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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城武冈北郊，群山拱卫中，一座坐
落在大山之上的现代化机场横空出世。“北障
雪峰之险，南屏五岭之秀”的邵阳，从此拥有
了一条助力跨越发展的“天路”。

作为我省海拔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机场，
邵阳武冈机场建设者们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
种种难题， 不到两年就全面完成建设任务，顺
利通过飞行验收，创造了“武冈机场速度”，并
且做到了质量优、投资省，被国家有关部门称
赞为“是我国支线机场建设的一个奇迹”。

迎难而上加油干

2017 年 3 月 28 日， 令邵阳人民激动的
时刻来临了！ 8时 18分，万众瞩目中，一架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的 A320 客机穿云而来，稳
稳降落在邵阳武冈机场；9 时 42 分， 客机滑
出跑道，凌空而起，一飞冲天……

试飞获得成功！邵阳的“天路”终于打开了！
人们欢呼雀跃之际，“苦尽甘来” 的机场建设者
们更是心潮起伏，有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邵阳武
冈机场建设协调指挥部指挥长王长忠向记者
介绍，机场土石方多、填方高，长 5 公里、宽 3
公里的机场场址全部是石灰岩丘陵台地，石
土比高达 9:1，这在我国民用机场建设中是绝
无仅有的。

巨大的挑战摆在机场建设者们面前。“我们
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加油干！ ”王长忠说。

经过面向全国公开招标，30家实力强、信
誉好的施工单位点齐“兵马”，陆续汇聚武冈。

2015年 6月，武冈机场全面开工建设。
“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到处都是

人，到处都是车。 机器的轰鸣声、炸石的爆破
声，几里外都听得震天响。 ”机场附近村民舒
振林回忆说。

石灰岩硬度高，爆破难度大。 施工人员就
打深孔作业，最深的炮孔达到 2米左右。 天公
也不作美，雨水多。 2015年 11月，已是秋季，
30 天中居然有 16 天下雨， 造成炸药装填十
分困难。 于是，施工人员打好炮眼先用布堵塞
炮口，防止雨水浸入，雨一停马上抢抓时间填
充炸药实施爆破。 在土石方施工高峰期的 3
个月里，日消耗炸药达 70吨。

挖方难，填方更难。 机场西侧最大填筑高
度达 66.7米的罗家岭高填方边坡， 是整个机
场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长 400 多米，边
坡面积近 2 万平方米，需填方 65 万方。 这里
原来是一处悬崖， 附近就是村庄， 如填方不
当，极易引起变形甚至滑坡。 而且便道陡峭且
窄小，施工车辆行驶十分困难。

为保障罗家岭高填方边坡高效施工、安
全施工， 王长忠等指挥部领导多次来到施工
现场解决疑难问题，与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一起更改了 5 处施工方案。 这里的
施工单位北京蓝天建设有限公司， 是一支敢
啃“硬骨头”的建设劲旅，为了加快进度，他们
组织了充足的人力和设施，采取分层摊铺、强
化冲碾来作业， 同时分设上下施工便道方便
车辆运输、设置泛光照明灯进行昼夜施工等，
终于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施工任务。

北京蓝天建设有限公司邵阳武冈机场项
目部项目经理欧阳劼告诉笔者， 由于施工强
度大，运输车辆损耗很大，平均每台车每月更
换轮胎的花费就达 2万多元。

就这样，施工单位抢晴天、斗雨天，以最
快的节奏推进项目建设。 到 2016 年 2 月底，
机场土石方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共削平 37 个
山头， 处理大小溶洞 11个， 土石方总量达

1500万立方米，是衡阳机场的 4倍多。
紧接着，在机场跑道、航站楼等项目施工

上，也打了一个个漂亮仗。 今年 4 月，机场按
批复的规模和内容完成建设， 并顺利通过民
航专业验收。

“这条‘天路’终于建成了，再苦再累再委
屈也值得。 ”邵阳武冈机场建设协调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 项目建设分管负责人李金松的
这句话，表达了所有武冈机场建设者的心声。
几年来，他们在工地“安营扎寨”，一心扑在机
场建设上， 忙得顾不上家。 李金松是新宁县
人，虽然离家只有 50 多公里，可一个月他都
难得回家一次。 入冬天气转寒，他没有时间回
家拿御寒的衣服， 贴心的妻子就帮他一一清
理好，通过快递寄给他。

科学施策创奇迹

仅用了 13 个月完成从预可研到通过国
家立项的所有工作、 不到 20 天完成了场内
2200 多亩用地征收……一路走来，邵阳武冈
机场项目前期工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机场建设，又在不断延续新的奇迹。

