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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位一年内变化最大落差
将近 20 米，船员凭肉眼又无法看到水
下情况，航标就是行轮的眼睛。”长江
老船长们都曾如是说。

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长
江使用的是煤油航标灯，每天晚上航
标工出航点灯，早晨出航收灯，日守孤
洲，夜守灯标；进入 70 年代后，航标灯
使用了电气化，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依然是要晚上开灯，早上关灯。

而且航标灯都是铁质的，一个航
标灯加上电池有好几十斤重。经常步
行十几里路，挑着这种铁质航标灯往
航标船上送，一线航标工郑启湘萌生
了一个想法，“要是能研制出一种轻便
的航标灯，把航道工人从繁重的劳动
中解脱出来就好了。”

敢想还要敢试。1987 年元月第一
盏全塑航标灯在长江中游投入使用，
也开启了“航标灯王”郑启湘的创新之
旅。从 1987 年到 2009 年间，针对航标
灯的节能、环保技术，郑启湘及其团队
以勇于攻关的创新精神，引发了航标
灯的 10 次革新，推动了新材料、新能
源、新技术在航标灯上的应用。

如今，长江干线航道上的 6000 余
座航标已全部更换为新型太阳能一体
化航标灯。该型灯使用 LED 冷光源替
代了使用 20 多年的白炽灯泡、霓虹灯
管，视距大幅增加，一下子由 2.5 公里
提高到了 5 公里以上，耗电量却只有
原来的三分之一。

“即使在大雾大雨的天气里，也能
一眼看到它！”船员们欣喜不已。

同样高兴的还有航道工人。“太阳
能一体化航标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劳
动强度和维护过程中的安全隐患风
险。”洪湖航道管理处航道员李先斌说。

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在照亮航路
的同时，也为长江添绿——过去长江
干线航道每年产生废旧蓄电池 1 万多
个，现在以太阳能为能源，在没有外力
碰撞的情况下，航标灯的使用寿命至
少达 3 年；由于新型航标灯故障率非
常低，专门为修理航标灯而进行的维
护出航大幅减少，航道维护成本也大
幅降低。

而这仅仅是长江航道闪耀的开
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长航人以“人
民满意”为目标，抓住交通运输转型发
展黄金时期，实施“擦亮行轮的眼睛”
航标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长江航道
的安全性、经济性和便捷性。

统一长江航标外形标识、实施航
标大型化工程、优化全线航标配布、规
范航标养护作业、开展航标新技术创
新与应用……从颜色到亮度，从尺寸
到标准，每一分改变都凝聚着航道人
聚焦公益服务的良苦用心。经过近一

年半的努力，“擦亮行轮的眼睛”航标
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长江全
线 5000余座浮标颜色鲜明、标识准确、
灯光明亮，受到了船舶的广泛好评。
变革没有止境。

过去 ,长江航道的船舶只能通过纸
质航道图查看航道情况，但纸质航道
图制作、更新、发布周期长，航行船舶
无法及时了解航道变化。

2006 年，长江航道局成立研发专
班，致力于长江电子航道图的研发、推
广和运用。经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和潜
心的研究，2011年 12月，长江电子航道
图系统上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长江航运
迈向信息化时代的新征程。同时，长江
航道局从 2016 年起免费为具备条件的
三类船舶安装长江电子航道图，目前长
江船舶总安装率已达到 85%。

2017 年，为进一步强化公益职责，
提升长江航道公共服务能力，长江航
道局着手开发电子航道图 APP，打造

“手掌上的航道”，提供“指尖上的服
务”。如今，船员掏出手机，就可获得
水位、水深、碍航物、港口、码头、桥梁、
锚地停泊区等大量丰富的信息。借助
船载卫星导航终端，辅助船舶航行，就
如同汽车上使用的导航仪，方便、实
用、安全、快捷 ,航运效率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一段段“数字航道”在长江
干线扎根发芽。

目前，长江航道已经实现航道实
际维护尺度每 7 天发布 1 次、长江干线
47 个站点预测水位信息 7 天滚动发
布、水位实测信息每天实时发布、年生
产电子航道图 1000 幅的能力。以门户
网站、长江电子航道图 APP、微信平
台、QQ 群等多种信息发布方式为基
础，以数据服务接口为补充的航道信
息服务体系业已初具雏形，为港航企
业、营运船舶提供及时、顺畅、便捷的
航道信息服务。

