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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在长江上建桥，对技术
员来讲是一种难得的经历。我们两口
子都被选中了，成为第一批进驻的技术
员。”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方联民回忆起30年前进驻铜陵长江大
桥的情形，那种兴奋好比拿到高考录取
通知书，身为地方企业技术员的他们想
都不曾想过。

1991 年 11 月，湖南路桥中标铜陵
长江大桥，开启“长江之歌”的前奏。

踏进皖江进驻铜陵，方联民就挑起
了重任，负责主桥北塔及北滩桥、北引
桥片区施工。每一天站在交通船头驶
向江中主塔施工时，到中流击水的壮志
无比澎湃，长江情结悄然结下。

与此同时，长江之上，还有一位初
出茅庐的青年，和工友们一道参与和见
证着“路桥湘军”的“长江首秀”。他就
是现任湖南交水建集团董事、湖南路桥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杨宏伟。

“铜陵长江大桥是我参加工作后的
第一站，能够参与建设这座对于湖南路
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我备感骄傲
和自豪！”杨宏伟的记忆中，在铜陵长江
大桥奋战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也正是
这座桥，奠定了他对于路桥事业的初
心。

每一座出自“路桥湘军”之手的长
江大桥，都烙印着“敢为人先”“吃得苦、

霸得蛮、耐得烦”的湘军精神。铜陵长
江大桥施工段最大水深 40 米，最高流
速达到3.5米/秒，河床地质软弱。业内
人士认为，在长江中下游修建如此特大
型桥梁，犹如在天险上走钢丝。

在极其复杂的地质、水文条件下，
湖南路桥逐一攻克施工难关。“修建铜
陵长江大桥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没
底，但看到直径30多米、重达几百吨的
围堰下水之后，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
下了：湖南路桥有能力修建长江大桥。”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路桥集团原
总工程师涂萍回忆道。

1995 年 12 月，铜陵长江大桥正式
通车，这座长2600米、主跨432米的双
塔扇形索面公路斜拉桥，当时居同类型
桥梁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其主梁为板
式结构，国内尚属空白。它也成为安徽
省境内 400 公里长江上的第一座跨江
公路大桥，开创了皖江南北通行的交通
新格局。

铜陵长江大桥不仅在技术上领先
同行，还首开地方国有建筑企业长江架
桥先河。

因为这座桥，湖南路桥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交通运输部优质工程一等奖、中国
建筑工程鲁班奖、詹天佑土木工程奖等
奖项。

铜陵长江大桥开启了湖南路桥征服长江
天险的征程，从此便凯歌高奏，在浩浩长江屡
创奇迹。

2001 年 3 月南京长江第二大桥竣工通
车，以其 628 米主跨跨径而名列当时世界十
大斜拉桥第三位，享有国内第一大斜拉桥、世
界第一大钢斜拉桥之誉。

2001 年 9 月，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竣工通
车，该桥为当时国内第三大双塔钢箱梁悬索
桥，也是我国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
施工的特大跨径悬索桥。

2002 年 10 月，拥有“中国桥梁建设的博
物馆”之称的荆州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其
主跨500米梁板式断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
位居同类桥梁国内第一、世界第二；拉索对
数、主梁恒载和最大悬臂施工节段重量均居
同类桥梁世界之最。

2005 年 10 月竣工的南京长江第三大桥
是国内第一座钢塔斜拉桥，也是世界第一座
弧线型斜拉桥，位居当时建成的同类型桥梁
国内第一、世界第三位。

……
每一个单孔跨越，每一道力顶千钧的斜

拉索，都凝结着湖南路桥人求索、创新的精
神。

七座长江大桥，创下了地方路桥企业“七
饮长江”神话，“路桥湘军”品牌从此声名鹊
起。

“赓续湖南路桥桥品牌优势，承建第八座
长江大桥，作为一名桥梁人，肩负使命，更为
一种情怀。”针对此番湖南路桥在八百里荆江
中标观音寺长江大桥，方联民寄予厚望。

而对于职业生涯始于铜陵长江大桥的杨
宏伟来说，重返长江，既是个人的长江情愫，
更是作为湖南路桥“掌舵者”的责任担当。

30年弹指一挥间，对所有湖南路桥人而
言，“长江”以及“长江大桥”的分量早已不是
一般项目可以比拟。从观音寺长江大桥的项
目分析、前期策划到投标落地，湖南路桥始终
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洽谈、全程参与，成
为集团年度为数不多的“董事长工程”之一。

