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长江大桥是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并全部采用国产

材料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以当时“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了《吉尼

斯世界纪录大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南京长江大桥与第一颗原

子弹、第一颗氢弹一起被列入国家重要成就项目。

在湖南省吉首市德夯大峡谷几百米深的
峡谷上，矮寨特大悬索桥宛如一条彩带连接
着两边的青山。在雨天或是雾天，这座大桥
周围云雾缭绕，如同悬浮在空中的“天桥”。

2012 年 3月 31日，这是一个值得湘西人
民永远铭记和自豪的日子——这一天，吉茶
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高速公路的开通带来旅游“井喷”式发
展。据统计，吉首地区矮寨大桥、德夯、乾州
古城三大景区全年购票人数从 2012 年的
31.35万，增长到2018年的96.6万。这座“天
桥”拉近了湘西与外界的距离。

施工难度极大

站在中国地图前你或许可以发现，有一
个地方可横贯东西，纵穿南北，这就是湘西吉
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交通不便，从吉首
去省会长沙极为不便。

2007 年，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湖南
省委、省政府加强与黔、渝等西部各省市联
系，开始修建吉茶高速公路。它是国家高速
公路重点规划的 8 条西部公路大通道之一
——长沙至重庆公路通道中的一段，在湖南
乃至全国高速公路网中起着重要作用。

2007年 9月 19日，吉茶高速公路建设开
工。修建吉茶高速公路，矮寨是必经之地。

矮寨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20 公里。由于山高坡陡，从山巅俯瞰到的是
矮矮的村庄，故名矮寨。而矮寨盘山公路因
险峻而闻名。

矮寨山高谷深，特别是德夯大峡谷深达
500 多米，悬崖如刀削似斧劈。始建于
1935 年的湘川公路(现为 319 国道)矮
寨段，水平距离不到 100 米，垂直

高差竟达 440 米，中间是
26段“之”字形折叠

向上的“天梯”，史称“公路奇观”。
由于矮寨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桥梁设计

者们采用了悬索桥型。矮寨特大悬索桥为吉
茶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世界上跨峡谷跨
径最大的钢桁梁悬索桥。该桥横跨矮寨德夯
大峡谷，跨度达 1176 米，距谷底垂直高度达
355 米，在世界悬索桥梁中居世界第三，而在
横跨大峡谷的悬索钢桁桥梁中，为世界之
首。由于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使
该桥从建设初期就受到高度关注。

矮寨特大悬索桥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贺
淑龙介绍，矮寨特大悬索桥创造了世界桥梁
建造史上的 4 个世界第一：一是大桥主跨
1176米，跨峡谷悬索桥创世界第一；二是首次
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的结构设计方案，创世界
第一；三是首次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用碳纤
维作为预应力筋材，创世界第一；四是首次采
用“轨索滑移法”架设钢桁梁，创世界第一。

破解世界难题

2008年，年仅23岁的袁理大学毕业后投
身矮寨特大悬索桥建设。当以大桥钢桁梁架
设现场技术员的身份加入建桥大军时，他才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
一个世界级施工
难题：矮寨特
大悬索桥
桥 面

到峡谷底高差达 330 米，大桥钢桁梁共有 69
节，架设总长度达1000.5米，最重的一节重约
200 吨，沟底距离桥面太高，垂直起吊“加劲
梁”的方案无法实施。

经过反复研究，大桥建设者创造性提出
了“轨索滑移法”：利用大桥永久吊索，在其下
端安装水平轨索，再将水平轨索张紧作为加
劲梁的运梁轨道，实现由跨中往两端节段拼
装大桥的钢桁加劲梁。

“钢桁梁架设要求相当精确。”2011 年 5
月11日，钢桁梁架设开始，运梁小车载着最重
的一段钢桁梁缓缓驶向大桥中心点。2 个多
小时，钢桁梁只前行了 500 余米。“钢桁梁的
固定是一项繁杂工程。”一段钢桁梁运至目的
地后，20个身系安全带的工人围着安装螺丝、
固定梁板，每一颗螺丝必须装实安牢。

