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湘西隽永秀美的崇山峻岭间，一座犹如彩虹般的“天桥”，凌空飞架于矮寨大峡谷之上。薄雾缥缈中，
群山环抱间，深红色的桥身耀眼夺目，似一首印在大地的诗，又像一条攀上天际的虹———

矮寨大桥：一跨惊天地 天堑变通途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8月12日，记者驱车从吉首市出发，沿吉
茶高速公路西行约20公里，就邂逅了这座惊
艳世界的“天桥”———矮寨大桥。

仅用了1分钟，便轻松跨越矮寨大峡谷。
而大桥下方，就是有着“公路奇观”之称

的矮寨盘山公路。 虽然这段公路只有6.25公
里长，但异常崎岖险峻，胆战心惊中，开车要
半个多小时才能通过。

一桥飞架东西， 天堑变通途。2012年3
月，矮寨大桥建成通车，国家8条西部高速公
路大通道之一的湘渝高速全线贯通。 以前从
长沙开车到重庆，全程需要16个小时，自此仅
需8小时。

如今，矮寨大桥日均车流量在7000台以
上。

�1 �跨越大峡谷，悬索桥成为
最佳方案

在世人心中， 湘西是个美丽而又神秘的
地方，但它的交通状况却让人无奈和愁困。

《湖南省志·交通志》记载：“湘西地区，武
陵山脉与雪峰山脉呈弧形复背状绵亘于境，
千山万壑，群峰壁立，险峻崎岖，羊肠土路，绕
溪越岭，时上时下，回绝人寰，登涉艰难……”

1936年9月， 湘西第一条公路———湘川
公路全线竣工通车。 湘川公路中段横贯湘西
全境，路面在崇山峻岭中盘旋俯仰，其惊险程
度，超出人们想象。

其中一段离吉首不远，被称为“矮寨公路
奇观”， 这条盘山而上的公路仅长6.25公里，
却修筑于水平距离不足100米、 垂直高度达
440米、坡度大小在70至90度的大山斜面上。
特定的空间迫使公路左右回旋，转折13道锐
角急弯，形成26截几乎平行、上下重叠的路
面，就像一道陡峭的天梯。

史料记载，修筑这段6.25公里的公路，当
年2000多位民工栉风沐雨奋战了整整7个
月，200多人长眠于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抗日战争中，这条公路作为衔接粤汉、湘桂
铁路通向西南大后方的唯一通道， 承担了重
要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车流量日益增大，矮
寨盘山公路经常堵车，有时一堵就是大半天。

为加强与重庆等西部省市的联系， 改变
湘西落后的交通状况，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
修建吉茶高速公路。

“矮寨大峡谷是吉茶高速公路的必经之
地，如何跨越天堑，成为当时的焦点与难点。”
矮寨大桥设计团队主设计人员、 湖南省交通
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桥梁院总工程师刘
榕介绍，2004年起， 由时任湖南省交通规划
勘察设计院副院长胡建华领衔的20多位桥
梁设计师，就开始踏勘、设计。

面对矮寨大峡谷高差达500米的悬崖峭
壁，设计师们曾一度陷入迷惘。修隧道还是架
桥？

“该区域地质条件异常复杂，岩溶现象高
度发育，大规模的溶洞、漏斗、天坑、暗河密
布，隧道方案一个又一个提出，但一个个又被
否决。”刘榕回忆，经过反复探索对比后，特大
悬索桥飞跨矮寨大峡谷的设想逐渐占据上
风，悬索桥方案比起隧道，优势明显。

设计团队跋山涉水， 在跨峡谷地段周边
几公里的范围选了7个桥位、8个线位， 通过
充分比选及对复杂地质情况的综合考虑，历
经近4年的艰苦设计， 才最终确定了大桥与
自然和谐相融的方案。

悬索桥方案成为最终选择。2007年10月
28日，吉茶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矮寨大
桥破土动工， 大桥为特大型钢桁加劲梁悬索
桥，全长1073.65米，悬索桥的主跨为1176米。

�2 �挑战世界级难题，用智慧
和汗水创造奇迹

在悬崖峭壁间横跨起一座桥梁，设计难，
修建起来更难。

矮寨大桥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张永健介
绍，由于湘西矮寨地处云贵高原山脉断层处，
山高坡陡， 地势险峭， 矮寨大桥需要跨越
1000多米的大峡谷，桥面距离峡谷底部高度
达355米， 施工难度在国际建桥史上十分罕
见。 大桥建设者一开始就与世界级难题狭路
相逢———

