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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0日上午，台风“狮子山”来袭，全省
普降大雨，公路养护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公路时发现，
G98海南环岛高速K453+900处珠碧江大桥右幅（昌江
往海口方向）桥基出现沉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为了保障通行安全，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采取应
急措施，协调属地交警部门对该路段采取右幅封闭管制
措施；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要求，组织设
计、监理、勘察、施工等单位专家展开现场调查，并召开
专题会议协调解决抢修工作。

据分析，大桥险情主要是受到台风“狮子山”影响，
连日暴雨洪水冲刷桥基础导致桥面出现沉陷，同时大桥
附近河道集中洪水冲击力大，以及上下游长期挖沙导致
河床下陷也是重要原因。

针对桥面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省交通运输厅根
据有关规定，最终决定按应急水毁抢修方式实施桥梁
抢通工作，直接委托省路桥集团承担珠碧江大桥发生
险情路段的抢通施工，并由省公路管理局作为项目代
建单位。

珠碧江大桥所在的G98海南环岛高速是全岛交通
大动脉，又临近岁末，既要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又必须尽
量减少交通管制时间，还要保障工程质量不打折扣，抢
修工作的确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2007年以来，省路桥集团旗下海南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作为我省公路战备工程保障大队第二中队，出色地完
成了G98环海南岛高速万宁段抢修、博鳌滨海大道应急
抢修工程等多项应急抢险任务，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等重大活动提供了道路畅通保证。

这一次，他们再度临危受命，展现省属国企和“筑路
铁军”的担当。

省路桥集团主要负责人说，该公司去年10月11日
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抢修工作领导小
组，抵达现场部署抢险工作，制定施工方案，同时连夜从
公司全省各项目上紧急调集工人和机械设备，11日当晚
10点就集结了近80名精兵强将，5台挖掘机、1台推土
机也迅速到位，立即投入抢险工作。

珠碧江大桥抢修项目现场机械部长陈华就是11日
晚上最早到达现场的一员。当时他正在万宁参与农村
公路建设，接到任务后二话不说，带上随身衣物立即驱
车赶往珠碧江大桥，一干就是三个多月，中途不曾离开。

而这，几乎是参与珠碧江大桥抢修工作的数百名海
南路桥人的工作常态。

“我们到达珠碧江大桥的时候，天还下着雨，而且18
号台风‘圆规’马上也要到了，如何在两次台风间隙抓紧
分流河水，减轻台风‘圆规’带来的雨水再次对出现险情
的桥墩基础冲刷是当务之急。”陈华说。

省路桥集团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珠碧江大桥
进行桥下河水导流和桥墩基础围堰施工，在尝试小沙
包围堵不成功后，该公司还立即从海口连夜调集上千
个预压沙袋进行围堰，终于在台风“圆规”带来的雨水
到达前，分流了江水，最大程度保障珠碧江大桥的整
体安全。

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公路管理局对珠碧江
大桥抢修工作高度重视，要求保安全高质量按工期完成
应急水毁抢修任务，确保春节前通车。

2021年11月底，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巴特
尔现场调研时强调，要充分认识抢修工作的重要性，要
带着“为省委、省政府分忧、为自贸港建设争光、为地区
经济发展作贡献、为战备应急队伍展示形象”的情怀来
完成抢修工作；同时要按照既定的抢修方案，细化管理，
保质保量保工期，使项目经得起检查，更要始终把安全
生产放在突出位置。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马咏华近日在大桥通车前
现场调研时表示，省路桥集团在抢修建设中主动担当、
高效执行，彰显了国企的责任担当，要继续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要求，圆满完成抢修后续任务并做好竣工验收，
并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为老百姓办实事，为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

抢修期间，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刘闯7次赴现场
调研办公，协调解决实际施工困难，该厅还成立了技术
专家组，负责为应急抢修工程提供技术服务，确保项目
有力推进。

1月15日，位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境内的G98环岛高速公路珠碧
江大桥应急水毁抢修工程项目通
过验收，并于当天下午5时正式恢
复通车，崭新的桥面上车潮涌动，
车来车往的热闹景象重现。

2021年 10月10日，受17号
台风“狮子山”影响，洪水暴发，冲
刷致使珠碧江大桥5号桥墩下沉、
倾斜，大桥出现险情，环岛高速公
路大动脉面临梗阻。

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对
此高度重视，要求迅速处置，确保
群众出行安全；省交通运输厅第一
时间展开调查部署，在查明险情原
因基础上，根据有关规定，按应急
水毁抢修方式实施桥梁抢通；海南
省路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起大桥抢修复通任务，从全省项
目上抽调精干力量，克服重重困
难，仅用了97天就高质量完成了
抢修工作，在今年春运工作启动前
恢复大桥通车，比原计划提前整整
10天，确保群众出行顺畅，也彰显
了该公司作为省属国企和省公路
战备工程保障大队的担当精神。

