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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有
这样一条路，
现在被炎炎高

温笼罩着，到处都是热、
热、热。

这条路起自梅林街道
方前村，止于老甬临线山
河岭公铁立交处，相接于
甬临复线。全长 11 公里
多，四至六车道，一级公
路。

宁海县始建于西晋太
康元年，四周皆山，县城建
在一块狭长的空间里。千
年里只长成枣核般大小，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
几年间，突然膨大成拳头
般。这一口吃成的胖子，带
来的烦恼是显而易见的。
南北穿城公路从原来的一
条狭窄的兴宁路，增加了
东边宽阔的桃源路和兴海
路，可就算是拓宽了兴宁
路，三条大路如三个壮汉，
每天的近 5 万辆过境车
辆，加上繁多的城内车辆，
在它们的互相挤轧下，早
已不堪重负而气喘吁吁。

县城的最西边，必须
得有一条路，就叫西环路，
建成后至少可分流一半以
上的过境车辆。否则这个
县城要瘫痪了。

可是，这里原本没有
路，有的是山、河、田野、村
庄、城乡接合部。还要与过
境的铁路与高速公路并
行，铺这样一条路，难度是
十分巨大的。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
些共产党员干什么？”交通
系统的建设者们时常想起
县委书记杨勇常说的一句
话，“我们是一支勇立潮
头、勇挑重担、勇争一流的
宁海铁军！”

第一难：征地拆迁。
征地就是征用土地，拆迁就是

将原有的建筑拆除迁移至别处。中
国汉字中的四个看来简单的字，却
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如何在国家重
点工程推进中捍卫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这是一个严峻考验。从理论上
说，交通设施条件的改善，为的是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两
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其中，后者才是
真正的目的。而群众的利益高于一
切，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

在迁移意愿上，沿线人民群众
的选择是愿意。中国农民在这一点
上，永远与政府保持一致。这是别
的国家制度所无法比拟的。要不，
中国这几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是
如何完成的？

然而，征迁的速度却不如原来
的预想。一直与大山为伴的村民
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居所
已经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拆
迁而身价倍增。负责征迁工作的同
志心里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就需
要换位思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任谁也矜持不了，况且，这是合法
的权益。跃龙街道的檀树头村，在
红线内有 35户需要拆迁。户多，人
杂，难题多，工作严重受阻。按规
定，县里重点工程由镇乡街道负责
征迁工作。跃龙街道组织一班人来
到村里，先是下重力气帮助完善了
村级组织，弥合了由于历史原因造
成的尖锐矛盾。在村党支部和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的支持下，展开全面
的工作。开会，座谈，上门，说理明
事，举一反三，掏心掏肺，苦口婆
心。村里卵石路走到头有多少步
数，都数得清了。院子里咬人的狗，
也伏首吻裤脚了。都知道谁家门的
锁匙放哪角落了。上门最多的一
家，走了五六十次。夜深了，连夜鸟
也不叫了，周围传来酣睡的呼噜
声。主人不断地打哈欠，说：“我服
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这边说动了心，那边却没有搬

迁再造的屋基，于是四处找寻。可
是，好不容易完成屋基的土地使用
报批手续，拆迁的村民一看，摇摇
头。问，为何？村民继续摇头，似乎
失望的连话也懒得说。再三询问，
回答：坟滩地，不吉。干部中多知书
达礼深谙传统文化之人，其中一位
干部和村民说，祖宗葬地，是吉祥
之地。村民觉得有理。干部们乘势
说，路是财路，阻止是下策。村民信
服了。“若要富，先造路”，这道理大
家都懂。房屋拆迁终于完成了。

葛为益、杨跃胜他们在为村民
迁坟奔忙。从某种意义上说，坟墓与
民居同样重要。尤其是檀树头村和
梅林街道沿线的坟墓特别多，全线
有几万穴。征迁小组的同志先是原
地踏勘，用竹签标号，再登记造册，
待人认领，并一一给予迁葬补贴。

负责土地山林征迁的同志同样
冒着酷暑在工作。山林的评估比土
地更难，首先是界址不明显，再是地
表的果木，因为品种、生长期不同而
不同。这些都没有难倒同志们。

其间也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
某些见钱眼开的人，在公路红线划
定后，偷偷地在红线内抢种名贵苗
木，以期高额的赔偿。建设者对这
些陋习坚决不忍让，跃龙街道和梅
林街道出动了小分队给予清除，且
对事主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一）