地形险要，桥面到峡谷底高差达355米，
两岸索塔位置距悬崖边缘仅70至100米。

地质复杂，索塔处存在岩堆、岩溶、裂隙
和危岩体等不良地质现象。 仅在吉首岸索塔
基坑附近就发现大小溶洞18个，其中最大的
溶洞体积近万立方米。

气象多变， 峡谷多雾， 瞬间最大风速为
31.9米每秒，严重影响施工测量和主缆架设。

吊装难，主缆及钢桁梁在300至400米高
空架设，单件吊装最大重量达120吨。

运输难，土建工程运量大，仅钢材、水泥、
砂石等材料运输总量就达18万吨。

……
承担施工任务的湖南路桥集团， 曾被交

通运输部授予“中国桥梁十大英雄团队”，先
后承建了7座长江大桥。但“路桥湘军”面对矮
寨大桥，也不敢掉以轻心，集中了全集团的技
术优势兵力支援项目部， 由集团副总经理盛
希出任项目部经理。

“面对这么多世界级难题，当时我们脑袋
也是一片空白，一到那里，水电没通，手机信
号也没有，不知从何下手。”湖南路桥集团矮
寨大桥项目生产部经理梁先勇介绍， 作为先
遣队，他们2007年9月到达时，施工便道还没
通，从矮寨镇爬到工地，需要1个多小时，“米、
菜、水都用背篓背上去，项目的地形测量、临
建规划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

两个月后，施工便道修通，“先遣队”才结
束每天爬山的日子。

“最难忘的是2008年那场冰灾，冰雪让
工地交通彻底中断，山上断水断电，没有水就
把雪融化成水做饭吃。”湖南路桥集团矮寨大
桥项目部吉首岸工区长苏巧江回忆，“房间阴
冷潮湿，冷得像冰窖，但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看守炸药库的老党员贺建德最让我感
动，当时大雪封山，没水没电，连只狗都没有，
那真的是孤苦伶仃！但50多岁的老贺硬是一
个人在远离项目部几公里的炸药库坚持下
来。”说起10多年前的事，苏巧江感觉就在昨
天，“矮寨大桥可能是我一辈子干得最苦最难
也最难忘的项目。”

面对艰难险阻，大桥建设者用“吃得苦、
霸得蛮”的精神与不服输的血性，勇敢地挑战

“天险”，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奇迹。
2008年至2009年， 大桥两岸索塔搭

建 ；2010年 3月， 进入主索缆施工阶段 ；
2011年4月， 大桥钢桁梁架设启动；2011年
8月，大桥钢桁梁全桥合龙；2011年12月，大
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2012年3月31日，大
桥正式通车。

今年6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对矮寨
大桥进行竣工验收质量复测和鉴定， 工程质
量评分98.03分，等级为优良。

�3 �四项世界第一，创新绘就
惊世一笔

矮寨大桥横跨的大峡谷风景秀丽， 修建

大桥难免对环境造成影响。 既要修桥又不想
破坏自然风光，怎么办？

为解决这一难题， 设计者突破传统的塔
和梁相连的建设理念， 创新性地将加劲梁与
索塔分离，路从塔下面的隧道过，索塔立在隧
道顶上。

“通过塔梁分离式结构的应用，减少山
体开挖量达67万立方米。有效降低了两岸路
线高度，大幅度降低了跨两岸山谷的桥梁规
模，不仅节省了投资，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做到了结构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矮寨
大桥设计团队的主设计人员、湖南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桥梁院总工程师刘
榕介绍。

矮寨大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塔梁分离
式悬索桥，这也为未来山区悬索桥的建设提
供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全新桥型设计模式。

矮寨大桥主跨1176米，桥面离谷底355
米，两岸悬崖峭立，施工场地极其狭小，运
输条件极其困难， 常规方法均有很大的局
限性，该桥主梁架设成为一项技术难题。湖
南路桥的建设者自主研发了“轨索滑移法”
架设新技术。

湖南路桥矮寨大桥项目部吉首岸工区长
苏巧江介绍， 利用悬索桥的永久结构———主
缆和吊索,作为承重及传力结构，在吊索下端
安装吊鞍与若干根水平钢丝绳索轨， 将加劲
梁节段通过运梁小车沿索轨从岸侧水平滑移
至跨中完成拼装，再由跨中逐段向两岸延伸，
直至全部主梁贯通。

采用轨索滑移法，矮寨大桥全桥69个节
段、总长1000.5米加劲梁架设任务，原本需要
13个月的工期，仅两个半月就完成了，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1.25亿元。 轨索滑移法架设工
艺，颠覆传统，解决了大跨径悬索桥加劲梁架
设的难题，为同类型桥梁提供了一种安全、经
济、高效的施工方法，成为悬索桥施工的“第
五种方法”，被交通运输部评价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桥梁技术领域具有“中国首创”意义的

原始创新性成果之一。
就这样，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安全、优

质修建矮寨大桥的同时，勇于创新，绘就了惊
世一笔，创造了4个“世界第一”：大桥两索塔
间跨度1176米，跨峡谷跨度世界第一；首次采
用塔、梁完全分离的结构设计方案；首次采用
岩锚吊索结构，并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筋材；
首次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钢桁梁。