“工期紧张，我们都没回家。”钢桁梁架设
的 3个多月中，只要是晴天，袁理和其他工友
每天都会在工地上从早忙到晚。

2011年 8月 19日，最后一段钢桁梁稳稳
地架设在矮寨特大悬索桥上，比预期工期提
前了8个月。

天堑变为通途

2007年 9月 19日，吉茶高速公路建设在
花垣县麻栗场镇新桥村吹响号角。2012年 3
月 31日，矮寨特大悬索桥及其所在的吉首至
茶洞高速通车，至此，长沙至重庆高速公路全
线贯通。

天堑变通途，湘西全面进入“高速时
代”。高速路网连通了湘西与周边省区市的
旅游线路，形成旅游黄金带。以吉茶高速为
轴心，北有张家界、芙蓉镇两个大规模的老
牌景区，东北有桃花源景区，东面是沅水风
光带，南有怀化洪江古商城，西南则有著名
的凤凰古城、贵州梵净山……这条以武陵山
和沅水为纽带的旅游片区，堪称世界级黄金
旅游线路。

高速公路开通把湘西纳入了全国四通八
达的公路网络中，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和民族团结，越来越多的人
来“神秘湘西”访古、探幽。人流、

物流、信息流的聚集，加快了湘
西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

生机和活力，从根本
上提升了自我发展

能力。

江水滔滔，大桥巍峨。在新中国桥梁
建设史上，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南京长江
大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的第二座里
程碑。它在跨长江桥梁中具有的象征意
义无与伦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无法
代替，堪称新中国建桥史上不朽的丰碑。

在“不可能”的地方建桥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桥梁专家曾断
言，因水文复杂、地质条件差，在南京、浦
口之间无法架桥。然而就是在这个“不可
能”的地方，新中国的第一代桥梁建设者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起了一座争气的大
桥。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桥梁建设在
勘测设计、科研试验、施工技术、建筑材
料、设备制造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1956 年，国务院批准原铁道部进行
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1957年8月，
原铁道部邀请有关省市部门商讨，议定 3
条原则：同意采用宝塔桥桥址方案；按公
路、铁路两用桥设计，桥下通航万吨海轮；
根据多快好省的原则建桥，适当考虑城市
规划及美观。鉴于当时形势，周恩来总理
指示：一切建设必须自力更生。1960年1
月，大桥正式施工。1968年10月，大桥铁
路桥建成通车。1968 年 12 月，南京长江
大桥全面建成通车。

“当时国务院派人来问我，‘没有苏联
专家，你们能不能做下来’？我斩钉截铁
地说，‘没有苏联专家我们也能修’！桥头
堡的结构图是我画的，同时我也负责具体
施工。中央要求把大桥建设成为经济、实
用、美观的建筑，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体现时代的气息和民族精神。
而大桥的桥头堡正起到

了 表 现 建

筑气质和时代特色的点缀作用。桥头堡
前各有一座高10余米的5人雕塑，象征着
工、农、兵、学、商，周围还刻有‘世界人民
大团结’的浮雕，体现了浓郁的时代风
格。”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在回忆文章中
写道。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是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和
战略上都有重大意义。大桥把中国南北
交通大动脉津浦路和沪宁路连接起来，把
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大桥建
成后的 40年，每天通过火车 240列、机动
车 3.5 万辆，运输收益约 60 亿元，是建桥
投资的 20 多倍，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众志成城克服困难

南京长江大桥建造过程中遇到不少
困难和险情，最危险的一次是在 1964 年
秋季，长江汛期特长，水流湍急，四号墩和
五号墩沉井的边锚相继崩断，一旦主锚被
崩断，近万吨重的沉井和船组就会倾沉江
中，大桥就有全部被毁的可能。

关键时刻，党中央急调海军将抢险物
资直送工地；江苏省、南京市急拨两艘
700 匹马力的拖轮夹住五号墩沉井向上
游顶推……全体建桥职工夜以继日，献计
献策增设“防线”。最终，数千名建设者经
过40天的日夜奋战终于战胜了险情。

在桥墩基础施工中，l 号桥墩重型混
凝土沉井，其面积比篮球场还大，高度相
当于10多层大楼，混凝土总量达1.7万立
方米。为将这个庞然大物下沉到河床面
55 米以下的砂砾层，建桥人员除依靠沉
井自重外，还采取以吸泥为主，辅之以抓
泥、压重等下沉办法，连续奋战 17 个半
月，终于将沉井下沉到设计标高。此外，