探 索、行 动、超 越 ……2017 年 以
来，长江航运船东满意度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这份满意的“民生答卷”，
浸透着长航人浓浓的民生情怀，更镌
刻着他们坚毅有恒的改革足迹。

40 年改革开放，彰显了时代精神；40 年改革开放，成就了民族梦想。
在这场伟大革命中，长航儿女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40 年砥砺奋进，他们步履不停，披荆斩棘，打通无数梗阻滩险，“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通支流”，让滔滔
江水畅快东流，汇成一条“水上高速公路”。

40 年初心不改，他们设标点灯，战滩斗水，从“保标、保深、保畅通”到“服务长江水运、服务沿江经济、服务流域百姓”，始
终奔走在改革的风口浪尖，让黄金水道逐渐释放黄金效益。

栉风沐雨四十载栉风沐雨四十载 水上高速贯东西水上高速贯东西
□ 全媒记者 程璐 魏鋆依 特约记者 李璐

航道水深是行轮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干线航道的建
设发展蹄疾而步稳。

以 1994 年长江中游界牌航道
整治为标志，国家对长江航道建设
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长江航道部
门按照“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
的建设思路，对长江干线航道 20
余段重点碍航滩险进行了有效治
理——

在下游，实施了罗湖洲、戴家
洲、牯牛沙、张南、马当、安庆、黑沙
洲、太子矶炸礁、土桥、江乌、口岸
直、福姜沙等航道整治工程，实现
了下游航道深水化；

在中游，实施了枝江—江口、
沙市、瓦马、碾子湾、藕池口、窑监
等航道整治工程，有效改善了重点
碍航滩险的航道条件，缓解了中游
枯水期通航紧张局面；

在上游，结合三峡工程建设，
实施了库区助航设施淹没复建、三
峡库区航路改革配套建设工程和
库区炸礁工程，清除了库尾航道的
安全隐患，库区航道得到了根本改
善；尤其是泸渝段、叙泸段一、二
期航道整治工程实施后，重庆以上
河段航道等级提高到三级，并且历
史性地实现了干线航道全河段昼
夜通航。

随着“十一五”期长江干线叙
泸段二期航道整治工程的竣工验
收，长江航道结束了过去航道管理

与养护“靠天吃饭”的局面，长江
干线 2687.8 公里航道全部达三级
或三级以上航道标准，率先在全国
内河实现了高等级航道的全线贯
通，基本实现长江航道 2020 年建
设规划目标。

一寸水深一寸金。通航能力
的显著提升，让长江航运绽放出

“黄金效益”。 2012 年一年，长江
全线货物通过量就高达 18 亿吨，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美国密西西比
河和欧洲莱茵河运量的总和。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
砺行。“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
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
造成黄金水道。”2013 年 7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的铿
锵话语，为长江航道发展再一次明
确方向。

一组数字见证着长江航道跨
越 发 展 的 加 速 度 。“ 十 二 五 ”期
间，实施航道整治工程 25 个，累
计完成航道整治投资 85.5 亿元，
是“十一五”的 2.56 倍，再创历史
新高。配合推进下游深水航道建
设，12.5 米深水航道初通南通；加
强中游航道整治，荆江航道整治
工程完工试运行，通航“瓶颈”初
步打通；推进上游航道建设，航
道等级全面提升。 1907 公里的干
线航道得到治理，其中 508 公里
达到一级航道标准。长江干线航
道 2020 年规划治理目标提前 5 年

基本实现，全部达到国家高等级
航道标准。

长江航运货运量随之大幅攀
升。2017年长江干线年货运量达到
25亿吨，较 2012年增长了 38.9%，且
2007 至 2017 年连续 11 年刷新世界
内河航运记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

界第一大河。
长江水运物流业“降本增效”

明显。经测算，对于一艘航行于重
庆至上海的 5000 吨级船舶来说，
2017 年比 2012 年每个航次平均可
多装载 850 吨货物，产生运费效益
约 5.1万元。

万里长江，源远流长，长江南
京以下到入海口，江水一直在奔
腾，江底已今非昔比。这一切，得
益于长江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工
程。

