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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百姓的“梦想桥”

在400余米深的贵州清水河河谷上，清水河大桥一端
连着开阳县，一端连着瓮安县，是世界第二高桥。大桥
主跨 1130米，但就是这一公里多的距离，一直是两岸人
民心头解不开的愁。

过去，瓮安县建中镇村民要到一水之隔的开阳县，
只能顺着山路往下走一两个小时，到达河谷后搭乘渡船
才能过河。如今，两岸通行仅需几分钟。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隔山喊得应，见面要半
天”。历史上，高山峡谷、大江大河阻隔了贵州与外界的交
流，也阻碍了贵州交通的发展。致富要修路，修路必修桥，
近年来，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截至去年底，贵
州已经建成公路桥梁21509座，其中农村公路桥梁8971座，
几乎包揽当今世界全部桥型，被誉为“桥梁博物馆”。

有统计显示，世界上著名的100座公路大桥中，贵州占
了40座，其中9座世界级特大桥梁。贵州桥不仅是构筑物，
更成为一处处旅游景观，一座座桥梁，成为连接全省493万
农村贫困人口的民生桥、产业桥、致富桥。

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工作人员介绍，贵州正
积极培育桥旅新业态，依托桥梁资源，开展沿线特色主
题服务区，发展“黔通途”APP 等交通大数据，提升交
通旅游出行信息服务水平。

放眼中国，从东部沿海到西藏高原，从冰封北国到
旖旎南疆，遍布着大大小小桥梁。如今，中国公路桥梁
数量已超过80万座，铁路桥梁数量超过20万座，高铁桥
梁累积长度超过1万公里，成为世界第一桥梁大国。

中国桥梁的黄金时代

中国桥梁跨过山谷和大海，将各地紧密连接在一
起。跨江、跨河等大跨度桥梁的建设正成为桥梁工程的
发展主流，同时中国开始了跨海工程建设，先后建成了东
海、杭州湾、胶州湾和舟山连岛等10多个跨海大桥工程。

跨越珠江口、飞越伶仃洋，港珠澳大桥屹立在中国
南海。这是当今世界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大桥
之一，全长 55公里，桥梁主体工程全长约 29.6公里，被
称为“世纪工程”。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桥梁建设经验。早在商
周时期，就已出现石梁桥、石拱桥、浮桥等桥型，3000
年前，索桥就已经出现。隋朝李春主持修建的赵州桥享
誉世界，其排洪技术在大约800年后才出现在欧洲。

然而，当西方国家开始现代桥梁建设时，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却停滞了，桥梁建设也开始衰落，只有茅以升
等中国工程师主持设计并监造了钱塘江大桥。直到新中
国成立，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才获得了新生。

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从此“一桥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后，中国桥梁建设迎来了黄金时代。
1988 年，上海南浦大桥动工建设，中国实现了从建

造200多米跨度的斜拉桥向建造主跨423米的组合梁斜拉
桥的突破；1993 年，上海自行设计、施工建成了当时世
界最大跨度的斜拉桥杨浦大桥，主跨达 602米；1999年，
中国第一座超千米 （主跨 1385米） 的悬索桥江阴长江大
桥建成通车。从百米级到千米级，中国正以令世人惊叹
的规模和速度迈向世界桥梁强国之列。

“中国桥梁在古代基本上保持了领先水平，近代虽然
建桥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
们奋起直追，用 60 多年的时间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长大桥建养工程研发中心主
任雷俊卿教授说。

全球建桥水平“先行者”

夏有台风，冬有季风，一年刮6级以上大风的日子达
到330天。福建平潭海峡，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

界三大风口海域，被称为“建桥禁区”。
在这里，福平铁路平潭海峡特大桥正在建设中。

“我一辈子都和桥打交道，之前虽然也对工程情况有
初步了解，但来到现场一看，还是被震惊到了！”中国
铁建大桥局副总经理兼福平铁路项目经理纪尊众介
绍，这座桥从工程本身看似难度不大，但是平潭海峡
风大、水文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大规模的海上桥墩
群施工，使其成为目前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公
铁两用大桥之一。

施工海域最大水深42米，最大潮差7.0米，最大浪高
2.71米，一个浪涌上来，甚至会将钢缆扯断。怎么建？中
铁大桥局集团和中国铁建大桥局的建设者们“吃技术
饭，打设备仗”，自主研发了埋植式钢混组合海上平台、
双孔连做造桥机、大直径 （4.5米） 钻孔桩、斜拉桥边跨
的整孔吊装技术，在海床裸岩上安装大型海上施工平
台，这些技术都属于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这样的创新设计和建造技术在中国桥梁行业算是
“家常便饭”。在世界桥梁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世界桥
梁建设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
纪看中国。在世界排前 10名的长大跨梁桥、拱桥、斜拉
桥、悬索桥中，中国都各自占据了一半的数量。

——云贵两省交界处，北盘江特大桥高空耸立，桥
面到谷底垂直高度565米，成为目前世界第一高桥；

——重庆朝天门大桥， 主跨为 552米，成为世界最
长的钢桁架拱桥；

——江苏南通，在建的主跨 1092 米的沪通长江大
桥，再度刷新世界公铁两用斜拉桥跨度纪录；

——湖北武汉，在建的主跨 1700 米的杨泗港长江大
桥一跨过江，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索桥；

“就建桥水平来说，中国目前绝对是全球的‘先行
者’，世界上所有有难度、创纪录的桥梁，大部分由中国
建造。”雷俊卿向记者介绍说，桥梁高度和跨度是衡量一
座桥梁建设技术的重要指标，中国在特大跨度桥梁建造
技术、跨海峡长桥建设以及深水桥梁基础建设等方面均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立得住叫得响的中国名片

