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90年，29岁的王湘丽来到长沙黄花机场做工程档案管理工
作，后来成为湖南省机场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工办档案组主管。

在王湘丽管理的档案里，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长沙
黄花机场的建设与改造从未停止过。

1992年，停机坪扩建；1996年，新建安全检查办公楼；1997年
新建仓库、南航停机坪……

到1996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达178万人次，而1989年建设
的航站楼年旅客吞吐设计能力仅70万人次。

第二代候机楼的建设迫在眉睫。
新航站楼于1998年9月正式动工。2000年8月，投资4.04亿元、

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的长沙黄花机场第二代T1航站楼完工。
随后，第一代航站楼被拆除。王湘丽赶在第一代航站楼被拆除

前， 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那是当时艰苦条件下创造的最优质的
工程，是无数建设者忘我奉献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作为中部地区成长最快的航空港，长沙黄花机场
的建设加速推进。

2006年7月，机场飞行区项目开工建设，将跑道由2600米延伸
到3200米，远距离越洋飞行航线不再受到限制。

2009年6月，第三代新航站楼破土动工。两年后，这座21.2万平
方米的T2航站楼雄踞机场，将航站楼面积整整扩大了8倍。

回忆长沙黄花机场扩建的历程， 有一个人的名字频频被大家
提起。他就是湖南省机场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总工程师
宫永龙。2008年，他在体检后被告知，肺部有恶性肿瘤。之后的5年
里，宫永龙带着图纸去化疗，躺在床上电话指导施工，将一张张设
计图纸变成了现实。

2012年12月，机场飞行区东扩工程开工建设，次年12月，二跑
道工程开工建设。

为避免对机场正常飞行造成影响，多年来，机场扩建工程都采
用不停航施工。凌晨2时到6时的作业高峰期，上千名工人坚守在工
地，停机坪上没有了飞机呼啸，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轰鸣。多年不
停航建设，完成了业界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7年3月30日，黄花机场迈入“双跑道运行”时代，能接待空
客A380这样的“巨无霸”飞机。

2018年5月， 阔别7年之久的T1航站楼经改造后再度投入运
营， 机场进入双航站楼时代。10月，T2国际指廊技改后投入运营。
这年，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500多万人次。

如今，T3航站楼和第三跑道也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根据规
划， 到2030年，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将建设成为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6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75万吨的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

7月30日，T2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候机厅，登机服务室的徐文静
正在现场服务，不时有旅客向她问讯，她一一微笑作答。

在她身后，是阳光灿烂的停机坪，停满了即将起航的飞机。

� � � � 1989年8月29日，长沙黄花机场开航那天，汤芳
在现场做引导服务。新建航站楼外墙雪白，空旷的跑
道，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美丽。机场四周的山头上
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汤芳心里有压抑不住的荣耀感。

下午5时， 一架波音757大型客机准时降落机
场。人群激动，争睹“大飞机”。“以前见到的都是小
型客机，波音757大型客机降落时，在现场感觉真
的超级大。”汤芳说。

据《湖南日报》报道，时任省长陈邦柱在首航典
礼讲话中说， 黄花机场的通航， 对促进我省对外开
放、沟通国际间交往、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促进
旅游等许多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航仪式结束后， 波音飞机载着嘉宾在长沙上
空盘旋了两圈。姚建军就是其中一员，在高空俯瞰大
家建设的机场和秀丽的长沙风光，心情无比激动。

“晚上9时许，一架波音757飞机载着200余名乘

客，冲天而起，向广州方向飞去。”这是1989年8月30
日《湖南日报》头版的报道。报道说，长沙黄花机场是
我省第一个国家一级机场， 它的建成结束了我省只
能停小型飞机的历史；与此同时，经由我省开出的航
线，将由10条逐步增加到23条。

随后， 民航湖南省局机关及所属单位正式迁入
长沙黄花机场。从8月31日开始，经由我省的所有民
航班机都在黄花机场起降。

1989年建成的长沙黄花机场， 主要建筑和设施
包括2600米的跑道、建筑面积6658平方米的航站楼，
以及航管楼、油库、气象雷达站、机库等。

第一代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70万人次，包
括国际候机口在内，机场设有5个登机口，通往的城
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1989年当年旅客吞
吐量6万人次。

仅仅一年后，机场旅客吞吐量就激增到27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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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湖南机场建设指挥部飞行区工程部
电气工程师 张德清

1982年，我18岁，家人打听到大托铺机场招工，我
就跑过去考试，跟高考一样，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
等，几百人应考，只要18个人，我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

