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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36跨铁路桥：2020年，最青春

运梁、推送、起吊、落梁……2019 年 9 月 3
日8时10分，阳光正好，京广铁路长沙至岳阳段
已适时全线封锁，G536汨罗段跨铁路桥正式启
动了壮观的架梁工程。随着各技术人员定点就
位开始严密精准作业，30 分钟后，巨大的箱梁
从铁路一侧被稳稳送往对面桥台支座。

这座位于 G536 汨罗段上的跨铁路桥自
2018年7月启动建设，预计2021年农历新年前
后建成通车。其主桥全长467米，宽30米，双向
6车道，设计时速达80公里。

“它不仅是汨罗城区的第 4座跨铁路桥，也
是目前汨罗最大的一座上跨京广铁路桥，标志
着汨罗从此有了自己的‘二环线’。”汨罗市交通
运输局局长李德君笑着说。

G536 汨罗段，又名青春大道，全长 12.7 公
里，从东至西贯通 G107 和 G240，途经新市、归
义、古培、汨罗镇等 4 个镇 13 个行政村。它的
建成，象征着汨罗城区的范围，自罗城路得以
进一步向南扩充，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城区交通
压力，更拉伸了城市骨架，为城市后续发展预
留空间。

“路，蕴含着新机遇，也昭示着大发展。”李
德君说，“有了这座桥，拉通了这条路，汨罗的区
位优势进一步突显，必将促进全市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促使全市加速更高品质生态文化
活力汨罗的建设步伐。”

山塘路跨铁路桥：2019年，最喜悦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山塘路跨铁路桥正式
通车！”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山塘路跨铁路桥

通车仪式上，汨罗市委书记喻文宣布大桥通
车。汨罗城区有了第3条“东西大动脉”。

山塘路跨铁路桥投资 2 亿元，于 2017 年 8
月 2日启动建设，是城区继罗城桥、屈原桥之后
的第 3座跨铁路桥。从基桩落地，到拔地而起，
共历时14个月。

“整座桥包括主桥在内长度为530米，宽20
米。”负责承建的长沙铁建项目副经理张平风介
绍，大桥设计双向4车道，其中车行道宽18米。作
为城市主干路，大桥设计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

自规划之初，山塘路跨铁路桥承担的便是
缓解城区巨大交通压力的责任，完全可以说“任
重道远”。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这座桥就是民心所
向，改善市内交通堵塞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心里
感到特别高兴，一大早就不怕冷，带着孙子到这
里来。”通车当天，附近老肉联厂职工胡全意特
意带着小孙女一早来感受大桥的通畅，他用“特
别开心、特别高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

“大桥改变了城市的格局，以后我们出门，
不用再绕行非常容易堵塞的屈原桥，实在是太
方便了。这样做实事的市委市政府，我们非常
拥护！”家住车站北路港鑫华庭的老汨罗市民余
建平同样喜形于色。

山塘路跨铁路桥全面拉通了山塘路、前进
路，连接劳动路、车站路等路段，既缓解交通压
力，拓展城市空间格局，又有效改善沿线居民出
行环境，使区间往返交通更加顺畅，为“生态文
化活力汨罗”建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城路跨铁路桥：1987年，最久远

如果时光回溯 32年，人们可以看到汨罗城

区在京广复线上的第一座跨铁路桥——罗城桥
开始修建的全部过程。这是一座存在于汨罗人
民记忆里最为久远，却时至今日，依旧在汨罗城
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限作用的大桥。

1987 年，彼时汨罗建县已 21 年，只见城区
绿树成荫，商业繁华，高楼鳞次栉比，有汨罗汽
车站、龙昉商场、物资大楼、汨茂大楼、国商宾
馆、百货商场、广播大楼等沿街星布期间，可谓
人烟聚集、百业俱全，一座新型城市巍然矗立。

然而，遗憾的是，受京广复线的天然阻隔，
从湘阴、营田往返汨罗的物资运输十分困难，汨
罗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路虽远行则将至。1987 年 3 月 7 日，在当
时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下，由长沙铁路分局、省
公路局、岳阳养护总段以及汨罗四家集资，以火
车站专用货场出场的道路罗城路为基础，破土
动工修建罗城桥。