中国桥梁不只在国内开花，也在进军海外，将最先
进的造桥技术延伸到全球各地，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受惠。

近年来，中国桥梁以国际竞标、国内投资带资修
建、商务援助、援建等多种模式，一步一步走向世
界。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马来西亚槟城二桥、孟
加拉国帕德玛大桥、塞尔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巴
拿马运河三桥、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等“中国
桥梁”，正成为世界建筑舞台上立得住、叫得响的中国
制造名片。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桥梁建设者们也在不断学
习，总结经验。如何同时保证中国桥的“高速度”和

“高质量”，成为中国建设者们面临的挑战。
“中国桥梁技术虽然在这几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某些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雷俊卿
说，比如，中国桥梁设计的精细化、施工技术工业化程
度还不够高，桥梁在新结构和高性能材料的研究和应用
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桥梁信息化 BIM 技术和自编软
件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

如何加强桥梁技术创新，让中国桥梁更好地走向世
界？雷俊卿建议，要促进桥梁项目设计和管理软件的开
发和应用，加强桥梁基础科学的试验研究，建立科学的
工程项目管理体系，同时还要加快国际桥梁工程标准规
范的信息与市场网络建设，与国外机构建立固定的标准
规范信息交换制度，使我们在充分了解国际市场的同
时，也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可。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自明表示，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桥梁实现了从追赶到跨越的梦想，今天
我们正在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拓展桥梁建造技
术，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按市场规律办事。使得我们
的桥梁建造技术能够满足国内外的重大需求，实现持续
不断的跨越。

屡破全球纪录 总数超百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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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自古就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山河之间，一座座大
桥使道路变得通畅平坦，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

如今，中国桥梁已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精彩转身。
桥梁不仅代表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最高水平，也成

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符号。
专家表示，中国桥梁建设技术总体上进入国际先进

水平，一座座世界级桥梁相继落成，让中国从桥梁大国
迈向桥梁强国。

位于马尔代夫的中马友谊大桥，被当地
人亲切地称为“ChinaBridge（中国大桥）”。这
座连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和机场岛的桥梁，
是世界上首次在珊瑚礁上建造的跨海大桥。

如今，中国建设的桥梁遍布世界各
地。从美国新海湾大桥到多瑙河上的塞尔
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从马尔代夫中马友
谊大桥到库拉西尼海湾的尼雷尔跨海大
桥，无论是江河湖海，还是深山峡谷，中
国桥都是最鲜明的国家名片。

世界遍布中国桥，世界认可中国桥，与
中国桥的“先进”“安全”“稳固”等特点密切
相关。近十几年来，中国几乎每年都在刷新
着世界桥梁建设的纪录。数据显示，目前世
界排名前 10 位的跨海长桥中，中国占据 6
座。它们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让“中国桥”
成为体现中国工匠精神、展示中国形象、
联通中外友谊的国家品牌。

恪守工匠精神是中国桥梁获得世界认
可的重要原因。一座赵州桥，在中国屹立了
1400 余年。如今，这种“赵州桥式”的工匠精
神正被中国桥梁建造者所继承，并且洒遍世
界。比如，中国承建方完成美国新海湾大桥
钢塔拼装工程时，全塔57万多个螺旋和螺孔
完美对接，拼装精度的误差达到1／2500，远
远低于合同约定的 1／1000……如今，中国
桥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

坚持创新意识是中国桥不断实现突破
的最大动力。被英国 《卫报》 称为“现代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拥有
世界上最长的沉管海底隧道，是中国建设
史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
梁。港珠澳大桥多项施工工艺和标准已达
国际领先水平，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工
法”，催生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
备，在多个领域填补了空白，形成了走向
世界的“中国标准”。港珠澳大桥不仅代表
中国桥梁的最先进水平，更是中国创新能
力的体现。在建桥技术上，中国已拥有千米
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套技术、跨海特大跨径

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等多项尖端技术。
树立共赢理念是中国桥走向世界的精

神力量。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西南方向的库拉西尼海湾，由中国企业建
造的东非最大斜拉式跨海大桥飞架南北两
岸。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坦桑尼亚人民就
梦想建造一座跨海大桥，但受到当地经
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梦想一直未能
实现。而用中国技术建造的尼雷尔跨海大
桥，不仅实现了当地民众多年的夙愿，在
早晚高峰时段为当地民众节省约1小时的通

行时间，更为坦桑尼亚提供了超过 1000个
劳动岗位，并把中国技术与管理经验留在
当地，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无论是
在欧美地区打造“中国建造”的国家名片，还
是在非洲地区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中国正在
成为21世纪全球优质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在
促进世界互联互通、增进中外人民友谊方
面，“中国桥”也越来越超出其本来意义，成
为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象征。这也是
中国桥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形象、成为中国
名片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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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贵
州省的毕都高速
北盘江大桥。

（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供图）
◀ 图为平潭海

峡跨海大桥大规
模海上桥墩群施
工现场。

林 平摄
（中国铁建大桥
局供图）

▲ 南通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航道桥▲ 南通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航道桥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拱桥
该桥采用主跨 336米刚性梁柔性拱桥

结构。图为美丽夕阳中的沪通长江大桥天
生港航道桥。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 贵州罗甸大小井特大桥

世界最大跨径上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该桥主跨450米，全长1.5公里，是平

塘至罗甸高速公路关键性工程。图为 6月
30日，贵州省罗甸县拍摄的大小井特大桥
合龙现场。 刘朝富摄 （新华社发）

▲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拥有世界最高A型桥塔
南岸主塔高 271.5 米，相当于约 100 层楼房的高

度。图为 4 月 10 日，该桥南岸主塔成功封顶。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