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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彭业忠
肖洋桂 宁奎 通讯员 曾伟

高铁来了！
12月26日，黔张常铁路开通运营，奔驰

的列车穿行于常德、张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三地，带来了火爆的客流。

“首发车爆满，超员！”6时28分，长沙站
至张家界西站的C8030次列车徐徐驶出，列
车长刘翠掩藏不住雀跃的心情。这趟开往武
陵山区黔张常铁路的首趟列车定员613人，
实际客流达687人。

“以后坐动车回家是首选”

7时38分，记者搭乘另一趟从长沙站发
往张家界西站的C8040次列车，感受沿线百
姓的喜悦之情。

“以后坐动车回家是首选！”家住张家界
市区的麻蕊，刚刚与丈夫告别。这些年，丈夫
在长沙工作，她在老家照顾家庭，两人长期
异地分居。

“我以前来长沙看老公，要么开车，要么拼
车，一趟下来至少花5个多小时。”麻蕊前几天
得知张家界要通高铁，从长沙乘车只需3小时
左右就能到，她立马买了回家的动车票。

在另一节车厢内，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
博士研究生的汤同学，趁着假期，和母亲来
湖南“高铁游”。她告诉记者，她们两天前从
香港西九龙乘高铁到了长沙，专程“打卡”了
几家网红店，现在又坐动车前往张家界。

车厢内，列车员吴田始终微笑着为旅客
服务。这位“95后”列车员之前在长沙南至香
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上值乘。

黔张常铁路通车前，她通过选拔进入了
长沙客运段动车三队，值乘开行于黔张常铁
路的列车。

“我的老家在常德，为家乡人民服务倍
感自豪。”吴田微笑道。

载着满车的欢声笑语，列车朝武陵山深
处飞驰。

“张家界的客流将越来越火”

平稳行驶了约2小时后，C8040次列车

抵达常德站。
站台上，一支 45 人的旅游团在导游胡

攀的带领下上了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张家
界。

这支旅游团来自广东，60岁的何做是第
三次去张家界旅游。“每次旅游都有不同感
受呢！”何做回忆，2010年第一去张家界时，
要从长沙转汽车，费时又费力。这次，他报了
旅游团，先在常德旅游，再坐动车去张家界，
方便多了。

胡攀告诉记者，公司一年接待广东游客
达15万至18万人次，黔张常铁路开通后，生
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车厢里，最高兴的莫过于张自雄夫妇
俩。退休后居住在常德市城区的张自雄，正
坐在窗前向妻子冯丙桃介绍沿线车站情况。
乘着动车出行，年逾七旬的两老格外兴奋。

常德市境内设牛车河、桃源、常德3座客
运车站，其中桃源站为了体现桃花源的意
境，在内部装修装饰上也体现了桃花花瓣的
元素。

“造型悠然而不失美感!”张自雄饶有兴
致地向妻子说道。

黔张常铁路沿线兼具现代风格与浓郁
民族特色的车站站房，如同一颗颗耀眼的

“明珠”，串成了崇山峻岭间的一条靓丽风景
线。

中铁城建集团黔张常铁路项目经理王
立异向记者“如数家珍”般介绍，黔张常铁路
突出“站城融合、一站一景”，每一个站都充
满了文化气息。

沿线建筑面积最大的县级车站——龙
山北站，设计元素提取自当地传统民居土家
吊脚楼；桑植站房则以“破茧成蝶”为意，呈
现出飞檐翘角的造型。

说话间，C8040次列车于10时34分抵
达了终点站张家界西站。

这座以青山叠嶂为设计元素的站台，与
张家界“廊桥百里、奇峰叠翠”的自然景观遥
相呼应。

“2020 年，张家界西站预计发送旅客
180 余万人次。”张家界西站站长李芳信
心满满地说，张吉怀铁路建成通车后，张

家界西站的日发送客流有望突破 1 万人
次，年发送旅客可达 350 万人次，“张家界
的客流将越来越火！”

“这是龙山的第一趟列车”

26日下午3时45分，C8052次列车驶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北端的龙山北站。

这是黔张常铁路通车后，第一趟途经龙
山北站的动车，也是龙山县历史上的第一趟
铁路列车。

一个满脸笑容的小个子，从车厢里走了
出来。眼尖的乘客们一眼就认出：“那是龙清
泉！”原来，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龙清泉，这
次专程与妻子乘动车回龙山老家看望父母。
他笑眯眯地用龙山话讲：“家乡通了高铁，真
让在外的龙山人高兴！”