进入机场后， 开始我被分到后勤服务部门， 烧锅
炉、做冰棒等。我当时还是个小青年，对什么都好奇，跟
随洒农药的运-五训练飞机出去飞了一圈。飞机像手扶
拖拉机一样响，一圈下来耳朵都快要聋了。

1983年，我第一次真正坐飞机出门，非常兴奋。
坐的是安-24，从长沙飞武汉，票价18元，员工半价9
元。邻座是一个外国男孩，帽子上戴满了徽章，他想
用自己的徽章换我的工作人员徽章，我很不好意思，
又不会说外语，只朝他摆手表示不行。这个徽章很珍
贵，可不是装饰用的。

后来我通过学习成为一名电工。1988年，我到了长
沙黄花机场项目建设工程指挥部， 负责机场的灯光建
设。机场通航那天，每一盏灯都让我觉得自豪。

机场航班越来越多， 各航空公司经停黄花机场
的航班更多地使用中大型飞机， 对助航灯设备设施
要求越来越高。

2008年机场助航灯光改造，我成为建设主力。工
程要求在不停航的条件下作业，难度较大，每天都是
凌晨两三点等航班结束以后才能进场施工，早上5点
就要收拾清理准备退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程
2008年8月开工，次年3月就顺利竣工。

今年，为了迎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充分展现
湖南窗口形象， 黄花机场又进行了夜景照明升级改
造。

每当夜幕降临， 繁忙的黄花机场便笼罩在七彩
的光影中，实在太美了。 （周月桂 整理）

■链接

湖南省民用机场一览
1.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989年8月29日通航，为4E级民用国

际机场。目前，通航国内外145个机场，国际航线连接20个国家和2
个地区的42个机场，长沙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通往东南亚国家
航线最多 、 航班密度最大的城市 。2018年 ， 完成旅客吞吐量
2526.6万人次。

2.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1994年8月18日通航，飞行区等级为
4D。地处世界知名旅游胜地张家界，是国内著名旅游机场、湖南省第
二家国际机场、武陵山区唯一的国际航空口岸，在湖南省旅游产业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张家界机场航线共计44条，通航城市43
个。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

3.常德桃花源机场，始建于1958年，1965年开通常德至长沙客
货航班，历经1986年、1993年、2009年3次扩建。目前等级为4D级机
场。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72.6万人次。

4.永州零陵机场，2001年4月30日通航，飞行区等级为4C。
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25.03万人次。

5.怀化芷江机场，2005年12月19日复航，为国内4C级军民合用
机场。始建于1934年，是抗战时远东第二大战略机场，因抗战时陈纳德
将军“飞虎队”进驻闻名中外，因中日双方在此举行的“洽降会议”而举
世瞩目。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49.8万人次。

6.衡阳南岳机场，2014年12月23日通航，飞行区等级为4C。
在飞航空公司11家，航线共计16条，通航城市达到29个。2018年，
完成旅客吞吐量81.6万人次。

7.邵阳武冈机场，2017年6月通航，飞行区等级为4C。武冈机场是
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项目。通航后仅半年时间实现旅
客吞吐量8.2万人次，2018年旅客吞吐量为46.9万人次。

8.岳阳三荷机场，2018年12月26日通航，飞行区等级为4C。
从开航初期仅1条航线发展到目前16条航线。 截至2019年7月30
日，旅客吞吐量突破32.3万人次。

（张移珍 整理）

� � � � 长沙南郊湘江边，一片高楼林立中，大托铺机场
栖身于一片相对空旷的平地上，而城市在机场外围蓬
勃生长。

这里，曾是长沙黄花机场的前身。大托铺机场属
军民合用机场，长沙民航于1957至1989年进驻大托铺
机场。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王湘丽，在大托铺机场长
大、在长沙黄花机场退休，她见证了长沙黄花机场的
前世今生。

7月30日， 她和朋友想看看原来大托铺机场的民
航老航站楼，才发现不久前已经被拆除。

王湘丽记得从前那个航站楼很小，候机厅就像一个
大客厅，里面有藤椅、茶几、烟灰缸，沙发上覆盖着米白
色的钩花布。

机场里飞得最多的是苏制安-24飞机、 伊尔-18
飞机。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作为机场子弟，王湘丽在
机场实习，就是在伊尔-18飞机上做空姐。这是一种螺
旋桨式飞机，飞行时颠簸很大。值乘时，她小心翼翼地
托着盘子给乘客送水，也给每个人送去一只呕吐袋。