一条路是如何铺成的一条路是如何铺成的

第二难：西环线与铁路、高速公
路并行。

2009 年下半年，施工合同签订
后几天，铁路就开通运行。西环线全
线开工后，平原地区的路基施工在完
成政策处理的路段展开。而乌岩山隧
道 （分左右两洞） 离铁路隧道最近爆
破净距只有 46 米，同时下穿高速公
路，其顶上净距只有 4.6 米。涉及铁
路和高速公路的爆破有严格的规定，
其报批手续办理极其复杂和缓慢，大
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爆破工程立即进
入死胡同。

2010 年 6 月 1 日首次的报批被上
海铁路局否定。

2011 年初，铁路部门同意进行方
案论证。不断地认证，不断地评审。

2011 年 7 月 22 日，上海铁路局
原则同意专家论证。

2013年 1月 14日开始，6次试爆
破。

从报批到同意，经历了三年零三
个月。

然而，这只是个开头，真正的考
验还在后边。

“天窗时间”，终于像天使，又像
魔鬼，出现在建设者面前。在一线先
是担任科长后成为副指挥的童孟胜苦
笑着说。

这条铁路是我国最为繁忙的贯穿
南北的铁路线之一。23：30 至次日凌
晨的 3：30暂停“营业”，这段时间被称
为“天窗时间”，一般用于铁路内部的
维修。铁路部门在权衡各地需要的前
提下，十分慷慨大度，同意为宁海西环
线的隧道施工开启一周四个“天窗”。
但在实际操作时，只有二至三个。在建
设指挥部提前一个月申报、提前七天
周报、提前一天日报的基础上，一个

“天窗时间”终于到来。
人们的心情不只是欣喜，还有担

忧。
21：30。提前到达的供电段、维

管段、电务段、铁路公安处、宁波工
务段、车务段、上海通信段的工程技
术专家，包括铁路相关负责人，在宁
海火车站的网上视频报到。

同时，铁路台州南维修车间一辆
轨道检修车向宁海施工点悄悄驶来，
车上载的是铁路检修人员。

23：30。当最后一辆列车通过
后，上海铁路局调度室根据“天窗施
工计划”下达天窗开启命令代码，铁
路现场施工负责人再向公路施工负责
人转达命令。视频画面里的指挥员包
括现场施工负责人，神色严峻。这不
亚于一场战役的开始。

炸药运至隧道掌子面，掌子面上
已经事先凿好装药孔。现场有一位高
薪聘请的爆破专业的高级工程师，作
为技术负责人，由他审定每一次爆炸
方案。

装药之前，由上海铁路局下属工
务检测所专业人员，在相邻的铁路隧
道中安装爆破震动检测仪器。仅这就
要费时半个小时以上。

同时，有几个安全巡逻队已经在
几个路口巡走，在固定哨位观察，并
封锁了几个道口。最后，全部安全信
息用对讲机报告汇总后，现场技术负
责人下达点炮指令。

倒 计 时 开 始 ：“3、 2、 1， 起
爆！”专业起爆手按下按钮。瞬时，
隧道里传来霹雳似巨响。

爆破声过后，有三批队伍马上分
头行动。铁路方面的供电、通信、工
务、维管、电务五大块维修人员沿铁

路全面排查；检测所专业人员进入隧
道读数据拆仪器，最大的爆破震动值
马上反馈到现场指挥。现场指挥立即
与铁路现场负责人用事先设定的理论
数值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超限，分析
原因，甚至好几次停工整改；公路隧
道施工队进入隧道，通风排险，处理
和排除盲炮，再出渣。出渣后进行测
量，评估爆破效果和进尺，有无超挖
欠挖现象，有无塌方等。

沿线的维修检测人员退出通道门
外，回复上海铁路局调度室可以关闭
施工“天窗”。理论上的规定是 3：
30 之前关闭，为了确保安全，一般
要求在 1：30前结束爆破。其余的时
间用来救急或弥补意外。

多少个深夜，建设者与星辰为
伴，在每个“天窗时间”，按动着爆
破的按钮。一声沉闷的巨响，从隧道
的深处传来，他们的心就悬在半空，
不是担心爆破效果不理想，就是担心
响动打扰了周围檀树头村的村民和工
商学院师生的清梦。