据了解，观音寺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荆
州市，是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江陵至松滋段
跨越长江通道，武松高速控制性工程。观音
寺长江大桥建成后，整个武松高速将全线贯
通。武松高速是湖北省“十三五”交通重点建

设项目，它串接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的节点城
市武汉、咸宁、荆州、宜昌等，形成东西向沿江
大通道，对打造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
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湖南路桥而言，中标观音寺长江
大桥是集团坚持打造“桥品牌”经营战略
的重要成果，是时隔十余年“重返长江”
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承接延续了
集团在跨江特大桥工程领域上的领
先优势，势必成为继“七饮长江”之
后集团的又一大精品工程和市场
名片。

“作为一家有着 66 年历史
的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我们
将充分发挥‘桥品牌’优势，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贡
献湖南路桥的力量。”
杨宏伟表示。

纵 江 湖 万 里 ，
仍 初 心 如 磐 。 如
今观音寺长江大
桥已揽入怀，相
信 湖 南 路 桥

“ 八 饮 长 江 ”
不是句号，必
是豪情满怀
再出发。

荆州长江公路荆州长江公路大桥大桥。。贺大同贺大同 摄摄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李润章李润章 摄摄

江湖万里 初心如磐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南路桥集团提供）

桥 ，卧 下 去 ，
是横贯的彩虹；竖起

来，是永恒的丰碑。
秉 着 对 工 程 的 责

任，对精品的渴求，湖南
路桥在长江上相继建成 7

座大桥，打造出我国桥梁史
上一座座亮丽的丰碑。

七座长江大桥的承建，成为
湖南路桥从省内走向全国、从省

内一流向国内领先跨越的标志。
在长江天险上架桥，这种勇于

探索和创新的精神，融入到“路桥人”
的血液，让企业焕发出持续的勃勃生

机。
之后，湖南路桥又相继打造出矮寨大

桥、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等超级工程，让湖
南路桥的“桥品牌”越擦越亮。

如今，湖南路桥练“内功”、谋转型、寻机
遇，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今年 2月，湖南路桥首次

以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独立承接菲律宾卡马拉尼甘大
桥，首次实现“桥品牌”出海和桥梁建造成套技术“走出

去”。
“桥品牌”结硕果，在桥梁、公路、隧道施工方面，湖南

路桥也均已进入国内同行前列，在全国形成了多点开花的
良好局面。

在桥梁、隧道等领域拥有多项核心技术，拥有超百项省
部级和国家级工法，并屡屡问鼎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等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亮
眼的表现，矮寨大桥创造“四个世界第一”，代表湖南首获
GRAA全球道路成就奖，南京长江第三大桥代表中国桥梁项目
首次获得国际桥梁会议“古斯塔夫斯·林德恩斯”奖。

目前，湖南路桥业务遍布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且
走出国门，在西非、东非、东南亚、中北亚的13个国家和地区铺路
架桥，连续三年入选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

在三湘四水，在神州大地，在五洲四海，勇于求索、勠力创新
的 湖 南 路 桥 ，开
拓的步伐走得坚
定而自信。

路桥湘军再奏“长江之歌”
——写在湖南路桥集团中标湖北荆州观音寺长江大桥之际

安庆长江公路大桥安庆长江公路大桥。。

荆岳长江公路大桥荆岳长江公路大桥。。

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夜景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夜景。。贺大同贺大同 摄摄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

铜陵长江大桥铜陵长江大桥。。

苏美滋

初冬时节，“路桥湘军”喜传捷
报。

湖南交水建集团旗下的湖南路
桥被正式确认为湖北荆州观音寺长
江大桥承建单位。

从2006年11月中标荆岳长江
公路大桥，时隔 14年后，湖南路桥
重返长江，接续奏响“路桥湘军”的

“长江之歌”。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湖南路

桥先后在长江修建了七座大桥——
铜陵长江大桥、南京长江第二大桥、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荆州长江公路
大桥、安庆长江公路大桥、南京长江
第三大桥、荆岳长江公路大桥。