湖南民航当时还有一大重要任务，就是直接为经济
建设服务。大托铺机场还承担着农田除草施肥、防治病
虫害、遥感探矿等多种飞行作业任务。

改革的春风，为湖南的民航事业带来了活力。1985
年起，大托铺机场有了自己的始发航班。

就在这个时期，高中毕业的汤芳招工到了大托铺
机场，成为候机室客运员。汤芳回忆，当时乘机的条件
很苛刻，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每天只有几架飞机起降，
每架飞机都是30多名旅客。

此时，湖南的经济、文化都在蓬勃发展。大托铺机场
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制约了民航客货运输的进一步发
展。机场周边已逐步城市化，居民点稠密，无扩建余地。

据《湖南民航志》记载，早在上世纪60年代，民航
湖南省局就在长沙东郊黄花乡附近为新建机场选址。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实现。

1984年，新建长沙黄花机场报告，得到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复。机场最终选址在当时的长沙县黄花乡。

� � � � 1986年春天， 长沙市建设银行女职工姚建军，接
到一个新任务，进驻国家重点工程长沙黄花机场项目
建设工程指挥部，负责工程投资管理。

“大大小小几十个山包和水塘，荒山野岭，杂草丛
生。”这是姚建军第一次看到机场地址的印象。

当年6月，长沙黄花机场工程正式开工，数千建设
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

到1987年7月，难度大、要求高的挖填土石方工
程基本结束。据1987年7月14日的《湖南日报》报道，
为加快黄花机场建设，承担工程施工的铁道部第十
二工程局500多名职工，抢晴天，战雨天，每天平均
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仅用140多个可施工日，就
拔掉24座山头，填平39口水塘，共计完成土石方430
多万立方米。

黄花机场公路施工由当时的省路桥公司道路五公
司（现湖南交水建集团旗下企业）承担。1987年2月，正当
壮年的道路五公司经理罗建华，率领精兵强将，在进场
公路边安营扎寨，誓言：“公路不修通，我就不回家。”那
一年雨多，耽误了不少工期，雨季过后是高温酷暑。

罗建华回忆，项目工程施工投入不足300万元，经
费相当紧张，但全体职工充满着为省会机场公路建设
作贡献的热情，加班加点，勇于奉献，施工季节采取每
日三班制，一人要工作两个班。那年除夕夜晚，罗建华
坚守工地抢工期，没有回家和妻子、孩子团聚。1988年
10月，机场公路顺利竣工。

附近的百姓都非常支持机场建设。 罗建华记得，
机场公路红线圈住了黄花乡黄垅村几户农民的房屋。
当他去找这些农民商量时， 他们没有提出更多要求，
默默地搬离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移珍 邓竹君 于佳乐

� � � � 7月30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高温酷暑中的天
空，蓝得明净通透，大朵白云在开阔的机场上方缓缓
移动。

巨大的飞机起起落落，带着人们的梦想在轰鸣声
中起飞。

高空之下，机场建筑气势恢弘，T1航站楼与T2航
站楼比翼齐飞。

作为湖南第一个大型民用一级机场，长沙黄花机
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 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
机场的建设凝聚了建设者的心血。

1989年8月29日，正式开航那天，机场周围的山头
上挤满了人，上千长沙人从市区来机场看“大飞机”。

从通航初期年旅客吞吐量几万人次，到现在的两
千多万人次，航线网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跑道从一
条到两条，航站楼从一代到三代，一直在成长的长沙
黄花机场，见证了湖南飞向蓝天、走向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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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资料图片)� �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兴建

� � � � 1999年7月29日， 建设中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 � � �长沙大托铺机场候机楼。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开航

7月25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机场每一盏灯都让我觉得自豪

� � � �“能够参加重点工程建设，是一种荣耀！”姚建
军说，工程建设实行军事化管理，白天晚上都不准
回家，所有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都跟班作业。那时
姚建军的孩子才几岁， 她为此只能放下孩子住在
工地， 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的晚上施工到凌晨一
两点， 大家打着手电筒在寒风瑟瑟里回到宿舍的
情景。

工程进行到后期， 所有大托铺机场员工全部投
入新机场搬迁准备工作中来。从1989年春天开始，汤

芳和同事们， 每天天不亮就坐班车从大托铺到黄花
乡，路程两小时，在新机场做清理、绿化工作，天黑才
回到大托铺。

看着机场一天天成型， 年轻人的心里也是快乐
明亮的。

工程提前3个月竣工。
“投资仅1.3亿多元，湖南建成了第一座大型民

用一级机场， 比外地同等规模的机场造价低得多。”
姚建军说。

■亲历者说

前身

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