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臂”记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边吉）近日，张皋过江通
道工程初步设计获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张皋过江通道是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江干线过
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中的公路过江通
道之一，也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江苏实施方案中完善过江通道建设布局、近期加
快推进建设的七条过江通道之一。

项目位于长江下游澄通河段如皋沙群段，于张家
港、如皋和靖江内跨越长江，上距江阴大桥约28公

里，下距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约16公里，距苏通大
桥约57公里。跨江段工程共设置2座航道桥，其中
跨越长江如皋中汊福北水道采用1208米双塔单跨吊
悬索桥；跨越长江主江福姜沙水道采用主跨2300米
双塔两跨吊悬索桥。

张皋过江通道建成后，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悬索
桥、世界最高悬索桥索塔、世界最长高强度主缆、世
界最大地连墙锚碇基础、世界最大连续长度钢箱梁、
世界最大位移量伸缩装置六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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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皋过江通道初步设计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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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师高宗余
获评“央企楷模”

■ 本报记者 徐洪江 通讯员 谢珍

桥梁助力厦门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
12月21日，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出贺信，向广大特区建设者表示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
出，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厦门经济
特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各项事业实现历史
性跨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重要贡献。

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史，也是桥梁助力地
区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桥梁的助推下，厦门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线，从线
到网，从单一公路交通方式到综合交通全面发
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桥梁，不仅极大地便
利了厦门广大百姓出行，更为厦门经济发展提
供了强大支持。

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经济
特区。一年后，随着湖里工地一声爆破巨响，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大幕正式拉开。

但在当时，大陆进出厦门岛的唯一通道只
有一条高集海堤，这条海堤修建于上世纪50年
代，双向四车道，经过几十年“服役”早已不
堪重负，不仅路面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堵车
更是常态。进出厦门岛的通道瓶颈严重制约了
厦门城市发展，跨海大桥的建设愈加迫切。

1984年2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
临厦门视察，奋笔题写“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
些更好些”，激励着厦门进一步加大改革开
放。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厦门的交通运输业
得以迅速发展。

1988 年 10 月，厦门跨岛交通的第一条
“主动脉”——厦门大桥正式开工，经过三年

多的建设，到1991年12月，大桥完工通车。
之后每隔几年，厦门就会多一座大桥。

1996年12月，新阳大桥通车；1999年12月，
海沧大桥通车； 2008 年 7 月，集美大桥通
车；2021年12月，厦门大桥完成“四改六”
扩建……厦门跨岛交通的车道数量，从最初的
2条（厦门海堤），增加至如今的40条。跨海
大桥和隧道，成为这座城市的魅力与活力的名
片。

道路通则发展通，基础牢则事业兴。一座
座桥梁紧扣特区发展脉搏，在跨岛发展中落子
有声，一次次突破发展瓶颈，打开发展空间，
为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厦门GDP达
6384亿元，财政总收入达 1351亿元，人均

GDP突破2万美元。
40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62倍，财

政总收入增长692倍，城市建成区扩大18倍以
上；40年，一座昔日的海岛小城，奇迹般崛起
于世界现代化国际都市行列。40年来，大桥人
活跃在特区交通建设最前沿，先后参与建设了
五缘大桥、钟宅湾大桥、杏林大桥等桥梁工
程。一千七百平方公里的鹭岛，留下无数大桥
人的足迹和汗水。

今年38岁的伍亚兵，是中铁大桥局珠机城
际金海桥项目财务部部长，他驻扎在厦门地区
13年，先后参与过集美大桥、厦门BRT快速
公交、厦门马青路改造等工程项目的建设，见
证了厦门发展历程。回忆起自己这十余年的工
作经历，他感慨颇多。

“桥梁是联通厦门岛内外的重要通道，也

是厦门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的象征。”伍亚兵
说，自己有幸成为建设者的一员，见证了特区
的发展腾飞。自己参建的每一项桥梁工程，都
有“摸着石头过河”“啃硬骨头”式的攻坚克
难，凝炼出的，是爱拼敢赢的特区基因，是特
区成就的缩影。

面对厦门未来的大发展，他充满期待：
“我们大桥人要抓住机遇，发挥企业的建桥优
势，积极与厦门发展的新征程、新环境相适
应，为厦门人民建设更多的高质量桥梁。”