9 个月后，这座耗资 103 万元、50 米长、20
米宽的东西大动脉正式通车，实现了真正的“一
桥飞架，‘天堑’变通途”，汨罗城市发展终于走
上了快车道。

建设路跨铁路桥（屈原桥）：1990年，最便民

如果问汨罗市民对哪座跨铁路桥印象最
深，那答案将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屈原桥。它位
于城区最核心道路——建设路，它的人流量和
车流量，无桥可及。

让我们悄悄接近上世纪 90年代。那时候，
已经发展起来的汨罗城区，由京广线分为城东和
城西。城东以建设路为中心向劳动路、高泉路发
散，市场繁华，城西的人口密集带则主要集中在
铁路西侧的老街、市第一中学及盐业公司等。

在1991年整理的《汨罗城乡建设史》上，如此
记载着当时城区的交通状况：“京广复线平均每五
分钟有一次列车通过，又是交通要道，来往甚多，
尤其上下班更为拥挤，因抢道而被火车撞死人的
现象不断发生。群众要求建桥，十分强烈。”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在城区再修建一座
跨铁路的桥梁，连贯东西，既能保障市民的出行
安全，又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这个“修桥大计”
因此早早进入了当时县委、县政府的计划之中。

史料记载，1987 年，汨罗县政府即已筹备
建桥，限于经费问题迟迟未能动工。1989 年，
市政府成立“道口立交桥建桥指挥部”，倡议群
众集资，各机关单位、企事业厂矿部门和居民踊
跃捐款，共募集资金 200 万元。到 1990 年，市
领导又通过其他途径共募得资金400万元。就
这样，屈原大桥得以开工建设。“大部分都是市
领导‘化缘’而来，但产生的效益不止4000万、4
亿。”时任汨罗市市委书记彭亮根回忆道。

1990年底，建设路跨铁路桥——屈原大桥
主体工程顺利竣工。这座轻型梁桥，宽18.5米，
长 312 米，比罗城桥足足长了 200 多米。“政府
都是在比较大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修了桥）实

实在在方便了群众，不仅是人过自如，群众自己
买的汽车、拖拉机也有路走了。”彭亮根生前回
忆道。

“桥梁为钢混结构，是汨罗市首次大型建
筑，是建设路向西延伸至八十托水库的枢纽工
程。建成以后，将老街与新街连成一片，使被铁
路分割的城西区变为通途，极大地改变了城区
的交通状况，也是市区的一大景观。”《汨罗城乡
建设史》上记载。

不仅如此，再往后看，屈原桥的修建是极其
成功的。正是基于这第二条东西大动脉的打
通，1992 年，汨罗在城西建立罗城经济开发
区。至 1996 年，到开发区投资兴业者已达 500
余户，总投资达 2 亿元，区内更建成 9 条城主干
道、2条商业街和3个居民新村。

白驹过隙，历史的车轮已驶入新的时代。
如今再看汨罗西片区，商铺林立、生机勃勃、三
次产业共生演进，崭新的新火车站、汽车总站客
运车流繁忙，秀丽的屈子生态湿地公园风景怡
人，俨然已成为城区“绿肺”，城市更具魅力。

一座桥，就是一个民心工程。它互联互通
的，从来不只是城市东西两片，更连接着党和政
府的执政初心和汨罗人民的美好向往。改革开
放 40年，除了这 4座跨铁路桥，还有红花大桥、
汨罗江大桥等更多克服种种困难、历经重重磨
难最终拔地而起的大桥，正承载着汨罗通向更
加崭新的明天。

天问九章 浩荡歌

高端定蓝图

时光倒回到2016年以前。东洞庭湖上，货
运、采砂业可谓乱象丛生。特别是浮吊行业，存
在着无证经营、野蛮作业、事故频发、恶性竞争、
偷税漏税等乱象，一片污瘴。

2016年9月18日，时任湖南省省长杜家毫
在岳阳考察“一湖四水”工作时，看到岳阳楼前
洞庭湖面上“千帆竞发”，挖砂船、浮吊船塞满了
航道，当即要求岳阳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整治。

