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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钦

湖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汇集三湘四水之粼粼波
光，挥洒南岳诸峰之滚滚云海，
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之特质，浸染出湖湘文化的不
朽画卷。厦门大学是由爱国华侨
创办的百年学府，探索无央知识，
播洒无疆大爱，以研究高深学问、
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为
归旨，书写了南方之强的黉舍华
章。百年来，厦门大学与湖南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携手以国家之
务为己任，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奋斗不息、追梦不止。

五老峰前多志士
两千年前，伟大爱国诗人屈

原行吟于湘，从湖湘文化中汲取
养料，写下了忧愁幽思、感天动
地的《离骚》。九十多年前，厦门
大学创校校长林文庆，矢志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在繁忙的校务之
余，把《离骚》翻译成英文，并获
得印度诗人泰戈尔作序，把湖湘
文化的源头诗歌译介给了世界。

湘楚儿女多奇志。自创校
起，一批批优秀的湖南青年赴厦
求学，不仅发扬了湖南先辈车胤

“囊萤夜读”的刻苦精神，更是把
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精神
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厦门大学办
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囊萤楼，既是厦门大学首批
校舍之一，也是福建省第一个
中共党组织——厦门大学党支
部的诞生地。1926 年 2 月，罗扬
才等三人在此宣告中共厦门大
学党支部正式成立，熊熊燃烧
的革命烈火自此迅猛地向闽西
南地区蔓延。党支部成立之后
最早发展的两名厦大学生党
员，其一就是湖南籍学子刘大
业。许多湖南籍学子走在革命
运动前列，做出了极大的奉献
甚至牺牲了生命。

1923 年，籍贯湖南临湘的
黄淑以优秀成绩考入厦门大学，
她勤奋刻苦、学有所成，更涵养
了爱国情怀，成为爱国学生运动
的先锋；1926 年回临湘参加革
命后，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担任
临湘县女界联合会主席。翌年，
中共临湘县委成立时又当选为
县委委员。黄淑率领组织起来的
妇女同胞，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
解放，使妇女成为革命的重要力
量。她使临湘县妇女运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1927 年蒋介石在上
海叛变革命后，临湘反动团防纷
纷反攻倒算，黄淑不幸被捕，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5 年，来自湖南长沙的
陈康白（原名陈运煌）进入厦门
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毕业后，他
先后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工
作，并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从事
有机化学研究。1937 年抗日战
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赴延安参
加革命，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发挥科研背景优势，不仅发
起成立延安首个科学技术团体

“边区国防科学社”，筹划举办
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还缔
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
自然科学大学——自然科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先后培
育了 500 多名自然科技人才，
为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陈康白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主持
工作，被中央任命为哈工大建
国后第一任校长，培养了一批
熟悉高等教育的管理干部和教
师，成为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
士”的重要力量。陈康白的爱国
情怀和精神力量犹如引路明灯，
照耀着一代代年轻学子奋勇前
行、立志报国。

南强硕彦湘才盛

南强，厦门大学的别称，即南
方之强，意思是地处南方的强校。
厦门大学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其
中不乏湖南籍的专家学者教授。

富有传奇色彩的长沙人汪
澍白是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
专家，曾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
历任《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
身）秘书长、湘潭大学副校长、湖
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要职，
1984 年到厦大时已是耳顺之
年，他到校后倾注全部精力从事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及中国近现
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厦大出版
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
统》被誉为“国内研究毛泽东思
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开拓之
作”，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曾获
全国图书荣誉奖。

衡阳人郑道传毕业于厦大
经济系，饱经沧桑挫折，不坠青
云之志，1980 年以一位双目失
明的六旬老人身份重登阔别二
十载的厦大讲台，以常人不可想
象之毅力，继续传道授业解惑，
带学生、开课程、写论文，用热血
与坚忍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
奋斗者之歌。

1954年到厦大执教的益阳
人贺建勋，是我国著名的系统工
程专家、国内最早从事常微分方
程基本理论和稳定性理论研究
的主要学者，其“唯一性定理”在
国际上领先多年且至今仍被引
用；1981 年在厦大创办的系统
工程专业，开国内之先河，也是
厦大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两个
一级学科的前身。

知名学者易中天也是长沙
人。他1992年调入厦门大学，长
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
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
术人类学》等作品。厦大的学术氛
围让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
挥。他不仅当好一名教授，还到凤
凰卫视开设讲坛，2006年在央视