�4 �桥通路通人旺，湘西加速
脱贫迈向全面小康之路

“惊叹！震撼！”
8月12日， 来自重庆的侯先生带着一家

人来湘西旅游， 在矮寨大桥旅游观景平台
上，他们在交口称赞的同时，纷纷找好位置
拍照留影。

高速公路上不允许行人走动， 但作为
“世界奇观” 的矮寨大桥却为行人设计了两
条观光通道。让游客在观光通道上，体验一
回刺激的“云中漫步”。

观光通道建造在大桥的钢梁里，左右各
设一条。由于观光通道设在桥的下层，不影
响通行，车在上层走，人在下层游。当大峡谷
云雾缭绕时，游客可在上面体验一回“腾云
驾雾”的感觉。

“最初并没有观光通道的方案，只是设
计了检修通道。”矮寨大桥指挥部副总工程
师张永健介绍， 为了让游客能登上大桥领
略“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后来才改变了设
计。

除了观光通道外， 矮寨大桥两侧还有
观景平台， 为游人提供了既能领略大桥雄
伟风姿， 又能俯瞰矮寨公路奇观的绝佳场
所。

如今，名满天下的矮寨大桥被美国国家
广播公司推荐为“十大非去不可的世界新地
标”，还写入了湖南省中学教材（初二地理），
成为湖南新的时代名片。

“旅游旺季时，矮寨大桥日游客量超万
人，2018年游客达88万人次， 旅游收入7500
万元。” 湖南高速公路集团湘西管理处处长
涂征宇介绍，矮寨大桥通车后，曾经沉寂的
德夯大峡谷不断吸引世人目光，大湘西旅游
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张家界、吉首、凤凰
等串成了一条新的黄金旅游线。

桥通、路通之后，物流、人流、资金流、信
息流加快，湘西通过吉茶高速公路这条连通
外界的开放之路，加速了脱贫的步伐，成为
了迈向全面小康的希望之路、改善民生的致
富之路。

“现在每天有40多桌，根本忙不赢，临时
又请了两个人来帮忙。”矮寨镇排兄村村民龙
吉福在大桥通车后，看准商机，2013年将自家
房屋改造升级开了五寨龙家农家乐， 由于离
大桥很近，生意一直很好，几年下来，不仅甩
掉了贫困帽子，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在大桥附近，像龙吉福一样依靠开农家
乐脱贫致富的不在少数。

矮寨大桥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张永健，
2007年桥梁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后进入大桥
指挥部工作，2012年3月大桥建成通车后，
他带上妻子在矮寨大桥桥头拍摄婚纱照作
为永久的纪念；今年8月，他带着爱人、孩子
重游矮寨大桥， 孩子看到大桥后兴奋跳跃，
用稚嫩的声音喊道：“爸爸建的桥是最棒
的！”

■亲历者说

爬雪山，下溶洞
讲述人：矮寨大桥设计团队主设计人

员、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桥梁院总工程师 刘榕

时间：8月16日
2005年元旦刚过， 我和项目组3位成员

前往矮寨大桥现场踏勘， 坐了一夜火车，顾
不上舟车劳顿，立即赶往矮寨镇，不巧遇上
大雪， 大家顶着鹅毛大雪艰难地爬向300多
米高的桥位区域。两个小时后，接近山顶位
置，沟壑纵横，稍不留神就会跌落万丈深渊。

完成踏勘下山途中，遇见一位中年农妇，
边四处张望边哭泣着寻找什么， 上前一问才
知道，她在找自家的牛，很有可能是在山上觅
食途中落入了万丈悬崖。看着这场景，不仅同
情她，同时也为自己能安全返回而暗自庆幸。

2009年， 矮寨大桥吉首岸桥台开挖基
本成型，在桥台左侧区域发现了一个大溶
洞，洞口很小，但往下看却深不见底，溶洞
是否影响大桥的主体结构安危？

没人敢下去，我和负责地勘后期服务
的工程师，坐着简易摇晃的吊篮，打着手电
下到近50米深的溶洞底部勘察， 探明了溶
洞规模，以及其发展延伸的方向，为最后的
决策处置收集到了一手资料。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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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1年8月18日，矮寨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钢桁梁。（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相关链接

“数说”矮寨大桥
矮寨大桥全长1073.65米，大桥主跨

跨径1176米，桥面宽度为24.5米，双向4
车道，桥面距峡谷底部高度达355米。

矮寨大桥钢桁梁总量达8342吨，大桥
每根主缆由169根索股构成， 每根索股由
127根直径5.25毫米的平行高强镀锌钢
丝组成，即每根主缆包含21463根钢丝，整
根主缆能承受超过3万吨的拉力荷载。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整理）

� � � �矮寨盘山公路与矮寨大桥相映成趣。（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 � � � 2012年3月31日， 目前世界跨峡谷跨度
最大悬索桥———湘西矮寨大桥通车。（资料图
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