在桥墩基础施工中，建桥人员

还创造了中国桥梁施工中大规模潜水作
业的纪录。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大桥的建设条
件也很艰苦。时任大桥技术员冯志涟回
忆：“那时，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仅有
25斤粮、3两油。那段时间干活根本不分
白天黑夜，常常饿得两腿发软眼冒金星。
试验成功后，大家还是颇感自豪。”

参与了桥梁设计的戴忠诚老人很有
感触地说：“那时做桥梁设计全靠自己边
摸索边实践。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全是
手算或用手摇计算器，当年的工作环境和
条件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技术达到国际水平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技术达到当时
国际水平。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桥梁
建设，在勘测设计、科研试验、施工技术、
建筑材料、设备制造等方面达到了新水
平，该工程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南京长江大桥桥址的自然地理条件
非常复杂，如何确保 9 座高七八十米、每
座面积比篮球场还要大的江中桥墩稳如
磐石成为一道难题。

时任中铁大桥局工程师、现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新带领团队综合了各种基础结
构的长处，创造性采用4种技术方式，使9
个桥墩牢牢固定在江底的岩层上。其中
一号墩的重型混凝土沉井下沉入土深达
54.87 米，至今仍是中国桥梁工程中下沉
最深的沉井。大桥高水平、高质量的基础
设计与施工，震惊了国际桥梁界。

大桥的铁路引桥桥墩为双柱式框架
结构，采用跨度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梁，是国内首创。而公路引桥采用梁式桥
和双曲拱桥两种不同结构，外观壮丽。

大桥共有10孔9墩，最高的桥墩从基
础到顶部高 85 米，底部面积约 400 平方
米，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正桥的桥孔跨度
达160米，桥下可行万吨巨轮。整座大桥
如彩虹凌空江上，十分壮观。

正桥上的 10 孔钢梁总重 31581 吨，
均为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高强度 16 锰
合金钢，全部由山海关桥梁工厂制
造。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钢材满足了南京长江大
桥的需要，也为我国增
添了一个新钢种。

时间回到 2018 年 10 月 23 日，伶仃洋上，
海天一色、潮声阵阵，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
东珠海举行。碧波之上，一桥飞架香港、澳门、
珠海三地，以气贯长虹的“中国跨度”，飞越沧海
百年的历史风云，展现出当代中国的风采。

如今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伶仃洋上一道壮
美的风景线。这个显著地标性建筑群彰显了建
筑之美和艺术之美，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
一环，更是世界跨海大桥建设史上的超级工程。

铸就“钢筋铁骨”

400 多项新专利，7项世界之最，整体设计
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科研创新可谓港珠
澳大桥建设的题中之义。这是世界总体跨度最
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
大桥，也是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
最大、工程规模最庞大的跨海大桥，建设者们克
服许多世界级难题，集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管
理技术和经验，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我国虽然早已确立桥梁大国形象，但港珠
澳大桥的复杂性和技术难点之多都是空前的。
这是一个曾经被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无法做
到”的工程。

“如果没有中央和国家层面的直接支持与
指导，大桥梦想无法变为现实。”广东省发改委
主任葛长伟介绍，港珠澳大桥不但技术复杂、施
工难度高、工程规模庞大，而且涉及3套技术管
理标准，统筹协调并非易事。国务院决定由国
家发改委牵头成立“港珠澳大桥专责小组”，协
调各方，推动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大桥的建设是多方协作的结晶。以抵御强
台风为例，自 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港珠澳大
桥累计开展了近 40 次抗防台工作。每次强台
风过后，港珠澳大桥均安然无恙，甚至连人工岛
上建筑的窗户玻璃都没有破裂。这一成就的背

后是众多单位的科研大协作和建设大合唱。
在大桥设计和建造的14年里，桥梁
专家、工程师、设计师、一线工人组

成的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凝聚
起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

的磅礴力量，构筑起
世界级跨海

通道。据统计，共有21家企事业单位以及8所
高等院校，在水文、气象、地质、地震、测绘、环境
等方面展开了51项专题研究。

港珠澳大桥凝聚着每位参建者的辛勤付出
和汗水，也是每位建设者的骄傲。作为港珠澳
大桥工程建设年纪最大的工程师，谭国顺说：

“大桥建设中，从原材料到施工现场的众多大型
设备全部是国产，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建桥水平
的先进，还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

