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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张尚武

早在新石器时期， 先民们就用独木舟，
开始了长江的原始航程。

嘉陵川江之晨雾， 荆江白云之黄鹤，扬
子秦淮之灯影，子夜十六铺之浪漫，长江流
经之处，上下皆有吟唱。

岁月更迭，长江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
的河流。2014年，2800余公里的长江干线，
完成货运量20.6亿吨，居世界内河榜首。

随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长江
水运如何澎湃出新的生命力？

“黄金水道”如何真正流金淌银，更好发
挥“黄金效应”？

组建港口集群，港口活起来

6月4日，湖南日报“奔向长江”采访组在武
汉新港阳逻港区看到： 大型集装箱鳞次栉比，
货运车辆有序进出，大吨位货轮依次停靠……

而几年前，这里却是“装运皆散货，往来
无大船”。

改变始于2010年，一座跨武汉、鄂州、
黄冈、 咸宁4个行政区的大型港口集群———
武汉新港崛起。当年12月，武汉新港货物吞
吐量突破1亿吨， 成为长江中上游首个跨入
亿吨级的港口。

去年底，武汉新港成为长江中上游港口
中第一个突破百万标箱的内河港口，迈入世
界内河集装箱港口“第一方阵”。

“湖北省主要港口因分属不同行政区，
存在小而散、竞争无序、重复建设等问题，港

口整合已是大势所趋。” 湖北省港航海事局
局长王阳红向记者介绍。

现在，湖北仍在积极推进鄂东南5市（武
汉、黄石、鄂州、黄冈、咸宁）港口集群整合，
组建港口集团。

湖北将力争在3至5年内，打造长江中游
的“港口航母”。

重庆， 也瞄准区域内679公里的长江黄
金水道，打造规模适度的现代化港口群。

“重庆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必须有
功能强大的港口群作支撑。” 重庆市社科院
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重庆各大港区在功
能定位上各具特色，分工明确。

以三大枢纽港为例，重庆主城港区定位
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核心；万州港区，是三
峡库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涪陵港区为乌江流
域的物资集散中心。

截至6月初，安徽、江西、江苏等沿江省
份，均在各自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意
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发展“港口群”。

省（市） 内港口集群发展势头正旺，省
（市）际间港口合作你追我赶。

作为长江航运“龙头”的上港集团，以资
本为纽带，牵手沿江10余个亿吨大港，串起
“黄金水道”的航运梦。

自2003年以来，上港集团实施“长江战
略”，通过合资、合作、联盟等方式，与长江沿
线重庆、武汉、九江、南京、长沙、芜湖等港
口，进行了码头、航运、物流等合作。

5月26日，记者驱车前往上海洋山港。倚
岸远望， 密密麻麻的集装箱堆满了港口；海
面上，巨轮穿梭。

2010年，包括洋山港在内的上海港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2907万标箱， 首次超越新加坡
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2014年，上海
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528.53万标箱，年集装
箱吞吐量已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而其中九
成以上货源来自长江流域后方腹地。

今年5月，省政府与上港集团组建的湖南
城陵矶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挂牌。 我省将以城
陵矶作为战略发展重点， 发挥与上海港的协
同效应，加快打造我省通江达海新的增长极。

打通“肠梗阻”，航道畅起来

“黄金水道”真正流金淌银，航道畅通是
前提。

在2800余公里长江航道中， 中游的荆
江（宜昌至武汉段）形成了“肠梗阻”。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的长江枯水期，城
陵矶至武汉段最低水深仅3.7米， 城陵矶至
宜昌段最低水深仅3.3米。”岳阳城陵矶新港
公司总经理徐忠诚十分清楚，航道水深决定
着水运业是否兴旺。

航道水深不足， 万吨级船舶到了城陵
矶，则需减载或者换小船通航。船舶来回折
腾，成本大幅上升，许多货主甚至宁愿走陆
路运输，“黄金水道”的通航效益大打折扣。

中游通，长江畅。
湖北省为此推出了打通“肠梗阻”的

“645工程”。
“645工程”，指通过整治，长江宜昌至武

汉段水深提高至4.5米；武汉至安庆段，提高
至6米。

宜昌到武汉段水深提升至4.5米后，将
可常年通航5000吨级货船。

可工程实施并非易事。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素称“九曲回肠”