《百家讲坛》“品三国”，一夜红遍
大江南北，声名如日中天，如今仍
致力于传播国学文化。

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夏宁邵，
这位来自湖南宁乡的学者从单
枪匹马起步，逐步建成了一支围
绕疫苗和诊断试剂开展基础、转
化和应用全链条研究的“国家
队”，产出一批“硬核”成果——
全球首个戊肝疫苗、首个国产宫
颈癌疫苗、全球首个艾滋尿液自
检试剂、全球首个指导乙肝治疗
的核心抗体定量试剂。2020年，
夏宁邵带领师生团队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中再立新
功。他主持研制的全球首个双抗
原夹心法新冠病毒总抗体检测试
剂获批上市，同期还有四款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获欧盟准入。

厦门大学还积极派出“爱洒
湘江”志愿者队、“湘书河图”实
践队等近百支队伍赴湖南开展
支教或社会实践。值得一提的
是，2007年7月16日，由厦门大
学学生社团——南强乡村学社发
起捐建、藏书近4万册的“屈原乡
村图书馆”在湖南汨罗江畔新塘
乡玉龙村开馆，这是当时国内藏
书最多、完全由志愿者捐建的乡
村图书馆。捐建活动，被人们称为
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
索。此后，南强乡村学社对屈原乡
村图书馆的模式进行完善与推
广，先后建成四川什邡“震区爱心
图书馆”、“海西乡村图书馆宁德
馆、古田馆”等13所乡村图书馆，
共计募集图书超过200多万册，
在乡村与孩子们心中洒下了书籍
的芬芳与梦想的种子。

吕高安

湘西矮寨大桥，像一座大
吊脚楼，飘逸在银河之上。“高
峻迫天，登临近日”，云雾悠悠，
青山深谷在眼帘滑动，两岸春
暖花开，多少过客、游人吟诗作
赋，叹为观止。他们暂时忘记了
新冠疫情的忧烦，也没太注意3

月 31 日是“国家名片”矮寨大
桥通车8周年的日子。

抗疫正忙，复工复产复学
正忙。大桥依旧伸出热情的双
臂，迎送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
桥下是看一眼都全身发麻的335
米深渊，可是，湖南高速人却在
桁梁之间，擦擦拭拭，攀上爬下。

桥连古今，引来万千联想。

潇湘洙泗，水泽湖南。湘资
沅澧绕行衡岳、武陵、雪峰诸
脉。鸿蒙未开，山水臃塞，湖湘
先民垒石为墩，架木为桥。溪
上搭石谓“石桥”，埋设石磴
谓“磴步桥”，架几根木条谓

“木桥”；在较宽深的溪河上，
就兴修“石拱桥”；但遇上大江
大河、高山峡谷，就只能望洋
兴叹了。

发轫于尧舜时代的湘粤古
道，直到公元前 214 年才在郴
州北湖区修“万寿桥”。时光荏
苒，湖南省境现存最早的桥梁，
要数唐朝初年的澧县石拱桥。
有座“蛮桥”，比赵州桥早 380
年 ，却 在 益 阳 桃 江 县 低 调 了
1200 多年。为何叫“蛮桥”？湖
南古称“南蛮”；这桥身 20块巨
石，全赖百姓“蛮力”搬来；年年
涨洪，人畜过桥，居然无事，桥
有“蛮命”。

“蛮桥”又名“牛剑桥”，乾
隆年间《益阳县志》点了一笔：

“桥势高阔，石梁甚巨……滩上
有老人背剑骑牛指示辄成，今
桥 旁 有 牛 蹄 迹 存 焉 ，故 以 为

名。”这座 20 米长、7.2 米宽的
古桥，是一块“活化石”，镌刻着
湖湘先民“霸蛮”务实、睿智浪
漫的品质。

直至民国，湖南首开公路
建桥之先河。“中国桥梁之父”
茅以升当时就高看湖南：“以孔
长 24.38 米之系杆拱桥——永
丰桥，为全国最长径间之钢筋
混凝土拱桥记录；而孔长18.29
公尺之白竹桥，又造成全国（孔
径）最长之石拱桥；能滩钢链吊
桥，系利用废旧汽车钢架重铸
而成，不假手外洋材料，完成孔
长 80 公尺之钢链吊桥，在当时
推为国中唯一之新式吊桥，尤
见匠心……湖南省修筑公路，
推为全国第一。”

为何当时有此成就？公路
建设从民国统归省办，实施了
以工代赈的机制，地方征收附
加税以应兴筑路桥事宜；湖湘
百姓勤劳睿智，宁肯舍命，不
肯屈服于闭塞贫穷。史载，筑
路工人攀藤附葛，劈山凿石，
死伤愈万，诠释了湖南路桥之
魂。