确保120年标准

在中国的百万座桥梁中，港珠澳大桥设计
使用年限首次采用120年的标准。科研人员攻
克了大量技术难题，创造性提出一整套具有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海洋防腐抗震技术措施。

“我们采用了当前世界上最好的高性能环
氧钢筋、不锈钢钢筋、工厂化制造等，集目前全
球最好的耐久性技术来保证港珠澳大桥达到
120 年使用标准，这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自豪不已。

港珠澳大桥横跨伶仃洋海域，属典型海洋
大气环境。大桥能否实现设计使用寿命120年
的目标，最大挑战之一来自微观世界——氯离
子。海洋大气环境中的氯离子具有很强的侵蚀
性，导致腐蚀速度比内陆环境中高出许多倍。

中铁大桥局承担了港珠澳大桥CB05标段
的建设，占大桥海上桥梁段建设全长三分之
一。大桥局专家介绍，为解决海洋大气环境
对钢结构和混凝土的腐蚀，建设者严格施
工，减少海上现场施工量，从工艺上保
证大桥施工质量。

大桥施工还存在阻水率
限制，机场航空限高，海
上施工受气旋、大雾
等环境影响，有效
作业时间短等
多 方 面 难
度。为

此，中铁大桥局自主研发一系列海上建桥利
器，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仅用时两年零八个
月便拉通标段，刷新了中国海上连续长桥建设
的速度。

实现最高境界

不仅要建一座能跑车的大桥，还要建成一
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将建筑结构与景观艺术融
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这是桥梁工程设
计与建设的最高境界。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最美的桥梁之一。大桥
桥岛隧错落有致，线形优美。为什么选择“桥
岛隧”相结合的方式？大桥全长约 55 公里，
其中跨海段 42 公里。由于线路经过伶仃洋海
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同时又临近香港国际机
场，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限定使得隧道成为
唯一可行的方案。为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
换，选择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这就构成了
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港珠澳大桥也是融合现代体验的桥梁。在
大桥深达 40 米的海底沉管隧道内，手机 4G 网
络信号依然满格，三大运营商在该桥实现全覆
盖。中国铁塔珠海市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大桥公网通信工程创新采用了综合解决方案，

“共建共享成效优”是亮点。
港珠澳大桥还是一座具有生态美的桥梁。

港珠澳大桥穿越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大桥通车、白海豚不搬家”是
建设者们的承诺。通过不懈努力，他们最终实
现了海洋环境“零污染”和白海豚“零伤亡”
的目标。

打开地图人们发现，港珠澳大桥打通了整
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道路交通网，真正意义上形
成了环珠江口轴线的三角形。作为大湾区建设
的代表性工程，港珠澳大桥为大湾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树立了典范。一
桥连三地，中国人民

在追逐梦想的道
路上将继续奋

力前行。

长江上有座争气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齐 慧

超级工程飞架三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天桥”穿云而过通苗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团结报记者 麻垣杰

矮寨特大悬索

桥 横 跨 德 夯 大 峡

谷，是目前世界跨

峡谷跨度最大的钢

桁梁悬索桥。图为

大桥航拍全景。

（资料图片）

2018年10月23日开通的港珠澳大桥作为“国之重器”，是构建粤港澳大湾

区的关键一环，也是世界跨海大桥建设史上的超级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体现了我国综合

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

矮寨特大悬索桥是国家重点规划的8条高速公路之一——长沙至重庆通

道湖南段吉（首）茶（峒）高速公路中的重点工程。该桥全长1073.65米，悬索桥

的主跨为1176米，距谷底垂直高度达355米，创造了4项世界第一，极大改善

了湘渝两省市的交通现状，对两省市乃至中西部的对外连通具有重要意义。

③③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 我国独立自主建造的第一座长江我国独立自主建造的第一座长江

大桥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图图②② 330330 米高空的悬梯上米高空的悬梯上，，施工人员施工人员

刘华林正在为矮寨特大悬索桥吊缆刷漆刘华林正在为矮寨特大悬索桥吊缆刷漆。。

图图③③ 20152015 年初年初，，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 CBCB0505 标标

全线拉通全线拉通，，该标段基本成形该标段基本成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