借力扬帆天地阔，击鼓催征正当时。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铁
大桥局将充分发挥自身“跨越天堑，超越自
我”的企业精神和“精雕细琢，百年品质”的
质量理念，不断打造精品工程，为服务厦门人
民美好生活、助力厦门腾飞贡献力量。

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 22
周年纪念日。

1999年12月20日，伴随着威武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
冉升起，高高飘扬的旗帜像一个骄傲
的民族盎然扬起的头颅，意气风华地
走向新纪元的复兴之路。

在 2019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欢迎晚宴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回
归祖国以来的 20 年，是澳门历史上
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
期，也是澳门同胞共享伟大祖国尊严
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

数据可以佐证澳门的飞速发展。
1999 年到 2019 年，澳门经济总量从
518.7亿澳元攀升至4447亿澳元，人
均GDP从11.7万澳元攀升至64.74万
澳元，这一切都源于内地与澳门愈发
紧密的关系和不断深化的合作：2003
年，《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正式签订，加上后续
10 个补充协议，对澳门经济发展和
内地经济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17 年，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
式签订，粤港澳合作发展再上新台阶；2018 年，
跨越伶仃洋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
式通车，澳门进入“大桥时代”。

今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
年，是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十四五”计划开局之
年，澳门蓄势待发，将更好地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发
展大局之中。2021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粤澳
合作进一步加深拓宽，横琴澳门一体化不断加速，
两地共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

金莲绽放，琴瑟和鸣。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
坚守“一国”根本，善用

“两制”优势，澳门繁荣
昌盛的未来必将越发光
明！帕德玛大桥现场技术员告诉我，监理

又发来“问候”：为什么把正在大桥P33号
墩破坝的挖机给拖走了！

我转头去问领导，得到的答复是：挖
机得赶紧修好！具体原因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这台坏了斗臂的挖机很重要。

机械设备部的同事说，斗臂是不可能
修好了，油缸被拉出了铁屑，轴也弯掉
了。可见它真的是负重太多，那就只能另
找一个。

“行吧，既然你们都说很急，那我就跑
一趟。”就在我动身之际，有人告诉我，今
天是周五。

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市的配件市场，
周五大多数店家是不营业的，正在过周末
的孟加拉人，是不会在这天专门开门，去
赚一笔不起眼的配件钱。

“初出茅庐”的我，心中窝着一口气：
不管你开门或者不开门，配件都在店里。
所以，此去，可行。

在去达卡的路上，我收到一条消息：
先前项目部给当地的一户商家提供过斗臂
样品，准备找老板定做一个，但他已经带
着钥匙回老家过周末去了。

“没有样品，怎么找啊？”
“现在催得急，等老板回来定做肯定来

不及了。”

……
一时间，无数种可能性在我脑海翻

腾。经过冷静分析，我得出结论：挖机本
来也是被改装过的，所以挖机的型号知不
知道已经无所谓了，斗臂样品我倒是见
过，这种东西很多都是通用的……所以，
此去，仍然可行！

周五去买配件，尽管困难重重，却有
一个优点：那就是快。平日里堵到爆炸的
达卡，此时却一路畅通，但到了配件市场
我才发现，里面跟路上一样冷清。

我赶忙下车，准备冲进零星几家没歇
业的店，可老板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把我
往下家指。我明白，这单生意还不足以激
发他们周五的赚钱欲望。

一番掰扯后无果，我决定前往达卡附
近的一个小城市——阿楚利亚。听当地人
说，那里有很多卖挖机的店。

驱车几小时后，我到达阿楚利亚的配
件市场。经过地毯式的搜索，我发现了一
家极其不起眼的店铺，还开着门。

走进一看，这家店的装潢格外讲究：一
排开放式的透明玻璃围成一片办公区，里面
有一排台式电脑，还有空凋和无线网，中间
的大屏幕播放着液压设备的宣传短片，身穿
制服的孟加拉人穿梭其中；再往里走，我看
到一个封闭式的加工车间，车铣刨磨钻一应
俱全，右边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式挖