此时，在龙山北站站前广场上，80岁的
彭莲英和 70 岁的彭秀云两位土家族老人，
满脸喜色，像过节似的，专程从近百里外的
镇上赶来，就是想看看火车。

龙山北站所在的石羔街道办事处主任
向多龙说，最近几天，这里都像赶场，来看热
闹的土家、苗、汉各族百姓很多，都感叹家乡
变化大，感叹党的政策好。

在土家族文化元素浓厚的龙山北站候
车室里，66岁土家族老汉向宽清和老伴一
起，购买了龙山首趟列车车票，准备前往湖
北咸丰。

“这是龙山的第一趟列车，意义不一
样！”在部队历练过的向宽清和老伴，都是一
脸的喜悦！

近 8000 平方米的候车室里，有结伴
而 行 的 ，有 子 女 带 着 父 母 来 的 ，有 年 轻
的，有年老的，大家的笑容如春风拂面。

龙山县县长时荣芬，把黔张常铁路称之
为“希望之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

龙山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棒鼓的
代表性传承人李有为，为此专门写了三棒鼓
词《火车通龙山，百年梦已圆》：

脱贫在攻坚，火车就是钱，土家苗寨土
特产，出口赚美元。

高铁通龙山，百年梦已圆，以后出行好
方便，省时又省钱。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丁洋

黔张常铁路自西向东穿越
武陵山区，沿线地质构造复杂，
地下暗河复杂多变，全线桥隧比
高达77.9%。5年施工期间，建设
者们攻克了页岩油气、瓦斯、高
墩大跨桥梁等 32 个风险工程，
确保了黔张常铁路按期高质量
建成，创造了湖南铁路建设历史
上的一项项崭新纪录。

创造3项世界之最：
长湾澧水大桥

位于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
镇仙鹅村的长湾澧水大桥，全长
369.1 米，是黔张常铁路全线技
术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重
点控制性工程。

长湾澧水大桥地处我国大
鲵（俗称娃娃鱼，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核心保护区。该桥原设计
为等跨桥梁，桥墩位于澧水中。

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施
工单位中铁十一局五公司突破技
术难点，经过严密的专家论证，将
原设计改为了现在的不等跨桥梁。
即，把桥墩移到了澧水河岸上。

中铁十一局五公司黔
张常铁路项目经理唐双林
介绍，该桥在施工建设中运
用新工艺、新技术，先后攻
克了无索区悬臂长度大、塔
梁固结体量大、索导管安装
定位精度要求高等技术难
题——在同类铁路矮塔斜
拉桥中，长湾澧水大桥的不
等 跨 长 度（172 米 + 158
米）、无索区长度（42米）、
塔梁固结段高度（15.2米）

均为世界之最。
长湾澧水大

桥的施工，既保障
了安全质量和生
态环境，又为今后
同类型桥梁施工
积累了宝贵经验。

施工最大风险：
岩溶和岩溶水

黔张常铁路穿越20余条暗
河、10余处高压富水大断裂，沿
线有大型溶洞、管道流等岩溶
100余处。所经岩溶区的通行长
度达 142.78 公里，占线路总长
度的42.5%。

无处不在的岩溶和岩溶水，
给工程建设带来极大风险和难
度。

黔张常铁路总设计师、中铁
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刘廷玺介绍，黔张常
铁路的勘察设计广泛采用了全
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
统 (GIS) 和 遥 感 (RS) 等“3S”技
术，集中了空间探测、计算机、数
据库、人工智能和地球科学等众
多学科的最新成就，从源头上最
大程度规避了岩溶和岩溶水带
来的工程风险。通过采用岩溶隧
道“顺坡施工”“超前预报”等一
系列保障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安
全可靠。

黔张常铁路全线新建隧道
100 座，总长达 171 公里，占线
路总长度的 50.3%，其中有 85
公里的隧道通过溶岩地段，隧道
规模大，地质条件复杂，修建难
度极大。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在勘
察设计时尽量采用高线位、短隧
道等形式通过岩溶地区，在长大
隧道设置人字坡，极大减少了施
工期间岩溶水灾害风险。施工期
间，从未发生过一次岩溶灾害事
故，确保了建设安全。

全线最长隧道：
武陵山隧道

全长9044.1米的武陵山隧
道，为黔张常铁路全线最长隧
道，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慈利县
洞溪乡。