从 1998 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
理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到 2018 年
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二
期工程试运行，随着日历翻过，航
道水深也在一步步“跨栏”：7 米，
8.5 米，10 米，12.5 米。20 年过去，
当年的浅滩上，如今船行如歌，
12.5 米深水航道从长江口直通南
京，远洋巨轮顺畅地在长江口双向
通航。

长江口航道拓深，是一道世界
级难题。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13.7
米水深航道工程，用了 150 多年；
英国的莫塞河 13.6 米水深航道工
程，用了 45年。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
放春风吹过，地处长江出海口的上
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门户，成
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那时
候，长三角地区船舶载重总吨位已

经比整个欧洲的内河运力规模还
要大。”一位老航运人回忆。

但由于河口特有的水沙运动，
长江口形成了长达数十公里的“拦
门沙”水域，靠年年疏浚勉强维持
的 7 米水深，已无法满足上海港进
出船舶大型化的需求。畅通长江
口“卡脖子”航道成为长三角对外
开放最紧迫的诉求！

1998 年 1 月 27 日，长江口深水
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开工建设，拉开
了中国水运建设史上最为波澜壮
阔的一幕。

13 年风雨建设，广大工程建
设者先后攻克了一期工程航道骤
淤、二期工程地基土软化、三期
工程局部航道增深困难等多项重
大技术难题，筑起了绵亘近 170
公里的海上长城，完成了超过 3
亿立方的疏浚量，实现了航道水
深由 7 米至 12.5 米的巨大跨越。
作为人类探索大自然的杰作，长
江口拦门沙航道的开通已被《中
国国家地理》编入中国百年地理
大发现。

巨轮畅行江海，东方大港化茧
成蝶，而深水航道的梦想仍在延
伸。

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
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要
求“稳步推进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
道向上延伸工程”。同年 11 月，交
通运输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
组织实施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
工程。

最恢宏的书写，源于精神；最
执着的追求，始自信心。此后 7 年
里，长江航道人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进取心态
和精神状态，一次次爬坡过坎，一
次次创造奇迹。一期工程太仓至
南通段（56 公里）2015 年竣工验收
后，二期工程南通至南京段（227
公里）提前半年完成建设目标。

这成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与
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航道通过
能力提高一倍，交通走廊主骨架的
功能进一步增强。

一项数据显示：受益于深水航
道，2016 年，上海港邮轮旅客吞吐
量 289.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2%，
成为全球第四大邮轮港。不仅如
此，长江口深水航道的运营，增加
了数十公里的深水岸线，为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港口建设创造更优越
的条件。

“尝甜头”的何止上海？ 12.5
米深水航道延伸到南京港后，南京
港一跃成为距中部、西部地区最近
的沿海深水港，解除了发展的最大
制约因素。据测算，航道由 10.5 米
提升到 12.5 米后，南京本地所需货

物运输费用因为船舶大型化带来
的节约每年大约 10 亿元，直接拉
动 GDP增长大约 25亿元。

目光转向中游。“一点弯，点点
弯；一滩变，滩滩变。”人们常常用
这句话形容历史上的荆江。 2013
年 9月 14日，为了全面提升长江黄
金水道通过能力，打通中游航运

“瓶颈”，发挥长江航运整体效益，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开工建设。

这是长江中下游沙质河床首
个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工程，面临
着众多世界性难题。这里洪灾频
繁，如果因建设束水工程抬高水
位，将影响整个荆州地区的防洪；
这里泥沙沉积，治理关键在众多小
小的沙洲之上；这里物种丰富，有

“四大家鱼”保护区，麋鹿、白鳍豚
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要治理好荆江航道，需要建设
者同时兼顾防洪、生态与河势变
化。

为攻克这个难题，长江航道人
在 50 多年对荆江河段航道观测的
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航道滩槽联动
性的“固滩稳槽”整治新方法，研
发了系列长河段系统治理物新结
构、新工艺，探索了贯穿生态保护
新理念的航道治理技术，形成了大
型枢纽运行下长河段航道系统整
治成套技术。

如今，困扰长江中游航运多年
的“卡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
的是一段连接长江上下游，衔接沿
江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优良
航道。

▲2011 年，全国内河高等级航道十二五建设正式启动，标志着内
河水运拉开新一轮发展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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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航道工人悬崖设标。

▲长江下游深水航道整治施工。

▲长江航道岸标维护。

▼长江航道疏浚维护作业。

▼指尖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

本版图片由长江航务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