的荆江，给航行带来的危险，第一是弯道。在
这段江水航行，如同开车行驶在九曲十八弯
的盘山公路上。

第二是浅滩。长江上游长途奔袭而来的
泥沙在此沉淀，形成众多浅滩。

荆江整治近两年，将于今年完成主体工
程，最低水深将由目前的3.2米挖深至3.5米，
可满足3000吨级货船双向通航。

“黄金水道寸水寸金， 每挖深0.1米，
5000吨级的直航船就可多装货170吨。”长
江航道局规划基建处处长高凯春说。

湖北也在寻求合力破解“肠梗阻”的难题。
湖北省港航海事局局长王阳红透露，湘

鄂两省均有意共谋打通连接两省的松虎航
道，形成一条南北运河新通道。

松虎航道覆盖长江支流松滋河与虎渡
河的部分水域，是连接澧水、沅水、资水，以
及西、南洞庭湖的重要通航水道。

此航道一通，洞庭湖将与长江形成第二
条通道。届时，洞庭湖水域货船通往重庆方
向，无需走湘江从城陵矶入长江，可节约航
程约100多公里。

发展“铁水联运”，货运快起来

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考察时
指出，长江黄金水道及沿江各地是一串“珍
珠链”，要使“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应”。

“发展铁水联运，将使黄金水道成色更
足。”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认为，铁水
联运，将水路与铁路优势互补，可大大提升
物流效率，降低成本。

唐冠军调查发现，铁水联运比例每提高
1%，区域整体交通运输效率将提高10%。

目前，发达国家港口和铁路衔接运输比
例达30%，美国高达40%。

而长江每年通过铁路转运的货物约
5000万吨，不足长江港口集疏运比例的2%。

在“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政策
红利下，长江沿线城市开始角逐铁水联运。

5月5日，南京港第二港务公司铁路专用
线上，一列载满41个集装箱货柜的火车缓缓
驶出。

这趟南京—中亚国际集装箱班列，享受
了铁水联运“一口价”优惠，运费下浮15%。
专列出发后， 沿丝绸之路从阿拉山口出境，
最终到达中亚五国。

“南京港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唯一能实现
集装箱铁水联运无缝对接的港口。” 南京港
集团发展部副部长陈慧介绍，南京港第二港
务公司港区内现有铁路专用线6条， 可直达
码头前沿。

有了铁水联运的比较优势，南京港的铁
路货源辐射范围覆盖至苏北、皖北及我国西
南、西北、东北地区；外贸货源通过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满洲里等口岸，连接中亚、俄
罗斯、欧洲。

“南京—中亚班列真正成为‘一带一路’
上名副其实的黄金干线，南京港也成为对接

‘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最佳
结合点之一。”陈慧对南京港未来充满信心。

南京港的独特优势，反衬出其他港口运
输体系的单一。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长江可展开铁水联
运的干线港口不到10个， 港口企业不足20
家。 与铁路直接衔接的码头泊位仅65个，港
区铁路专用线长度不足110公里。

记者了解到，我省长沙新港、岳阳港均未
有无缝对接的铁水联运。根据规划，长沙新港
正在建设的三期工程， 将建一条2.64公里的
铁路专线，建成后将实现公、水、铁“零换乘”。

三峡船闸
一“键”畅行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举世闻名的三峡枢纽， 坐落于长江西陵峡至宜
昌水域间。三峡船闸，则是长江船舶航行至宜昌水域
时，必经节点。

随着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发展， 三峡船闸双向通
过量早在2011年便提前19年达到设计能力。据长江
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2015年第一季度， 三峡船闸
通航货运量达2433万吨，创历史新高。

如此大的通航量， 三峡船闸如何指挥船舶安全
快捷通航？

“过闸很方便，船上一敲键就可搞定了！”5月28
日下午，一艘“运昌777”货船的船员在通过三峡船闸
后，告诉湖南日报“奔向长江”采访组。

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通航指挥中心， 记者
看到， 墙上的16块电子显示屏正在现场实时监控三
峡五级船闸动态。

“我正在监视船舶过闸，每艘船的型号、吃水深
度、装货量等，都显示在屏幕上。”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蔡述忠，正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鼠标操作。

蔡述忠告诉记者， 他正在操作的软件是三峡葛
洲坝船舶监管系统，船闸和船舶装了这套系统，就如
同长了一双“千里眼”。船闸指挥中心可实时“看到”
船舶在长江航道的位置， 船舶也可随时向船闸发出
过闸需求。

