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想一下，如果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
有一个无法绕开的走廊，走廊顶上挂着一串
随时会落下的炸弹，你会是什么心情？

在杭台铁路池塘山一号隧道口，就有一
些“炸弹”悬在这条隧道口之上——它们叫
作风化岩石。

如果不在杭台铁路正式开通前，及时清
理掉这些散布的岩石，后期可能会对铁路运
营造成巨大危害。对此，中铁大桥局项目部
专门设立了一支危岩整治队伍，消除这些威
胁铁路安全的“炸弹”，这支队伍也被称为

“拆弹部队”。
为了亲眼看到如何“拆弹”，这天我随

着技术员杨坤一同前往现场，乘车沿着蜿蜒
的山村公路到达池塘山脚下。

抬眼望去，池塘山山势陡峭，要想看到
山顶，需仰头90度才行。杭台铁路股道夹
在环山之间，原本宽阔的两条铁路股道在陡
峭的环山映衬下，竟显得有点渺小。

池塘山的坡度接近60度。“拆弹”工作
刚开始时，为了爬到山上仔细勘察风化岩石
的分布情况，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只能手抓
山坡上的树干，用脚借力于岩石，手脚并用
才能在陡峭的山坡向上攀爬。

“如果单单用两条腿，几乎是上不来
的。”杨坤告诉我。

风化岩石散布在池塘山的上半部，现在
要想靠近“拆弹部队”，需拾阶而上。

“不是说爬山只能手脚并用吗，怎么还

有台阶？”望着山腰上的一级级水泥台阶，
我好奇地问。

“原本确实是没有路通向山顶的，为了
便于危岩整治，同时方便后期管养铁路的人
员上下池塘山，后来在施工机械无法参与的
情况下，项目部单靠人力先用锄头和铁锹清
除浮土，再用水泥、石块在山坡上铺设出了
一条山间阶梯。”杨坤答。

“这台阶共有多少级啊？” 我又问。
“2833级。”当杨坤平静地说出这串数

字，我不禁诧异：他们究竟了爬了多少趟，
才能数得如此清楚。

跟着杨坤攀爬了大半个小时，我们终于
到达了隧道口工点上方。忽然，一处标有红
色喷漆数字的岩石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标红的岩石，就是需要清理的风
化岩石，数量达到近7000立方米。”杨坤介
绍，“拆弹”伊始，他们手脚并用地在陡坡

上展开勘察，把“炸弹”一个个找出来，再
用红色喷漆标记，以免清理整治时遗漏。

“有点像工兵探测地雷时插上小旗子一
样，光是把散布在山坡上的风化岩石找出来
就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不要说清理这些

‘炸弹’了。”杨坤说。
原来，有些“空中炸弹”贴近在陡峭的

石壁，由于没有工作面，“拆弹部队”不好
落脚。他们只能牢牢系上安全绳，像清理摩
天大楼玻璃幕墙的“蜘蛛侠”一样，吊在半
空中展开作业。遇上体积较大的“炸弹”，
还得用风镐把它们凿成小石块后才能搬运移
走。

在清理“炸弹”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要
冒着酷暑烈日，有时遇到阵雨，在坡面上更
无处可躲。

目前，杭台铁路进入试运行阶段，池塘
山隧道一号口的危岩整治也已结束，隧道二
号口的整治工作也将在未来几天完成，这支

“拆弹部队”即将光荣退役。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边吉）12月14日，中国建
筑业协会颁布《2020—2021年度第二批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选工程名单》，中铁大
桥局承建的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西藏迫龙沟大桥上
榜。加上第一批获奖的重庆新白沙沱长江大桥、银滨
黄河大桥以及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 （境外工
程），此次中铁大桥局再揽5尊“小金人”。

杨泗港长江大桥西接汉阳国博立交，东连武昌八
坦立交，连接武汉三镇中的汉阳与武昌。大桥主跨
1700米，一步跨越长江，为世界最大跨度双层公路悬
索桥。上层为城市快速路，双向6车道，设计行车时

速80公里；下层为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设计行
车时速60公里，两侧设非机动车道及人行观光道。

迫龙沟大桥位于西藏林芝县境内，全长743米，
主跨430米，是西藏境内最大跨度斜拉桥。桥梁基础
采用群桩基础，主塔为A型塔，1号塔高度为146.7
米，2号塔为139.7米。大桥也是国内首座中跨悬拼组
合梁与边跨悬浇混凝土梁非对称平衡体系的混合梁式
双塔双索面新型斜拉桥。通车后，国道318线通麦至
105道班整治改建项目实现了全线贯通，通麦天险14
公里的“死亡路段”成为历史。