一次又一次，一晚又一晚，加上
演练，建设者们在乌岩山隧道掘进中
一共放了 180 多炮。也就是说，180
多个夜晚，他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
觉，直到此方案被另一个方案取代。

高速公路的施工在安全允许的前
提下没有时间限制，但铁路只允许每
周二三个“天窗时间”，节假日全面
停止。高速公路的安全前提是控制震
动值，原来一炮进尺最小是 1.5 至 2
米，这里的批准方案是每炮只能进尺
1 至 1.5 米。原来一个断面的爆破，
只需要一炮或二炮，但这里需要八
炮。而八炮需要八个铁路的“天窗时
间”。按理论计算，隧道的下穿段一
共 70 米，至少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
贯通。夹在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个“巨
人”间的“小弟”处境艰难。

有时候退却不是懦弱，西环线建
设者们想到了非爆破开挖方案。

国内的大型开挖机械生产企业有
“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工人的
身影很快出现在建设工地上，但没多
久又因为成本高、进度慢，不得不撤
出。紧接着，又有八员“大将”轮番
亮相：绳锯、霹雳枪、霹雳棒、大型
霹雳机、化学膨胀液体静态爆破，甚
至只在军队中使用的二氧化碳爆破等
方式，一共八种，全部试了一遍。每
一次试用，建设者都以为离目标近了
些，其实都不理想。

真的是应了一句“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奉
化有一个小型设备厂生产岩石锯。拉
来岩石锯一试，势如破竹。刚锯开一
条深缝的岩石，就被液压破碎锤打
碎。呵呵，果然了得！

用岩石锯虽比以前快了很多，每
周的进度有 1.5 米，但仍然达不到要
求。为了加快速度，建设者在四个掌
子面同时投入一套设备，每周的进度
在 6米以上。乌岩山的左洞不久终于
通了，可是右洞遇到了更硬的石头。
而岩石锯碰上一定硬度的石头后，工
效也是大幅下滑。其实，不下滑才是
怪事呢，除非它具有神力。

而真有神力的是具有某种精神的
人。宁海交通的建设者，从不气馁，
他们在一个月只有 2 至 3 米的隧道挖
掘进度中，坚持，坚持，再坚持。

“瞿——瞿——”这是岩石锯的
声音；“乓！乓乓！”这是液压破碎锤
的声音。

（二）

第三难：管线迁移。
西环线原初规划设计是过境公路，

想不到这些年城市迅速扩张后，它成了
市政道路。市政道路很容易染上城市通
病，亏得建设者头脑清醒，在施工中不断
调整方案，使得管线迁移等难题在第一
时间得到了解决。尽管也为之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但总比建好路再不断地剖开
要好上千百倍。

难题一个个列队而来。路面下光
管子就有 4 根：供水管，涉及市民的生
活饮用；燃气管，涉及居民和企业用

气；雨水管，涉及城区排水；污水管，涉
及城区排污。相关的产权单位有水务
集团、燃气管道公司、住建局、水利局、
环保局。线有几条？广电光缆1条，涉及
居民广播电视；电信光缆、移动光缆和军
用光缆若干条，涉及居民通讯、网络和国
防安全；高压线包括铁塔若干，涉及供
电。相关的产权单位，既有县内的电信、
移动、供电，更有军队和上级供电部门。
每一个产权单位都有门槛，有高的，有
低的，有不高不低的。有近的，有远的，
有不远不近的。有敞开的，有封闭的，

有半开半闭的。但不管如何，这些门必
须得进，这些门槛必须好好迈。

像西环线这样的工程，全市还有好
多。快捷提前完工者有之，平稳按期者有
之，超期者亦有之，但每个工程背后都有
令人难忘的故事；像参与西环线施工的
建设者，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在每一个需
要奉献的岗位上，还有很多，很多。

乌岩山隧道的左洞已经贯通，目
前正在进行装饰施工。8月底，西环线
就要全线开通了。尽管右洞仍在掘进
中，日夜不停，但左洞会暂时替代它的
通车功能。

“乓！乓乓！”那是钢铁与岩石相触相
碰的声音。不，那是建设者不屈不挠的心
跳声，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前进的力量。
（西环线建设现场照片由赵士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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