兵荒马乱的民国，湖南交
通所谓“居全国第一”，显然是
矮中拔高，其实难副。如“跑洪
江”，就是湘西南交通落后的代
名词。旧社会，祖辈挑着桐油、
茶油、稻谷，爬山越岭，渡江涉
河数百公里，跑到洪江古城换
点食盐、洋油、火柴、棉布。光是
翻越海拔 1900 多米的雪峰山
都要脱层皮，高谷深峡想筑桥，
做梦去吧。

湘江流淌千年，主河道上
竟无一座桥梁。破天荒，还是
1958年建成的7孔跨径60.5米
钢桁架梁桥——衡阳公铁两用
桥。如今，光长沙就八桥飞架，
倏然畅行，连连登榜“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时光倒转四五十
年，五一路人车蚁聚，一堵几公
里，渡河数小时。时任中南局第
一书记陶铸看不下去了：“应该
修一座桥，中南局出一半钱。”

1971年9月长沙湘江一桥
（橘子洲大桥）动工，翌年 9 月
通车。几十万男女老少，肩扛
手推，劳动号子与浩荡湘江相
融，大冬天弥漫着腾腾热气。
年届八旬的“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科技专家”上官兴，日前向
笔者讲起修建湘江一桥，依然
激动不已。“那时，我们几个技
术人员，在工地转个不停，讨
论方案，计算数据，夜以继日；
写写算算，拨拨拉拉，算盘子
打得精准。”

1532 米的湘江一桥，包干
2000 万，只花了 1800 万 。个
中 秘 诀 是 什 么 ？上 官 兴 主 持
的 无 支 架 缆 式 吊 装 施 工 ，系
湖 南 原 创 并 首 次 采 用 ，节 省
了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财 力 。湘 江
一桥雄踞当时中国最大规模
双 曲 拱 桥 ，荣 获 国 家 首 届 科
技进步二等奖。

1990 年代开始，改革开放鞭策
着湖南桥梁，进入高速建设阶段。由
每年一两座到几十上百座，由轻型
化向全寿命周期成本转化，由平原
向湖区、山区发展，跨越大江大河、
高山深谷，技术创新竞风流。

风高浪急之洞庭，以桀骜不驯
的方式，进入长江，船只通行量大，
一堵就是几天。洞庭建桥，谈何容
易？如果在湖中“插根筷子”，桥是修
了，钱也花了，还是“空路”。为此，湖
南交通设计院进行勘测设计、技术论
证，用 5 年确定了三塔斜拉桥主跨
310米方案。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自过
问资金，洞庭湖一桥3年后建成。

洞庭湖一桥的建成，标志着中
国首次能在 7 公里的水域建成一座
能满足长期航道发展、防洪防汛需
要的世界级桥梁；标志着对大跨径
桥梁的抗风能力有了全新认识。湖

南大学陈政清院士团队，研制采用
世界先进的磁流变阻尼器，解决了
洞庭湖风雨共振难题，是抗风技术
的重大突破；洞庭湖一桥还标志着
中国首创预应力混凝土多塔悬索桥
这一创新体系。该桥2004年入选首
届“中国十大桥梁”。

湖南交通设计院公司总经理、
桥梁专家向建军，参建洞庭湖一桥
时才 20 多岁。他回忆了一个故事：

“胡建华大师率领我们一帮年轻人，
整天钻进芦苇荡，深挖、钻孔、取样、
分析，最详细地掌握原始数据。饿
了，啃几口干粮，累了，倒在芦苇上
打个盹，个个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一
天，我们出芦苇荡讨水喝，村嫂训斥
儿子：‘看你吊儿郎当，不好好读书，
将来就像这些叫花子’。”谁知道，这
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叫花子”正在创
造“奇迹”呢！

2018 年 2 月，杭瑞高速洞庭湖
大桥（洞庭湖二桥）——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的悬索桥开通。

陈国平，湖南高速公路集团副
总工程师，获“国企楷模”称号的知
名桥梁专家。2017年3月，他受命于
危难主持洞庭湖二桥建设时，面临
一幅烂摊子，火烧眉毛了，很多技术
指标还未定。老陈果断决定，调动各
要素，增加生产线，改全梁段铰接窗
口合龙为多梁段钢接窗口合龙，钢
梁安装时长由5个月减为2个月。

为赶工期，陈国平连重病的父亲
都没能看上一眼，酿成终身遗憾。笔者
问起这事，老陈叹气一声，马上转移话
题。他赞扬修洞庭湖二桥时，谁谁家在
附近，春节施工，路过家门而不入；矮
寨大桥关键时刻，谁谁无暇照料重病
妻子，导致阴阳两隔，痛哭不止；冰雪
天缺水断电，桥上不停工，大伙啃着冷
面包，一杯开水，让来让去……