七座长江大桥，创下了地方路
桥企业“七饮长江”的神话，更是一
座座见证湖南路桥不断发展壮大的
丰碑。

“路桥湘军”的“桥品牌”，在大
江大河的洗礼中，一次次得到验证
与传扬。

“湘军”雄风 气贯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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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11月30日，在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湖南省人民医院（疫情防控
指挥部）被评为全省抗疫先进集体。院长李
小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冠疫情发生
后，我院坚持最早的动员部署、最细的疫情
举措、最强的使命担当，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日常诊疗，交出了零失误、零感染、零事故
的抗疫答卷。”

“早”“细”“担”这3个字，凝结了湖南省
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抗疫精神。作为湖
南省政府直属唯一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关键时刻牢记“人民医院为
人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体现了专
业素养和责任担当，用无畏和热血谱写了一
曲激昂的抗疫战歌。

应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湖南省人民医院

科学谋划，提早应对。1月16日起第一时间进
入全院战备状态，启动各项防疫工作，将岳麓
山院区作为备用集中救治院区，改造设置隔
离病房，筑牢综合保障。1月24日率先将发热
预检分诊关口前置。2月10日开放部分门诊，
2月24日全面恢复诊疗业务。在省内医院中
最先一批开展核酸检测，服务疫情诊断。

疫情初期，正逢春节，医院抽调精干医
护人员支援发热门诊、改造隔离病房。大家
主动放弃休假，取消春节行程，暂时离开离
不开的家，放下放不下的亲人。

一支支“先锋队”“突击队”不眠不休坚守
在各个岗位上。感染科主任陈海鸥不慎摔伤

仍不下“火线”，成为了病房里的“拐杖医生”；
护士长朱柏宁吃、睡在值班室，每天工作至凌
晨，连续20多天没有回过家；老年三科梁峰
翊医生写下志愿书：“我已有两个儿子，生死
置之度外，坚决请战。”在医院的微信群中，志
愿请战的信息接起了长龙……截至10月12
日，医院累计开展核酸检测144218人次，接
诊25410例发热患者，有流行病学史的发热
患者709例，收治隔离留观患者355例，疑似
患者36例，确诊患者23例，为全省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出战
与此同时，湖南省人民医院派出的 24

名专家担任省级指导组专家，马不停蹄奔赴
14 个市州，为我省疫情防控特别是重症患
者救治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哪里有重症患者，哪里有需要，我们就
去哪里！”年过六旬的抗击“非典”老兵李文
朴临危受命，多次紧急赶往基层救治点；急
诊医学科主任韩小彤驻守娄底2个多月，利
用ECMO技术将2例重症患者从鬼门关拉
回；重症医学科主任周煦在岳阳工作50天，
常常在病床边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岳阳

“清零”才返回长沙。
3月15日，为防范境外输入，医院再次

派出 2017 年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
长梁力晖等 6 人组成防控小组驻守北京首
都机场，守好入湘“第一道门”。医院还先后
派出多名医学检验专家前往北京、新疆等
地，支援核酸检测工作。当疫情在全球蔓延
时，2019 年起援非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尤
胜，坚守在津巴布韦，在水电尚不能保障的

艰苦环境下，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工作。5 月
11 日，支援黄冈返湘不久的急诊 ICU 护士
长徐芙蓉作为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
成员再赴非洲，在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进
行为期一月的国际抗疫，被誉为“最美芙蓉
花”。

决战
危难之时，舍我其谁！这种家国责任，

1912 年建院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已绵延百
年，从来不曾忘记。

1月25日，医院党委委员朱华波接到命
令驰援湖北黄冈。这位2年前因援藏患上高
原高血压病的 53 岁老党员，从接令到坐上
高铁仅3小时。这一去，整整58天。之后，医
院派出的 4 批 41 名队员相继抵达黄冈。24
小时内集结组队，每一次出发，没有退缩犹
疑，全员充满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队
员中除了医生、护士外，还包括院领导，医
务、护理、后勤部负责人，多名呼吸内科、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肾脏内科高级专家，是
派出队员数量最多、专业最全、力量最强的
医院之一。