截至目前，中铁大桥局共获鲁班奖45次。

中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http://www.ztmb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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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局再揽5尊鲁班金像

■ 郑松

山河同悲金陵殇
■ 张惟乔

西十高铁湖北段开工

拆 弹部队

■ 本报记者 徐洪江 曹雪 通讯员 孙晓龙

创新合作谱新篇携手共进赢未来
——桥梁建设为中非合作注入新动能

12月12日，2021年中非创新合作大会在
武汉开幕，在大会的创新合作成果展上，中铁
大桥院、中交二公院等建桥企业作为参展方，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建桥技术和水平。

中国与非洲友谊深厚，命运相连。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

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即便远隔重洋、千山万水，因为有了相似

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奋斗历程，中非人民相互
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兄弟情谊。

一个是世界上建桥最多的国家，一个是亟
须桥梁助力发展的大陆——

即便海峡深沟、峻岭险滩，因为有了“共
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中国建桥者将一如既往，与非洲人民风雨同
舟，携手共进。

桥梁促进中非共赢

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70年代，百废待
兴的中国毅然决定援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从
此成为中非友好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
动力。中国与非洲国家分享这一宝贵经验，与
非洲合作打造非洲铁路、公路、区域航空“三

大交通网络”，帮助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的
发展瓶颈，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在中非创新合作大会上，中铁大桥院党委
书记刘自明作为企业代表发言。他指出，几十
年来，中国的建桥企业在中国大地上积累了丰
厚的工程业绩，工程技术人员技术能力和设计
水平也通过这些工程得到进步和提升，形成了
坚守质量，传承创新的光荣传统。这些经验和
传统已经成功应用到包括非洲在内的有需要的
国家和地区。近20年来，中国建桥者先后在非
洲大地上设计建造了众多工程。这些工程分布
在安哥拉、南非、摩洛哥、赞比亚、坦桑尼
亚、加纳、苏丹、塞拉利昂、毛里塔尼亚等国
家，树立起了一座座桥梁丰碑。而在中国桥梁
助力非洲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建桥企业也在
不断适应国际工程的规范要求，培养了一大批
国际工程人才，逐渐成长为可以与发达国家企
业竞争的现代化国际企业，实现了双赢。

展望中非桥梁建设的未来，刘自明表示，
企业将会按照中国政府和非洲合作的相关计
划，特别是最近刚刚签署的“中非合作2035
年愿景”以及“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文
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参与
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建造更多、
更实用、更美观的高速公路和桥梁，为中非合

作贡献“大桥力量”。

桥梁推动非洲发展

就在中非创新合作大会开幕的前几天，一
封来自项目总包商GS建设公司的嘉奖信被送
到了坦桑尼亚新塞兰德跨海大桥项目部。

信中这样写道：大桥对缓解交通压力，完
善城市功能，促进整个国家安稳致富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中铁大桥局现场管理团队在施工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毅力、勤奋及协作精神值得
最高赞誉。即使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如异常地质、新冠疫情暴发、极端气候、税收
和关税问题等，中铁大桥局团队始终坚持克服
困难、迎接挑战，为新塞兰德跨海大桥的提前
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塞兰德跨海大桥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
拉姆市，横跨印度洋牡蛎海湾，连接中央商务
区与大使馆区，桥梁全长1030米，为双索面5
矮塔预应力混凝土箱型梁斜拉桥。主塔造型取
自于坦桑尼亚国徽，中塔顶做火炬装饰，边塔
为双手托举造型，象征自由与和平。

项目自2018年10月开工以后，施工进度
稳步推进，直到2020年上半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项目施工不得不按下“暂停
键”。项目经理曾海平回忆，受新冠疫情影

响，项目人员、物资不能按时抵达项目现场，
导致工期有所滞后。对此，项目建设团队一边
严防疫情实行网格化管理，一边狠抓生产，通
过“首件制”引路、国际标准化要求、精细化
管理、创新化驱动，突破了一系列施工难题。
目前，项目施工已完成，正静待通车。

“新塞兰德跨海大桥，是中铁大桥局继尼
雷尔大桥、姆特瓦拉港口项目后，在坦桑尼亚
承建的第三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它的建成，
对于提升中国桥梁在坦桑尼亚甚至世界舞台上
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曾
海平说。