湖南建桥，确实绕不开矮寨大

桥。2009 年 10 月，老陈又受命中途
接手主建矮寨大桥。矮寨大桥原设
计跨过德夯大峡谷，钻 12 公里隧
道。造价是低，但在这一“地质博物
馆”排璧高地施工，水土流失大，无
异于“太岁头上动土”。为此，省交通
厅、高管局会同湖南交通设计院反
复论证，提出了高线位方案，过顶排
璧高地，以求水土环保不受影响。

但是，在五六百米高、1300 米
长的德夯大峡谷施工，怎么吊装架
梁？从谷底吊，下有 319 国道，没有
施工场地，安全和工期都不允许；从
两岸刚性顶推，结构受不了。建设者
从景区索道缆车受到启发，研发了

“轨索滑移法”。1000多米的梁85天
架完，省工半年，省钱 2000 万。“中
国首创”的轨索滑移法，与高铁技术
一起，被李克强总理带到欧洲进行
推广。因技术创新攻克了数项世界
级建设难题，不久前，矮寨大桥获评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距湘西南洞口县城 15 公里，有
座悬带桥。桥悬空中似吊带，吊带上
立起几个桥墩，远看像呲牙的笑脸，
又像妊妇挺着大肚子，当地村民认为
很像猪肚，又叫它猪肚桥。这种学名

“自锚上承式悬带桥”的桥，与越南龙
桥、英格兰猴桥、荷兰动物桥、匈牙利
自由桥等，成为世界级“怪桥”。

由洞口北行百十里，湘西凤凰乌
巢河大石桥于 1990年建成，由青灰
色白云岩垒成，净跨 120米，是全国
最大跨径石拱桥。桥飞峡谷，携挽两
山，结构柔美，河如碧玉，绝妙衬托。

空中看桥，如赏美丽图画。永
(顺)吉(首)高速 64 座 24 公里长的桥
梁，伸展健美手臂，拥抱栖凤湖、芙
蓉镇、古丈红石林、峒河国家湿地公
园。其中，猛洞河钢管大拱桥被列入

《世界最高桥梁名录》，两岸山体垂
直，花团锦簇，猿猴嬉戏，碧水清澈，
倒影中尽显人与自然的绝妙和谐。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
君山。”李白、杜甫、刘禹锡、黄庭坚，
多少文豪千里迢迢涉江来到君山。
如今，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似一条
彩虹，几分钟闪过滚滚洞庭，将岳阳
楼、君山连成一片，将“柳毅传书”的

“小爱”，融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大爱”。

湘江穿城，一地两岸，长沙八桥
跨江，处处夺目。2003 年建成的第
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立交桥——伍家
岭立交桥，以“太极图”布局、“双鱼
咬合”造型，蕴含湖湘“鱼米之乡”之
意。长沙梅溪湖桥被 CNN 评为“世

界最性感建筑”步行桥，5 个节点纽
成红红的“中国结”，蜿蜒柔和的线
条跳动着起伏的女性曲线美。

最美还是矮寨大桥。这是4项技
术指标居世界第一的“建筑名片”，也
是年入五六千万元的4A级景区，更
是“交通+扶贫+旅游”的标本。它以洪
荒之力，连通了吉首、茶峒天堑。“过桥
分野色，移石动云根。”人们观览青山
石境，飘游云端仙境，桃花、梨花、山樱
热情奔放，柳树、春树、山竹、红叶石竹
吐出新绿；还不过瘾，便徜徉桥下，登
上桥塔，俯视盘山公路，德夯苗寨，农
舍隐约，翠竹掩映，土苗风情。

从木桥到石桥，从拱桥到吊桥，
从磴步桥到风雨桥，从混凝土桥到
钢管桥，从斜拉桥到悬索桥，从几米
桥长到 23公里，从 6米桥跨到 1480
米，从 1000 多座总长一二十公里，
到10000多座总长千百公里……公
路桥、铁路桥、公铁两用桥，下沉上
长，四通八达。桥，串连湖湘山河美
景，见证湖南历史风云，演绎时代节
奏，承载文明成果，成为推进富民强
省、近悦远来的湖湘“硬核”。

摊开来，一座桥一段历史；竖起
来，一座桥一座丰碑。秉承科技创
新、经济适用、生态环保理念，湖南
已成为桥梁大省、桥梁强省。它改变
的是建设规模、材质、速度，是通行
方式、造型效果、建造纪录，不变的
是敢于拼搏、敢为人先、创新图强、
与时俱进的湖湘精神，是从此岸到
彼岸、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
经济社会发展砥砺前行，永不停步。

厦门大学与湖南的
历史渊源

22 长沙，那座湘江一桥

33 洞庭波涌连天堑

44 逼出来的“招数”

55 湖湘奇桥：力量与美，化身为桥

壮美的矮寨大桥。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