邵阳武冈机场位于武冈市城郊， 定位为
开通民用定期航班的国内旅游支线机场。 机
场总投资 9.68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航站楼、1
条长 2600 米的跑道、4 个 C 类机位的站坪以
及业务办公用房、消防、供电、供水、道路等辅
助设施和配套公用设施。

武冈机场是邵阳的形象和窗口。 在机场
建设中，指挥部和施工方坚持科学施策、博采
众长，着力打造一个有特色的一流支线机场。

除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
程质量监理制等规章制度外， 指挥部制定实
施了全程跟踪审计制度、工程缺陷清单制度、
黄牌警告制度、工程会商制度等创新做法，并
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施工工艺，强力推进
工程进度。

机场建设中，变“废”为“宝”的创新做法
广获点赞。

场址石多土少， 指挥部和施工队寻思石
头能不能就地取材。 经测定，石头的硬度符合
机场建设的要求。 于是施工队就地建设碎石
场，共碎砂石 12 万方用于跑道建设；同时在
平整山头时，将所有泥土收集到一起，单独装
车，运到指定的地方堆积起来，待场地平整好
后再回填在需要用土的地方。

来到机场参观的人们， 目光都会被航站
楼附近的一座高大的“假山”吸引，这“假山”
怪石嶙峋， 造型美观。 其实这是一座真的石
山，施工时指挥部的领导建议保留下来，作为
一处景观。 据介绍， 要人工做一处这样的景
观，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

此外，在武冈机场建设阶段，邵阳市就与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联系洽谈机场托管
事宜。 2014 年 12 月，机场还未开建，省机场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进驻武冈机
场，指导、帮助项目建设，首创建设与通航同
步推进的“邵阳模式”，避免了建设走弯路，加
快了建设和通航进度。

通过科学组织施工， 武冈机场不到两年
就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而且交出了“零死
亡”成绩单，成为全国推进速度最快、花费时
间最短的支线机场建设项目。

精益求精塑精品

邵阳武冈机场项目是邵阳市“一号工
程”。“‘一号工程’必须推行一流管理、建出一
流水准。 ”早在机场开工之初，市委、市政府就
提出了明确要求。

邵阳武冈机场项目建设协调指挥部推行
精细化管理，实施管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每一天、每一个工作点”的“四个一”管理方
法。 只要机场施工，指挥部工作人员都和监理
人员一起起早贪黑坚守在施工现场， 仔细监
督每一道工序。 同时，实行一日一会商、一周
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制度，对发现问题的限期

整改。
“工地上最多的时候有 22 支施工队、200

多辆工程车、1200 余人同时奋战， 雨天泥泞
满地，晴天尘沙遮天。 ”李金松感慨地说，如此
宏大的建设工程，精细化管理派上大用场，不
仅实现各个环节忙而不乱， 而且工程质量得
到了很好控制。

机场跑道施工中，指挥部组织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第三方检测单位到周边所有的大
砂场实地考察，取回 7 组样本进行检测，都距
标准有些差距。 为了确保质量，最后决定，舍
近求远从洞庭湖购买了 2.8 万吨高质量的湖
砂。 经检验，跑道混凝土强度检测值超出设计
要求值近 60%。

精细化管理还体现在资金管理上。 作为
欠发达地区，机场建设资金来之不易，其中有
4亿元由邵阳市各县（市、区）筹措而来。 指挥
部精打细算，严格实行财务集体会审制度，对
所有工程项目实行公开招标， 还设立现场跟
踪审计组， 对机场项目资金管理工作实现全
过程、无死角跟踪审计监督，想方设法把每一
分钱真正用在刀刃上。

机场还尽可能使用最先进的工艺和设
施，提高机场品质。 据悉，武冈机场建成了全
国首个粗缝跑道，更利于飞机降落。 还采用目
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跑道灯光照明系统， 提高
了夜间降落、起飞的准确性。

邵阳武冈机场项目连续 2 年被评为湖南
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

精益求精塑出精品。 今年 3月，湖南省机
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省机场管理局局
长李军率队来到邵阳调研武冈机场建设，调研
中他说：“邵阳武冈机场建设速度快、 质量优、
环境美，是湖南支线机场建设的优秀典范。 ”

如今，机场建设尘埃落定，820 万邵阳人
民的“飞天梦”终于成为现实。 正如一首歌唱
的那样，邵阳将“准时起飞，告别贫瘠，飞向富
饶；准时起飞，告别昨天，飞向未来”。