桥梁见证中非情谊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的演讲中说道。

打开非洲版图，中国建设者的足迹几乎遍
布整个大陆。

——在摩洛哥，非洲最大跨度斜拉桥——
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不仅打通了拉巴特
的绕城高速，使南北往来的车辆可以不经过市
区快速通行，还为摩洛哥的发展开启了快车道。

——在坦桑尼亚，有着“东非第一桥”之称

的基甘博尼斜拉桥，不仅圆了坦桑人民半个世纪
的梦想，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地地标性建筑。

——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卡腾贝跨海大
桥不仅解决了马普托居民和货物往来卡腾贝地
区的交通问题，还将使莫桑比克拥有一条真正
意义上贯穿南北的陆地交通干道，极大地促进
沿线经贸和旅游业发展。

——在苏丹，象征“中苏友谊”的鲁法大
桥，结束了苏丹鲁法市和哈萨黑萨市之间通行
只能靠轮渡的历史

……
一座座融合非洲文化的“中国造”，助力

着非洲大陆的经济腾飞，也成为中非情谊越来
越深厚的见证。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
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友谊恒久远，代代永相传。中非友谊达到
了更新的历史高点，中非合作达到了命运与共
的深度。

期待“中国桥”所到之处，“中国梦”和
“非洲梦”的联系更加紧密；更期待中国建桥
者所到之处，能带去“合作发展、绿色发展、
带动发展”的建桥理念，让一座座桥梁成为贯
通五洲四海的纽带。

12月13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日子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今年是国家正式设
立公祭日的第八个年头，距离那场噩梦般的灾难也
已经过了84年。

84 年的时间，何其漫长！漫长到足够一个人
走完他的一生。2021年，11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相继离世。目前，登记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 61
位，所有人也都进入鲐背之年。

84 年的时间，何其短暂！短暂到那一幕幕惨
绝人寰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不只是所有的亲历者
难以忘却，那场大屠杀已刻入民族记忆之中，成为
国人心中刺骨的伤痕。

曾经，30 万人同蒙难，千年古都沦为人间地
狱，军民尸骸染红江水，妇女儿童惨遭蹂躏。记录当
时惨状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往往让人不忍卒读。死难者
之众，形势之恶劣残酷，甚至到今天也只收集到
10665个遇难者姓名，成为所有人难以化解的心结。

如今，14 亿人共呼吸，中华民族正在复兴之
路上昂首向前，金陵繁华远胜往昔，但是国耻之殇
从未被忘却。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以立
法形式，确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同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
本》出版，历史成为了最好的教科书。

不能稍忘，不敢稍忘。
忘却历史的民族不会有未来，但是铭记也不应

是延续仇恨，更不能被污名化为“仇恨教育”。铭
记国难，不忘国弱必遭辱的历史教训；铭记国难，
不忘战争之创如何摧残人民；铭记国难，不忘先辈
踔厉奋发共造今日之盛世；
铭记国难，不忘我党初心使
命实现伟大之复兴。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静待通车

日前，顺利通过验收的舟岱大
桥，似一条长龙横卧东海之上，静待
通车。

舟岱大桥是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铁大桥局承担
大桥主线中的非通航孔 70 米跨径桥
墩身和箱梁的预制和架设任务。施工
团队于2020年12月23日和2021年1
月24日分别完成了368座墩身和370
片箱梁的架设任务，为大桥于今年底
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舟岱大桥建成后，宁波舟山港主
通道项目实现全线贯通。

梁景玲 陈相林 摄影报道

池塘山隧道一号口 郑松 摄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乔珺） 12月15日，西
安至十堰高铁湖北段开工建设。

西十高铁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
与汉十高铁相连接，新建正线全长255.7公里，其
中陕西境内169.4公里，湖北境内86.3公里，设计
时速350公里。

据悉，西十高铁行经渭河盆地及秦岭山地，连
接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依次经过西安市灞桥区、
长安区、蓝田县，商洛市商州区、山阳县，十堰市
郧西县、郧阳区、张湾区。共设西安东、蓝田、商
洛西、山阳、漫川关、郧西、十堰东(既有运营)7
处车站。全线将新建桥隧总长242.9公里，桥隧比
高达94.9%，隧道占线路全长的78.5%，大于10公
里的隧道有5座。其中，西十高铁湖北段桥隧占比
为98.85%，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安全风险高。

西十高铁通车后，从武汉坐高铁到西安，无须
再绕行郑州，两地直接通达时间最快不到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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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松

西十高铁湖北段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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