“例如，一艘船从上海港起航，就可申报过闸时
间。在我的这台电脑屏幕上，可立刻看到它的位置，
系统再根据船舶的申报信息进行自动排序。 船主能
实时知道自己的过闸计划。”蔡述忠解释。

有着30余年通航指挥工作经验的蔡述忠回忆，
以前，需要通过人工打电话、登记表格的方式指挥船
舶，劳动强度大，通航效率低。

2008年， 三峡葛洲坝船舶监管系统得以推广，
三峡过闸时间从原来72小时以上缩至2014年的40
小时以上，蔡述忠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了。现在，长
江航运已有近5000条船装有该系统。

长沙市地方海事局湘江枢纽海事处处长李丽君
向记者透露， 我省今年也将在湘江干流的长沙综合
枢纽、 株洲航电枢纽等主要大坝建设湘江船闸通航
调度系统，实现船闸通航智能化调度。

目前，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的过闸船舶安检、调度
等仍为人工电话操作。

“平均每天通航200余艘船，工作人员要打1000
多个电话。”李丽君说。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采访组沿长江之行，亦是一次码头美食
文化之旅。

早上端着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这
种“武汉式过早”，可追溯至武汉早年的码头
文化。码头人多热闹，来往商客为赶时间，随
时随地就可“过早”。长此以往，武汉人“过
早”的习惯得以养成。

在湖北，“过早”内容因地而异。如荆州
沙市人，“过早”要吃油水厚重的早堂面。

早堂面， 最早出现于清末的沙市港码
头。1895年，沙市开埠后，当地一家面馆的老
板发现码头工人劳务繁重，喜欢吃油重食物，
故而制作了这种油厚码肥、 汤鲜味美的碱水
面条。 工人们多在凌晨时分吃面， 再赶去上
工，故名“早堂面”。由于汤酽油重，吃一顿可
以管大半天，早堂面备受码头工人的青睐。

现在，早堂面已为普通百姓所喜爱。

在荆州老店福寿早堂面馆， 记者体验
“过早”时见到，早上六点多，店内已满座。仔
细打量，码头工人少见，市民百姓居多。老板
陈时秀说，她从1978年创办面馆至今，生意
一直就这么火。

不同于长江中上游粗犷式的码头饮食
文化，在安徽芜湖，制作饮食更为讲究。

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百年老店“耿福
兴”，经营沿江风味小吃，其中广受食客欢迎
的酥烧饼，被列为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耿福兴”酥烧饼，以三分之二面皮，包
裹三分之一酥面，熏烤到位，入口即酥。

过去，途经芜湖的旅客趁船停靠码头的
短暂时间，上岸购买带回。广而传之，“耿福
兴”酥烧饼便远近闻名。

百余年来，一个个长江码头，昼夜不息，
吞吐客货。在浪奔浪流、人潮人涌中，这种独
特的饮食文化，如同长江的生命驿站，传承
至今。

湖南水运
需打通“任督二脉”
邓晶琎

长江“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沿岸各省市纷纷出
招，努力“夺金揽银”：交通基础设施抓紧建设，岸线、
资本等各种要素迈向良性循环，“黄金效应” 开始逐
渐溢出。

在这轮竞争中，湖南已经等不起、慢不来，急需
打通对接长江“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深挖水运
的最大潜能。

一要打通交通“堵点”。与湖北、贵州等周边省份
的“断头水路”、湘资沅澧的“肠梗阻”需尽早规划，加
快建设与疏浚；对长沙和岳阳的港口码头岸线“精耕
细作”，合理布局，错位经营；发展铁、公、水联运物流
方式，疏通对接长江“黄金水道”的最后一公里。

二要破除有形或无形的“壁垒”。区域之间的利
益分配，可建立沟通协调机制解决；水上交通信息化
平台、资金融通平台建设，可向先进省市学习，借鉴
其市场化经验； 与长江沿线其他主要港口建立互联
机构，多多加强合作。

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流域内的要素流动
日益频繁，资源配置也将通盘考虑，沿江的港口、城市、
企业之间的竞合呈常态化。湖南，应抓住黄金机遇，在
同频共振中主动作为，提高“黄金水道”“成色”。

记者手记

舌尖上的码头：“过早”真过瘾

5月28日，宜昌市三峡大坝，大量货船过闸。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6月3日，江西省九江市长江码头，货船正在装运集装箱。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5月30日晚，荆州市，夜空下，“奔向长江”报道组用光描绘出“我爱长江”的字样。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