历时3个多月，在省交通运输厅指导下，省路桥集团完成珠碧江大桥抢通施工，比计划提前10天通车——

“珠”联“碧”合复通途

大桥抢修工作在天气恶劣的条件下展开，首
先摆在路桥人眼前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不影响大
桥整体安全的情况下，拆掉有安全隐患的部分，
最终施工队伍选择用4部炮机从两端同时作业，
用了整整4个小时先打断伸缩缝连接口，再逐步
破拆，终于顺利拆除难度最大、危险性最强的5、
6、7跨桥梁，为后续抢修工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围堰施工和水中打桩作业同样困
难重重，特别是要在河床和暴雨中打桩可能会对
机械造成损伤，很多桩机业主都不愿意租赁设
备。但抢修工作时间不等人，为此省路桥集团不
惜成本动用了目前岛内最先进的打桩设备。

“我们桩基础施工采用的是目前岛内最先进
的履带式410/415型的两台旋挖钻机、一台冲击
钻、两台打板机、3台25吨吊车，60个工人分三班
倒施工，做到换人但机器不停。”海南路桥工程公
司副总经理、抢修项目现场负责人陈纪锋说。

不仅是桩基础施工，现场施工各环节工人们
以及管理者几乎都是三班倒，抢修施工现场的机
械轰鸣声24小时里，只有工人吃饭的个把小时
里才会短暂停歇一下。

预制梁同样是抢修工作的一大难题。一般来
说，桥梁施工的箱梁都要在工地附近建设梁场预
制，但建梁场需要征地还要进行场地硬化，时间根
本等不得，好在省路桥集团参建的国道G360文临
公路土建11标的210根箱梁都已预制完成，梁场
还未拆除，正好可以增加底膜加以使用。

施工方在与专家沟通后，将该梁场的底座增
加到25个，并动用了两台80吨龙门吊、6辆砼罐
车、四套半模板，50个工人分三班倒施工，终于将
90片箱梁保质保量制造完成。

但箱梁制作好又面临新的难题，每片重达20
吨至32吨的箱梁要动用大型货车从箱梁所在的
临高县运往珠碧江大桥现场，全程108公里，途
中交通安全是个问题，最终经过省公路管理局协
调，路政部门与沿线交警部门一路派车护送，并
在车身贴好反光标志，终于将这些庞然大物安全
送抵施工现场。

不仅梁场是从G360项目上“借用”的，抢修
工作的工人们也全都是从省路桥集团全省各重
点项目上“借”来。桥梁工班长周相清就一直穿
着印有“G360TJ11标”的橙色工作服，在珠碧江
大桥抢修项目上忙了3个多月后，他们将再度回
到原来的项目上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正是这群穿着五颜六色工作服临时征集起
来的海南路桥人，重新撑起了珠碧江大桥。

当然，抢修工作顺利推进也离不开各种“四
新”技术的应用。该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邱
善雄说，项目不仅采用目前岛内最先进的履带式
410/415型旋挖钻机，日入岩可达2—2.5米，各
桩均采用全钢护筒施工，分节焊接，再用打板机
加压下沉放置；并采用目前岛内最大的卡特340/
349挖掘机；伸缩缝则采用高聚物快速结构修补
料，最快只要4个小时就能达到强度通车，从而缩
短了6天通车时间；在旧路面修补方面则采用了
西尔玛MS含砂雾封层技术，防水透气性能、抗滑
性能、抗老化耐腐蚀性能、抗松散性能、环保性能
都更好，路面也更加美化。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抢修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但全体参建者都把环保意识、绿色施工摆在
第一位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现场集中收集垃圾运往当地垃圾站；采用环
保材料施工，施工原料采取集中搅拌运输，也避
免了现场污染。

而最令陈纪锋欣慰的是，如此多的工人和
机器在狭小的作业面施工，时间紧任务重，但
始终按省交通运输厅和省路桥集团要求，做好
安全施工，未出现任何一起安全事故，“最高峰
桥梁下部有200多人同时施工作业，我们增加
了安全员，每道工序每台机械都要有一个安全
员盯着。”

●2021年10月10日，受17号台风“狮子山”
影响，洪水暴发，冲刷致使珠碧江大桥5号桥墩下
沉、倾斜，大桥出现险情，省交通运输厅迅速组织

专家前往现场调查处置

●2021年10月11日，险情发生次
日，省路桥集团集结精干力量第一时间
进驻施工现场，并编制了施工方案

●2021年10月14日，开始
桥梁危险段拆除工作，并于10月
25日拆除完成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月8日，短短45天内，完成
了90片16米长箱梁施工