9 月 19 日，岳阳市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洞
庭湖综合整治领导小组。10月24日，岳阳市政
府发布《关于整治和规范市中心城区沿洞庭湖
水域浮吊船舶作业秩序的通告》，要求淘汰落后
浮吊船舶，规范过驳产业。

如何整治？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引
进战略投资者，将水域经营权拍卖，这样见效快、
最省事；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对浮吊从业者置
之不管，要设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市政府指
示市地方海事局：“岳阳的事岳阳人自己办，要引
导浮吊行业进行内部整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去产能、优结构，走规范发展之路。”

由谁来牵头整合？整治牵头单位岳阳市地
方海事局主要领导想到了能力强、作风硬的业
界代表刘习宜和李际应。

市领导跟刘习宜和李际应谈话时，明确表
示，要资金，没有；要人，由他自己组合，市里只
能从政策上予以倾斜。

干好了，是有利民生有利洞庭湖浮吊行业
有序发展的好事；干砸了，对不起领导的信任。

怎么办？在湖南航运物流业摸爬滚打多年、在
业界有广泛影响的刘习宜和李际应二人当即表
态：“不负重托，全力以赴！”

斩麻用“快刀”

岳阳中心城区沿洞庭湖浮吊行业当时是何
状况？“当时共有浮吊七八十条，有相当一部分
是无证的。”江南公司总经理李际应记忆犹新，
这些浮吊中，以个体经营为主，无证作业、偷税
漏税现象相当普遍，业主来自湖南、湖北、安徽
等5个省，关系错综复杂。

怎么整合？在岳阳市政府和海事等部门的
支持下，李际应等召集浮吊业主代表开会研究，
全体浮吊业主自愿签订了《浮吊合作承诺书》。
要想整治顺利，就要服众。首先应该做的就是
对现有浮吊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估。筹备组聘请
岳阳市外的评估机构评估，按照评估结果确定
去留。根据“去产能”的要求，最终只能保留 36
条浮吊。

“这真是逼上梁山之举，规范洞庭湖浮吊、过
驳业秩序容不得半点犹豫。”李际应告诉笔者。

除了保留的 36 条浮吊外，其余浮吊怎么
办？“我们设计了多条路径，实行自愿选择，去产
能的浮吊业主既可以入股成为公司股东，也可
以按评估价拿钱走人（由股东出资），对无证无
照的我们还提供油费，送他们离开。”李际应说，
处理这种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事，不能霸蛮，得
公平公正、有礼有节。

从原有的七八十条浮吊鱼龙混杂，到留下

36条浮吊，期间没有出现大小纠纷，这让岳阳市
政府领导和筹备工作人员看到了公平办事、相
互体谅的力量。

2017年4月28日，岳阳江南物流有限公司
正式揭牌营业，它标志着洞庭湖浮吊整治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整饬展新貌

江南公司的成立，只是走完了岳阳洞庭湖
浮吊行业整治的第一步。如何规范管理、健康
发展，才是公司是能否立足、真正让社会满意的
关键所在。

当初为什么要整治？无序的恶性竞争，对
洞庭湖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根源。岳阳市委市政
府要求江南公司走规范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江南公司成立之初就提出并实施“环保立
企、质量兴企”的发展战略，从机制上改变了以

往以牺牲“环保、安全和作业质量”为代价的无
序竞争。

首先从环保下手。“如果伤了洞庭湖，就什
么事都做不了。”公司管理层很明白，守护一湖
碧水是省、市领导对江南公司的重托，更是自己
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控制浮吊过驳时产生的扬尘，江南公
司引入了智能雾炮机；为了控制货物撒漏，公司
独创研制并装配了新型专用挡料板，改造加长
了18条浮吊甲板；为了防止作业区甲板雨水直
流湖中，公司在浮吊甲板上加装围堰，设置沉水
箱；公司还下大力气淘汰老旧浮吊和落后产
能。两年多来，公司累计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超
1000万元。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该公司着力强化管理，
对环保设施设专人操作，建立严格的考核与奖
罚机制；与专业环保公司签订协议，实现了浮吊