武陵山隧道是Ⅰ级高风险
隧道，具有“两高一难”的工程特
点——

隧道穿越世界上最复杂的
喀斯特地貌，地下暗河系统复杂
多变，岩溶强烈发育，易突泥突
水，安全风险高；

工程毗邻世界著名的风景
名胜区，环保要求高；

工程所在地山势高峻、坡陡
谷深，便道曲折多弯、高差大，两
侧为悬崖绝壁，交通运输难。

施工单位中铁隧道集团三
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施
工便道经过两处悬崖，建设者们
一个点一个点实施爆破，如同当
年建设红旗渠，硬生生地从悬崖
上抠出了一条路来。

黔张常铁路建设之“最”

乘车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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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张常铁路通车后，我省境内的龙山北、桑
植、张家界西、牛车河、桃源、常德6座客运车站辐
射形成6大“旅游圈”。说走就走的旅程，你准备好
了吗？

龙山北

去里耶古镇看“秦时明月”，古镇紧邻酉水，3
万多枚秦简牍揭开了秦朝许多悬而未决的谜底。
龙山县还拥有惹巴拉、乌龙山大峡谷等景区，前者
意为“美丽的土家族王子的王城”，后者有“世界溶
洞博物馆”美称。

桑植

贺龙元帅故乡，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八大

公山保护区珍稀、孑遗植物种类丰富，有植物2876
种，包括51种濒临灭绝的植物种及其特有种，以珙
桐组成的单优群落式混交林极具研究价值。

张家界西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张家界大峡
谷、茅岩河、黄龙洞等为代表的自然山水景观享誉
海内外；以土家族、苗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风情，

《天门狐仙》《魅力湘西》为代表的文化大餐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

牛车河

牛车河乡地处桃源西北角，穿心岩、雪花洞、老祖
岩、风雨桥洞溪河漂流，都是原生态旅游的绝佳之境。

桃源

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原型地。中国桃花源
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包括桃花山、桃源山、秦人
村、桃仙岭和灵境湖5个景区，誉为全球华人心灵
故乡。桃源还有“小桂林”夷望溪、雪景美轮美奂的
乌云界。

常德

常德市区拥有柳叶湖、欢乐水世界，华侨城卡
乐星球等度假区；周边辐射有中国白鹭之乡花岩
溪森林公园、澧县“稻作之源，城池之母”城头山、

“湖南屋脊”壶瓶山、好玩又神秘的夹山景区。

6大“旅游圈”，邀您“说走就走”

2011 年 2 月，黔张常铁路项目
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正式立项。

2014 年 12 月 16 日，黔张常铁
路正式动工建设。

2015年3月23日，黔张常铁路
常德段征地拆迁启动。

2018 年 10 月 29 日，黔张常铁
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
大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长湾澧
水大桥合龙。

2019年9月25日，黔张常铁路
开始联调联试。

2019 年 12 月 26 日，黔张常铁
路开通运营，常德、张家界、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迈入高铁新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伟 整理）

旅客每天可乘坐哪些车次？

当前，长沙站至桑植站、龙山北站以及湖北的来凤
站、咸丰站之间，每天均只开行一对动车。湖南目前还没
有开行到重庆黔江站的车次。

12月30日，全国铁路将进行运行图调整，届时黔
张常铁路将开行动车组列车日常线12对、高峰线8对，
还将开行普速列车7对。明年春运，还将进行一次运
行图调整。

随着车次的增加，部分站点间的车程也将有所
调整。黔江至常德最快可3小时9分到达，长沙至张
家界的车程最快为2小时40分。

黔张常铁路的票价怎样？

由于全国铁路于 12 月起实施差异化票价，因
此，黔张常铁路的票价根据不同车次、不同席位而
有所不同，旅客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车次。

以长沙站至张家界西站为例，二等座票价从
100 元至 103 元、108 元、113 元不等；一等座从 166
元至 174 元不等。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整理）

长沙旅客在哪里乘车？

提醒长沙旅客注意，当前为黔张常铁路通车运营的过渡
期。旅客需从长沙火车站乘车前往张家界、湘西州。

明年，乌山联络线通车后，长株潭城际铁路将与石长铁
路连接。届时长沙旅客既可以从长沙站，也可从高铁长沙西
站等长株潭城际铁路站点乘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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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整理）

12月26日上午，黔张常铁路张家界西站。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2 月
26 日上午，
张家界西站
候车大厅，
两位旅客展
示 临 时 车
票，他们准
备乘坐高铁
前往长沙。

12月26日上午，首趟长沙至张家界动车C8030次
抵达张家界西站，来自广东的游客在动车前拍照留念。

12月26日8时
30分，一列和谐号
动车组从张家界西
站驶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