●2021年11月9日至
11月26日，18天内完成16
根桩基施工

●2021年11月24日
至12月7日，两周完成墩
柱施工

●2021年12月1日
至 17日，半个多月内完
成8条盖梁施工

●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18日，完成大桥左幅
45片梁板吊装

● 2021 年 12 月 25
日至27日，顺利完成大桥
右幅45片梁板吊装

●2022年 1月8日，完
成双层沥青摊铺

● 2022 年 1 月
15 日，珠碧江大桥
抢修工程顺利完
成交工验收，并
于当日 17 时
正式通车，比
原计划提前
了整整10天

珠碧江大桥
抢修项目大事记

（本版策划 邵良 本版文字 邵良 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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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
管理局要求，珠碧江大桥抢修工作
要在2022年1月25日前完工，确保
春节前通车，满足群众春节出行需求。

省路桥集团坚持党建引领，不提条
件、不论险难，不断锤炼干部队伍的作风，用
国企强大社会责任感与筑路铁军速度，倒排工
期，严格按时间节点完成施工任务：

2021年10月11日，险情发生后次日，省路桥
集团就集结精干力量第一时间进驻施工现场，并编制
了施工方案；

10月14日开始桥梁危险段拆除工作，并于10月25
日拆除完成；10月25日至12月8日，短短45天内，完成了
90片16米长箱梁施工；

11月9日至11月26日，18天内完成16根桩基施工；
11月24日至12月7日，两周完成墩柱施工；
12月1日至17日，半个多月内完成8条盖梁施工；
12月16日至18日，完成大桥左幅45片梁板吊装；
12月25日至27日，又顺利完成右幅45片梁板吊装；
进入2022年，珠碧江大桥抢修施工的步伐继续稳中向前。1

月8日凌晨3时，一辆盖着厚厚棉被和双层帆布的车辆从省道
S203铺文线改造项目沥青搅拌站驶出，驶向珠碧江大桥，车上满载
着刚刚从沥青搅拌站出的热腾腾的沥青料。

陈纪锋说，抢修工作临近尾声，路面沥青摊铺又成了摆在他们
面前的最后一个大难题，由于项目用料有限且时间紧，现场建沥青
搅拌站显然不太现实，但附近项目的沥青又达不到施工要求，最后
找到了省道铺文线改造项目的沥青搅拌站，虽然该站的沥青符合
要求，但却也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200多公里的长距离运输，沥
青到现场后温度太低达不到要求怎么办。

为解决这一难题，该公司采用8台加装保温装置的12轮自卸
车进行沥青混合料运输，保温车辆车厢内部四周及底板焊罩5毫米
钢板，和原车厢外围形成5厘米间隙，在间隙中铺设高密度隔热岩
棉，再覆盖双层帆布和一层厚厚的棉被，确保不因长途运输造成车
厢外围沥青混合料温度流失，保证了沥青混合料的摊铺质量。

到了现场，施工队立即用专业温度计测量，显示沥青的温度是
173摄氏度，符合摊铺标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在两台摊铺机、两台光轮压路机、两台轮式压路机、一台
封层车、一台洒油车及30多名机手和工人的努力下，仅用了1天时
间就完成了两层沥青路面的摊铺。

自抢修工作开展以来，省路桥集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项目建
设，党员干部佩戴党徽、领导干部亮出党员身份靠前指挥，公司“党
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成为防汛抢修的排头兵，带领抢修队伍摸
清水毁问题、制定抢修方案、组织现场施工和紧盯关键工序，也成
为此次抢修工作高效推进的重要因素。

1月15日，G98环岛高速公路珠碧江大桥应急水毁抢修工程
项目顺利完成交工验收，于当日17时正式通车，比
原计划提前了整整10天。

当日恢复通车后，珠碧江大桥焕
然一新，桥面崭新平坦，桥下江水
流动，桥梁两边护栏挺拔地树
立在桥面上。17时整，桥梁
检测车、工程车、抢修应急
车从桥面缓缓通过，已
在珠碧江大桥抢修一
线奋战了三个多月的
各参建单位人员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现场一片欢腾。

“真的感谢所
有参建者，在短短
三个月就完成了这
么困难的抢修任务，
春节回家的路就更
顺畅了。”珠碧江大桥
恢复通车前，早已等在
路口准备上桥的旅客沈
女士说，以前自己开车经过
珠碧江大桥很多次，直到这几
个月要绕路才真正体会到大桥
的重要性，“没想到能在春节前通车，
以后大家真的要好好爱护这座桥。”

⬅省路桥集
团投入大量机械
设备，确保珠碧江
大桥在春运前通车。

蔡天宏 摄

11月月1515日日，，珠碧江大桥恢复通车珠碧江大桥恢复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了比原计划提前了1010天天。。 蔡天宏蔡天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