑战性的赛道赞不
绝口。他告诉记者，像沙漠、沙地、戈壁等
这样的地形非常适合进行长距离汽车拉力
越野赛，是天然的越野车赛场，这样的赛
道，不仅能体现车手的技能，
也能增加赛车
的经验。努力向前冲，不断磨练自己的技
术，有足够的信心才能赢得更多的比赛。
侯红宁说自己从爱好赛车变成专业赛车
手，再到冠军赛车手，一路走来他不断给自
己定下新的目标，并且向着这个目标全力
以赴。

心怀梦想 迎难而上永不放弃
45 岁的孔祥琦，跑了 8 年环塔，前四年
以摩托车手的身份参加，
2010年受伤后开始
转为车队后勤人员。今年以曲靖添福源越
野车队总监的身份出现在环塔。在与孔祥
琦的交谈中得知，
他喜欢玩摩托车是受其父

6 月 12 日，SS7 赛段金头盔颁奖仪式上，来自力魔雄风车队的车手苏宝恒和领航苗晋
华展示自己的奖牌。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亲的影响，父亲在当年北京交通大学就读
时，就参加过学校的摩托车队，
毕业分配工
作后，配的交通工具也是摩托车，
休息时间
经常带着他到处跑。最早的几年，
父子二人
都是背着母亲偷偷玩摩托车，
起初母亲担心
有危险常常训斥爷俩，
后来时间长了母亲也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够得到家人的支
持，
让孔祥琦觉得自己格外幸运。
距离今年环塔拉力赛还有半年时间，
孔祥琦的父亲便提出一起去环塔。
“ 父亲
68 岁的时候跟我来环塔做过一届后勤人
员，他非常喜欢，这次来也是坐不住，每天
都要送车手出发，
为他们加油鼓励，
还要去
终点迎接。
”孔祥琦说。
尽管这次车队只有三辆车参赛，在前
7 个赛段中，两辆已经退赛，但他们仍然没
有放弃比赛。
“名次什么的不重要，我们享
受的是过程，并且一定会坚持到完赛。”孔
祥琦说。对于父子俩来说，环塔是一种情
结，更是一种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精神。
凭借着心中的信仰，
在孔祥琦的带领下，
他
们的云南曲靖添福源越野车队将领取 S7
赛段的金头盔奖。

后勤保障为赛事保驾护航

动。当天的比赛现场还聚集着很多自发前
来的观众，他们拿着相机记录着每一辆赛
车的精彩瞬间，对于在家门口举办如此盛
大的体育赛事，李燕斌感到颇为自豪。他
说，举办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充分彰显
准东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也让更多的游
客通过赛事了解准东乃至昌吉州独特的风
光。
环 塔 拉 力 赛 每 年 一 届 ，赛 事 前 后 各
种细致、繁杂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掌握不
同技能的工作人员来完成。为将干净整
洁的城市形象展示给中外友人，确保环
塔拉力赛顺利进行，连日来，我州环塔组
委会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全力
做好此次赛事的场地建设、环境卫生后
勤保障等工作。在准东大营，随处可见
的医疗、供电、消防等相关保障人员，他
们不畏炎热和艰辛为赛事的顺利开展保
驾护航。
6 月 12 日 ，2018 中 国 环 塔（国 际）拉
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新疆站）最
后一个赛段赛事圆满落幕，冠军花落谁
家似乎已不重要，赛手们一起奋战的日
子就已是最珍贵的记忆，而这正是环塔
的魅力所在。

场内车手赛得激烈，场外观众看得激

奇台县全面恢复自然保护区生态地质环境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4 月份
以来，奇台县全面启动荒漠类草地自然保
护区生态恢复环境治理工作和整治行动，
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将
整改任务落实到人，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工
期，强力推进问题整改，彻底进行保护区内
工程建设砂石料厂、取料点、探矿槽等设施
的拆除和回填工作，全面恢复生态地质环

境，坚决保护好奇台荒漠类草地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
6 月 7 日，奇台县环保、国土、公安、畜
牧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荒漠类草
地自然保护区内非法金矿、砂石料厂、简易
工程房屋等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拆除。
截至目前，已对保护区内 2 个非法矿井、1
个工程建设砂石料厂、3 个取料点、7 个勘

探槽等设施进行拆除和回填；对 50 间临时
搭建房屋及临时简易羊药浴池、临时施工
用设备基础进行了拆除，对保护区内形成
的便道进行封闭，有效恢复了地质环境和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奇台县柳树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负责人崔光福表示，企业将全力配合
政府做好矿山治理工作，助力荒漠化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恢复。
奇台县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德
斌说，
将全力做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
坚决保质保量完成荒漠半荒漠类草
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恢复环境治理工作。

阜康市大力推进景
观提升改造
本报讯 通讯员周肇星报道：
近年来，
阜康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大力推
进景观节点提升改造，着力打造生
态宜居城市。
在阜康市城北新区，一座集阜
园和康园东西两座园区的诚勤园如
今已初具雏形。夏季诚勤园内，微
风和煦，
湖水粼粼，
整齐划一的湖面
观光步道上，
时而有鸟儿逗留；
绿草
茵、湖水清，近观碧湖水、远看高楼
群，正是一幅“半江碧水半江城”的
魅力画卷；
园内布设文化景石、名人
雕像、仿古建筑、栈道亭廊，极富江
南园林的韵味。
据了解，诚勤园总投资 7718.37
万元，总占地面积 32 万平方米。公
园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阜康市生
态环境，
为市民提供一个健身娱乐、
游园赏景的休闲场所。
穿行于阜康城区，无论是小桥
流水的江南情，还是绿色氧吧的生
态园，都是游人休憩好去处。在阜
康市准格尔路两侧，
绿树成荫，
溪水
潺潺，这是阜康市引水入城和渠系
两侧的绿植氧化让道路变得生机盎
然。市民漫步在绿荫道上，无不让
人耳目一新，
精神舒爽。
据了解，
截至目前，
阜康市建成
城区面积 2160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
820.8 公顷，绿地率 38%。今年还将
对老城区 8 条道路 11 个景观节点进
行提升改造。

奇台县市监局开展食
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董伟国报道：
近日，奇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优
化食品药品市场安全环境，保障群
众饮食用药安全。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检查重
点为学校及校园周边、商场超市、批
发市场、城乡结合部等区域，
检查重
点品种为粮油、白酒、儿童食品、糕
点、保健食品、中药饮片等。截至目
前，共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18 项，进一步规范了该县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秩序，有效遏制生产经营
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犯罪行
为。

州法院联合十八户村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摆玲报道：6
月 9 日，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党
支部与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十八户村
党总支联合开展“不忘记初心 做
合格党员”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当天，州法院结亲干部与
十八户村全体党员共同重温入党誓
词、学习《党章》、听党课、谈感悟，
进
一步激发了党员干事热情，提升了
党组织凝聚力。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
以“三会一
课”
为载体强化基层党支部建设，
有
效整合党建资源，加深了州法院与
十八户村的沟通交流，促进了党支
部间的工作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