3天开通黄冈-湖南远程会诊，3天建立
湖南专属重症医学科，成立MDT专家团队，
担负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4个病房、1个ICU
以及黄冈市下属一区四县所有重症患者的救
治任务。湖南省人民医院派出的这支训练有
素、专业过硬的队伍，与病毒赛跑，与疫情较
量，累计集中收治患者990名，会诊指导救治
急危重症患者50余人次，成为黄冈疫情“最吃
紧”关头的特种兵、尖刀连、突击队，一直坚守
到了黄冈“四类人员”全面清零的胜利时刻。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是一名新华社对外记者，
拿起手中的笔为‘武器’，实事求是，发出中国（湖南）的
声音，用事实击退流言，客观、准确、及时地报道新闻，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11月30日，在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新华通讯社湖南
分社记者张玉洁受到表彰。

面对疫情，新闻工作者与白衣天使在同一个战场。
自一级响应开始，张玉洁独立或与同事合作采写100余
条稿件，记录湖南抗疫重大举措、重要成果、动人故事
等，通过新华社中英法日等多语种全媒体多渠道播发
后，被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刊载，赢得读者点赞。

以笔代戈战疫情
2020 年初，张玉洁陪重病的外婆回常德过年，她

一直关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当时，疫情形势不
明朗，考虑随时会有报道任务安排，张玉洁决定，大年
初二提前返回长沙。

“回长沙后，我一直忙于工作，每次外婆和我通话，都
是让我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她。外婆去世时，我在外出
差。”张玉洁的语气明显低沉下来。她说，从小与外婆的感
情很深，未能见外婆最后一面是她今生的遗憾。

1月30日，新华社湖南分社成立“对外传播小组”，
张玉洁任组长。每日，除了在工作群中汇总分享湖南抗
疫相关外宣线索外，她还组织策划采写了《专家：中国
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疫情蔓延》《中国传统中
医药在抗疫中贡献力量》等一批多语种高质量外宣报
道，被日本共同社等境外媒体采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张玉洁和同事们不仅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报道疫情信息，传播科学防控知
识，更书写了社会各界在抗击疫情战斗中所体现出的
社会责任以及暖心大爱。

《携手抗疫 与子同袍——湖南驰援湖北“抗疫”侧记》

《“吃包子啦！”——一份异地他乡的暖心早餐》《“云录制”节
目丰富观众“宅家”文化生活》《5500万人在线，3.2万人接力
传唱，为武汉加油！》《春暖花开 音乐日记》……在一篇篇暖
心的报道中，张玉洁和同事们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记录
疫情防控战线上一个个动人的瞬间和故事。其中，《5500万
人在线，3.2万人接力传唱，为武汉加油！》节目播出仅4小
时，网络播放量突破3000万。

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张玉洁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
小时，除了盯紧自己负责线口的报道线索外，她还会每
天关注省内每一个适合做外宣报道的线索，发到对外
传播小组群内，供组员们参考。

张玉洁说：“我们都在和‘病毒’赛跑，大家迫切希
望打赢这场艰苦的抗疫仗。”

团结协力谱壮歌
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张玉洁身体出现不适。她坚持

带病工作，直到抗疫形势好转，手中稿件全部完成后，
才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新华社湖南分社在疫
情期间记录下三湘大地精彩抗疫篇章的每一位同事。”回
望这场抗疫斗争，张玉洁坦言，她身边的每一位同事都是

“最美逆行者”：记者帅才深入湖北赤壁、湖南岳阳采访，生
日时坚持战斗在乡镇卫生院抗疫一线；记者席敏大年初四
辞别妻女，从济南返回长沙，加班加点，采写一批重点报道
引起多方关注；摄影记者陈泽国深入湖南省人民医院等抗
疫一线，其报道《“95后”男护士抗“疫”上岗》引发广泛社会
反响；记者刘芳洲等前往防疫抗疫一线，及时采写了一系
列反映抗疫成果、传播抗疫精神的外文稿件，被100余家
境外媒体采用……

新华社湖南分社总编室党支部全体党员逆险而行、奋
力拼搏，以生动的故事、鲜活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用多渠
道、全媒体、多语种的报道，充分展现了在湖南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惧艰险、甘于奉
献，坚决打赢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精神风貌和感人事
迹，让世界聆听到了三湘大地的抗疫壮歌。

人民医院为人民
——记湖南省人民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

让世界聆听三湘大地的抗疫壮歌
——记新华通讯社湖南分社记者张玉洁

抗“疫”群英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