甲板雨水、残油污水和生活垃圾的集中回收和
处理，基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为了解决浮吊作业中柴油发电造成的污染
问题，江南公司响应国家长江办和交通运输部
等六部委关于推进岸电应用的通知要求，积极
寻求上级和电力部门的支持。在 2019年 11月
19日由副省长陈飞主持召开的湖南省港口岸电
替代示范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将岳阳锚地浮
吊岸电替代改造项目列为 2019 年全省示范项
目，要求该项目必须在 2020 年完成。12 月 18
日，岳阳市政府副市长杨昆主持召开项目调度
会，要求加快项目建设，并明确了推进项目的时
间节点。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碳8995吨，实现节能减排双赢。

公司成立之前，水上货物被盗事件屡见不
鲜。据不完全统计，过去每年被盗货物超过 3
万吨，货值 1500 万元。为了维护货主利益，防
止偷盗货物现象发生，江南公司投资320万元，
对每条浮吊实行可视化信息化监控和管理，杜
绝了货物被盗现象。过境岳阳的货主们纷纷
说，货物进了岳阳、进了“江南”就进了保险箱。

高瞻立行标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
业做产品。

目前，我国还没有水水中转（过驳）的国家和
行业标准。江南公司决策、管理层深信，提升企
业标准化水平和质量，才能实现企业行稳致远、
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正瞄准行业一流企业的目
标，决心“以最高标准打造全国浮吊过驳行业环
保标杆企业”，着手制订浮吊过驳技术企业标准。

2019 年 8 月，江南公司与省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院签订协议，就课题研究和立标申请开展
合作。11月，公司“大宗散货水上中转环境保护
技术标准”项目已获省交通运输厅批准立项，预
计 2020 年上半年将向省标准化委员会申报湖
南省地方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申报成为
全国行业标准。

管理上的规范和持续追求卓越，也带来了
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江南公司成立两年多
来，已上交税收 2000 多万元，更是有效改善了
岳阳市洞庭湖水域的营商环境。

“江南公司的成长历程，既是市委市政府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
也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实体经济振兴的决心和力度！”江南人始终心怀
感恩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

如今，在扁山至三江口12.4公里的水域上，
航道通畅，百舸争流，江南公司的 36 条浮吊船
舶整齐排列。南来北往的大船满载着煤炭、铁
矿石，经过长江干流水道运输到此靠泊后，正通
过浮吊船舶中转过驳到多艘小船上，再通过湘
资沅澧运往省内各大电厂、钢铁厂……

张 为 亚 平

建筑常常充当历史的舞台，往事已非而足迹犹存。自汨罗建县以来，一座簇

新的县城由荒凉的高泉山而起，一切建筑从无到有，见证了城市兴起的全部过

程。尤其4座位于京广复线上、横贯城区东西的跨铁路桥，修建前后相距32年，

更是最好的发展写照。

山塘路跨铁路桥。 胡清 摄

洞庭清波载百舸
——岳阳洞庭湖浮吊整治、行业规范发展走笔

亚 平 金 辉

绣幕香温生暮寒，淡烟漠漠水漫漫。仲冬时节，笔者立于岳

阳巴陵广场，极目洞庭，虽是枯水季节，南来北往的船只轻斩碧

波序然前行。同行的岳阳江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

司”）董事长刘习宜慨叹道：“从扁山至三江口 12.4公里水域，是

岳阳境内洞庭湖航运的黄金水道，能有今天这样井然的航序，得

益于湖南省委省政府、岳阳市委市政府对岳阳市中心城区沿洞

庭湖水域的大力整治，得益于政府引导的对浮吊行业的整治和

规范管理。”

刘习宜为何会有如此感慨？因为这里也见证着他和江南公

司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涅槃之旅。

浮吊定点停放、整齐排列。 刘奇才 摄

浮吊正在吊装作业。 刘奇才 摄

——“桥”见汨罗变化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