交通便利的临空经济区、飞檐翘角
的仿古建筑、花园式的居住环境……因
为邵阳武冈机场的建设，省级贫困村武
冈市原头堂乡（现并入迎春亭街道办事
处）荷塘村破茧成蝶。 村民们纷纷告别
穷山沟，搬进“金窝窝”，过上住洋楼、逛
公园的幸福生活。

在邵阳武冈机场征地拆迁中，邵阳
市坚持“群众利益至上”，以干部职工的
多吃苦换来征地群众的多受益， 实现建
机场与办民生实事同频共振。 号称“天下
第一难”的征地拆迁，在这里开展得顺风
顺水，并且创造出一系列奇迹：不到 20
天完成场内 2200多亩土地征收，整个征
迁过程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 没有
一名群众上访，没有一起补偿纠纷，集中
安置区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精准测绘 不畏艰难

测绘是邵阳武冈机场征地拆迁中
要攻克的第一座“堡垒”。 邵阳武冈机场
建设协调指挥部要求：测绘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百姓利益和机场建设， 要精准、
精准再精准。

机场海拔 460 米，是我省唯一建在
山上的机场。 场址耸立着大小山头 37
个，层峦叠嶂，山峰与山谷最高落差达
110余米。 并且，这里地形十分复杂，10
多年少有人走，山上怪石嶙峋、灌木丛
生、荆棘密布。

早已界址模糊不清的 2300 亩山
地，想要准确测绘出征地界线，谈何容
易？

在指挥部的安排下，武冈市国土资
源勘测院勇挑测绘重担，先后两次组织
精干力量挺进大山，开展测绘攻坚。

2013年 4月，该院派出 3 名最精干
人员， 由技术组长苏建军带队进场放
线。 他们攀危崖、钻荆棘，翻山越岭，花
了 3 天时间，完成了全线 12.3 公里 220
个点的放线工作。

同年 6 月，该院再次组织 6 支队伍
出征，会同邵阳武冈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征拆部工作人员， 以及当地村干部、村
民一头扎进大山中， 进行土地分户测
绘。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老百姓利益，扫
除机场建设障碍， 他们把工作做实、做
细。当村民对测绘有争议时，测一次不行
就测两次， 测两次不行就测三次。 烈日
下，大雨里，他们任劳任怨，直到百姓满
意。

在一个不到 300 亩的山窝窝里，因
为涉及到的村、户、人太多，测绘人员用
了 3天时间，不厌其烦在上面划出 1000
多个不规则图块， 打界址点超过 6000
个。

其间，顶烈日、驱蛇虫、战黄蜂成为
“家常便饭”，种种困难难以想象。分户测
绘时正是炎热的夏季，野外太阳异常毒
辣，测绘人员每天早上 7 时就赶到测绘
地点，天黑才下山。 为了防晒，他们个个
“全副武装”，草帽、防晒袖套一应俱全。
但还是不管用，没几天大家就被晒得黑
不溜秋。 2010年参加工作的张志刚，第
一次尝到在“骄阳似火”中长时间暴晒
的滋味， 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晚
上洗澡时背上一搓脱掉一层皮，火辣辣
的痛。 他还两次被黄蜂蜇过， 皮肤又痛
又肿又痒，十分难受。

化解矛盾 不留后患

邵阳武冈机场场内 2300 亩用地，
散布在 3 个乡镇、7 个行政村、45 个村
民小组和 1 个集体经济场、1 个集体林
场。 另外，需拆迁房屋 32 座、房屋基础
地 1 个， 拆迁 10KV 高压线路 3 公里，
迁移坟墓 335座。 因而，征拆任务重，牵
涉面广，难度大。

以前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岭，因为机
场的建设，一下变得“寸土寸金”。 在利
益面前，小到农户，大到村镇，矛盾一下

子涌现出来。
“在征收的场内用地中，有权属争

议的山林面积达 1900 亩。 征地现场定
界线时，动步就是矛盾，移杆（测绘）就
有纠纷。 ”回忆起征地的难度，邵阳武冈
机场建设有限公司征拆部部长万涌直
皱眉头。

如何妥善处理好山林权属争议，把
征地拆迁这个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
工程，成为摆在邵阳武冈机场建设协调
指挥部面前的一个迫切而又重大的问
题。

指挥部做足功夫，从法制、调纠、国
土、司法、林业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
组成矛盾调处工作组，引导群众依法维
护合理诉求；同时，实行乡镇班子成员
包村、乡镇其他干部包组、村组党员干
部包户的责任分解制，每件矛盾纠纷都
有专人负责，“一个钉子一个眼”地逐一
化解。