机配件陈列有序，种类齐全。
以我的经验，此店在这里已属上游。
和店家说明来意，他迅速找出一款斗

臂。我看到后喜上心头：这斗臂几乎我印
象中的样品吻合，可万一买回去有误差或
者用不了怎么办？

此时已是下午五点，我赶紧给项目部
的同事以及达卡的老店家分别致电，表示
需要准确的样品数据。

没想到的是，达卡的老板被我的电话
轰炸烦了，居然答应为我开门。于是，我
调头前往达卡市区，带上样品后又赶回阿
楚利亚。

对照着斗臂样品，我用卡尺、卷尺一
起测量，结果是惊喜的：两者尺寸出入并
不大。要知道，在资源匮乏的孟加拉，想
找到一模一样的配件本就不容易，我们作
为外国人，获取信息不是很及时，就算
有，可能也找不到。

我连忙给机修厂的师傅打电话，告诉
他这个好消息。

师傅听后，松了一口气说：“可用，你
赶紧回来吧。”

我挂了电话，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机械是讲究精密配合的，任何的尺寸出入
都会带来不匹配。好在，新寻获的斗臂能
用，而且机修厂的师傅是“万能”的，他
们会改装，能变不可用为可用。这一点，
我放心。

走出店铺已是傍晚，这场寻“臂”之
旅最终圆满
落幕，我想
明天我也能
过一个愉快
的周末了。

本报北京讯（见习记者 张惟乔）12月22日，
在京举行的2021年第二批“央企楷模”发布暨年
度总发布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大桥勘测
设计院总工程师、中铁大桥局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高宗余获评“央企楷模”。

高宗余深耕中国桥梁建设31年，先后主持设
计黄冈长江大桥、铜陵长江大桥、大胜关长江大
桥、郑州黄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武汉天兴洲
长江大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平潭跨海大桥等
50余座大型桥梁。

在获奖宣传片中，高宗余说：“桥梁领域，70
年代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看中国。我
很高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能够把自己所学贡献给
祖国。生命有长短，事业无终点。今天取得的成绩
会成为明天新的起点。”

活动现场，面对主持人关于未来中国桥梁发展
方向的问题，高宗余表示，未来中国桥梁将向着跨
江、越海和上高原三个方向不断发展。他相信，在
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持下，
桥梁人一定能够将“中国桥梁”这块名片擦得更
亮。

本次2021年第二批“央企楷模”发布暨年度
总发布仪式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主题为“大国顶
梁柱，永远跟党走”，目的是为建设科技强国、铸
就大国重器、支持能源保供、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突
出贡献的央企楷模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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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海域架梁满百
本报中山讯（通讯员 陈正东 高鑫 高松）

12月19日13时10分，随着海上运架梁专用起重
船“天一号”将重达1780吨的箱梁精准放置在墩
柱上，深中通道海上段非通航孔桥顺利完成第100
片箱梁架设，左右幅架设桥面长度达8550米。

此次架设的钢箱梁长133米，宽20米，高4
米、重达1780吨，相当于近1000辆小轿车的重
量，由中铁大桥局负责架设施工。在现场作业人员
精细协作下，历时2小时30分钟，“天一号”将钢
箱梁稳稳地架设到伶仃西泄洪区非通航孔桥右幅
43号至44号桥墩之间。经监控测量，钢箱梁架设
精度及线形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

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
体的跨海集群工程，全长约24公里，其中桥梁工
程长约17公里，海上段非通航孔桥长约11.4公
里，共需架设钢箱梁138片、混凝土梁155片。

由于深中通道跨越横门水道、龙穴南航道、伶
仃洋航道，水域箱梁运输时需连续穿越3条主航
道，往来船舶众多，运输极易受限。此外，“天一
号”在运架梁时，必须保证潮位在+0.5米以上，
根据工序时间衔接，结合全年潮位变化情况，项目
工期要求极为紧张。

为确保箱梁安全精准架设，中铁大桥局深中通
道项目部成立海域箱梁架设协调小组，组织召开专
题会，完善各工序间的协同机制，确保过程工序管
控到位，人员协调高效；优化航道疏浚方案，开启

“24小时全时段作业”模式，抢抓作业窗口期，克
服了浅滩区架梁潮差等难题。

目前，深中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伶仃洋大桥
东、西主塔已完工，中山大桥正在进行箱梁架设工
作；东、西人工岛有序推进建设，沉管隧道已完成
32个管节中19个管节沉放安装，正全力筹备下一
管节沉放对接工作。

深中通道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工程，将为承
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打造交通大动脉。通车
后，深圳到中山将由以往的2小时缩减为30分钟。

深中通道海上段非通航孔桥架设第深中通道海上段非通航孔桥架设第100100片箱梁片箱梁 项目部项目部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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