在此基础上，指挥部还创新工作思
路、优化工作举措，以“诚”的态度、“细”
的流程、“快”的反应，把工作做到群众
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
小矛盾不出现场，大矛盾不过当天。

功到自然成。 一起起矛盾迎刃而
解。

原头堂乡永兴 1 组和湾头桥镇龙
岩村 6组、9组的土地矛盾错综复杂。三
方对场址内 100 多亩山林划界争执不
清，准备大干一场。

为化解这起矛盾，万涌安排专人去
档案馆翻查了一整天， 终于找到一份
1990年的国土勘查原始资料，弄清了山
林界线。 三方心服口服，化干戈为玉帛。

万涌告诉笔者，这种村组之间的土
地山林权属纠纷，经妥善调处登记在案
的就有 140多个。

矛盾调处中，许多党员干部奋战在
一线。 迎春亭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原头堂乡党委书记毛军，带领原头堂乡
党委、政府工作组一班人，通宵达旦组
织矛盾调解， 连续奋战了 120 个小时。
累了到椅子上躺几个小时，饿了泡包方
便面填填肚子， 病了买点药吃了接着
干。 在他们的努力下， 机场建设所涉 4
个村的矛盾纠纷全部得到妥善解决，赢
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许。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 日，只用短
短 20 天， 邵阳武冈机场完成了项目征
地工作。 最高峰时，有近千人在现场确
权指界， 但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
也没有一人上访。

力促和谐 不亏百姓

在征地拆迁中， 大到一栋房屋，小
到一口水井、一棵树，邵阳武冈机场建
设协调指挥部征地拆迁人员都进行认
真登记，仔细核查，坚持一把尺子量到
底，确保征地拆迁公平公正，不亏老百
姓。

同时， 他们严格管好自己的嘴和
手，坚持不抽老百姓一根烟，不喝老百
姓一瓶水，不吃老百姓一餐饭。 就连分
户测量、矛盾调处阶段的中餐，都是聘
请荷花村村民温雪玉做好，再用两个箩
筐挑到山上。 测量到哪，矛盾调处到哪，
就吃在哪。 树上的毛虫掉落到饭碗是常
有的事情。

“这样的征地拆迁公开透明、公平
公正，所以村里人都积极配合。”采访中，
原头堂乡龙岩村 9 组阳军说出了村民
们的心声。

阳军从小丧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
命。 而立之年，终身大事还无着落，让母
亲操碎了心。 邵阳武冈机场建设启动
后，阳军拿到了足额征地补偿款，第一
时间盖起了小洋楼。 2016 年经人介绍，
娶回一个勤快的媳妇。 现在一家人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和谐征拆赢得村民们的支持和配
合。 他们愉快接受测绘丈量结果、积极
签订协议， 以实际行动支持机场建设，
踏上与武冈机场共同发展的道路。

按照“安置并重”的原则，在征地拆
迁工作紧锣密鼓开展的同时，安置补偿
也紧随其后，以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

“群众就
是我们的亲人，再
难， 也要把群众安置
好。 ”原邵阳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 现任武冈机场建设协
调指挥部指挥长王长忠说。

机场拆迁集中在原头堂乡荷塘村 2
组和湾头桥镇六岭村罗家岭，这两处共
有拆迁户 67户。 根据拆迁户的意愿，指
挥部采取了集中迁建安置和分散迁建
安置相结合的方法，对荷塘村和六岭村
的 28户拆迁户进行集中安置。

集中安置，在武冈的大型项目建设
中还是首次。 指挥部在交通便利的机场
连接线上、紧邻都梁文化街的地方规划
集中安置点。 指挥部负责户型设计、“三
通一平” 及房屋基础串梁建设。 荷塘村
的集中安置还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统
一，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拆
迁群众的生活质量。

今年 53 岁的荷塘村 2 组村民朱远
伟，在机场建设项目拆迁中家里拆除了
两栋房子。 今年 5 月集中安置房建成，
他家第一个搬进三层楼的新家，并在新
家办起了机场连接线上的第一家快餐
店。 目前，虽然人流量还不大，但快餐店
生意兴隆，每天能赚 100多元。

“以前我们这个小山村交通不便，
‘看到屋，走到哭’，老百姓住的都是老旧
木屋和土砖房。 机场建设后， 村里的水
泥路修通了， 去年一年就新建了 22 栋
小洋楼。 ” 看到机场建设给村里带来的
变化，原头堂乡龙岩村老支书阳柱生是
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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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的机场全景 申兴刚 摄

机场前坪 刘凡 摄

邵阳市主要领导调度机场建设。

密林中征地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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