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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使用中國標準的首條跨境海外鐵路，中老
鐵路的建設者把它視為一件藝術品那樣精雕細琢，
使其成為集中展示中國鐵路技術走出去的舞台。

中老鐵路全線有78座隧道，總長197.6公
里。在琅勃拉邦有一支時刻待命的“橙衣

軍團”，他們來自於中國首支隧道
施工應急救援隊：國家應急救援

中國中鐵二局昆明隊。脫下橄
欖綠選擇成為一名隧道救援
戰鬥員的方明（左圖）說，
他為自己能夠給“一帶一

路”基礎設施建設保駕護航而感
到自豪。

儘管目前沒有發生過任何險
情，但方明他們平時一刻都不能放鬆警惕。
在他們營裏就有模擬“小導坑救援”的坑
道，還配備了生命通道鑽機、小導坑開挖機
具等救援設備。方明介紹說，他們每季度輪

流在各標段開展隧道施工安全和應急

救援培訓，每半年都對施工單位進行救援綜
合實戰演練。

與從部隊退役的方明不同，裴賢猛在告
別青葱大學校園後加入了救援隊。他說：
“中國在海外的工程越來越多，應急管理的
水平也不斷增強，因為每名同胞的生命都是
無價的，所以更要防患於未然。”

平日裏操課和隊列作息安排得井井有
條，就連救援隊裏唯一的女翻譯周黎也耳濡
目染成為半個救援專家。她也曾向當地人施
以援手，有一個小女孩在救援隊門前馬路上
被車撞倒，她發現後馬上前去幫忙包紮急
救。不少中老鐵路的施工人員都說，雖然打
心裏面不想真的有一天和救援隊打交道，但
是知道他們就在自己身邊，“感覺很踏
實”。

40歲的巴利生活在老撾南
部阿速坡省，去年一場潰壩突
然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和
200名災民如今是中老鐵路中
鐵二局萬象製樑場的工人，
“我很期待火車開通的那一
天。想更多中國人來幫助我
們，建設家園好脫離貧困。”

去年7月，阿速坡省一處
水電站發生潰壩，50億立方洪
水造成下游六個村莊36人死
亡、98人失蹤更有6,000餘人受
災。中國中鐵二局緊急馳援，
援建了阿速坡救災通道橋樑。
巴利回憶說，“中國人要離開
的時候有人問誰願意去萬象為
中老鐵路工作，在村長的鼓舞

和組織下，我們很多人都報了
名，於是坐上大巴車前往萬
象。”

從一開始只會簡單的工
作，到後來的小組領班，巴利
說他收穫了很多。現在買了新
手機能時常給家人打電話，寄
回家的工錢也變成了二層高的
樓房。巴利還希望繼續工作下
去，等中老鐵路建成後到鐵路
去上班，成為老撾的第一代鐵
路產業工人。

中鐵二局萬象製樑場場長
胡彬在回訪阿速坡時曾告訴省
長利．賽亞潘，他們願意與災
區建立長期的勞務使用機制，
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為老撾
培養產業工人。

為了照顧巴利等本地工人
的口味，製樑場特意設立了老
撾食堂。巴利一路小跑着回宿
舍準備吃工友替他打好的午
餐，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
是，“我會把這裏的事情全部
記錄在心，等着回去給村子裏
的長輩們講。”

湄公河在老撾琅勃拉邦拐了一道大彎，
千百年來把覆蓋原始森林的半島與外界

相互隔絕。負責修築湄公河特大橋
中鐵八局項目分部總工程師黃忠

（左圖）清楚記得，最初他們
勘線時踏入密林深處還真
偶遇了幾戶人家，但問答
之間對方簡直“不知今夕

何夕”，大家都覺得他們被老撾
人口登記部門所遺忘了。

從空中看，全長1,458.9米的白
色大橋好像是栓在祖母綠寶石上的鏈子。黃
忠說，這座大橋提前7個月完成合龍任務，為
中老鐵路全線開通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
另一座班納漢湄公河特大橋建設工程目前也
順利推進，計劃於年內完工。

穿越無人區又跨越湄公河，黃忠稱施工
過程中最難的要數缺少水文資料，另外上游
還經常有漂浮物過來。他說：“整座大橋五
個主橋墩均位於湄公河水流湍急的深水區，
河床無覆蓋層、水下基礎爆破開挖難度
大。”

在老撾的工程建設史上，從來沒有這樣
的超級大橋工程。中方施工所在的岸堤一度

成為周邊村民爭相參觀的觀景平台。黃忠說
他們為當地做了不少好事，因此大家相處也
十分融洽。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雖然他們這段
只負責修建60公里的鐵路，但總共已經修了
240公里施工便道，方便了人們出行令當地人
交口稱讚。

湄公河是老撾人的母親河，是眾河之
河。望着兩岸綿延無盡的綠色，黃忠說他們
在施工中也格外注重對環境帶來的影響，特
別是在橋樑建設中妥善處理泥漿，嚴格在劃
定的施工區域工作，及時清運建築垃圾，
“事實證明現代工程和原始自然環境可以和
諧統一，今後坐飛機來琅勃拉邦旅行的人可
從空中欣賞這座大橋，它將給琅勃拉邦這座
世界級的旅遊城市增加新的魅力。”

編者按：被譽為亞洲十字路口的老撾，不僅是名副其實的中南半島唯一“陸鎖

國”，更是聯合國全球最不發達國家排名榜的“常客”。不過，正在建設中的中老

鐵路等一系列互聯互通工程，已然點亮老撾邁入現代化的前路。大公報記者從中老

邊境的磨憨口岸出發，沿着正在施工的中老鐵路線一路南下，記錄下首條現代化鐵

路、高速公路和首座跨境園區給這個國家帶來的蛻變。

中國至老撾鐵路

中國

越南
緬甸

柬埔寨

泰國

老
撾

昆明昆明
玉溪玉溪

磨憨磨憨
磨丁磨丁

萬象萬象
廊開廊開

曼谷曼谷

呵叻呵叻
坎桂坎桂

數說
中老鐵路

設計時速：160公里／小時 項目工期：5年 開工日期：2017年1月1日 通車：計劃2021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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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雨季比往年來得都
遲。7月13日午後熱浪襲人，距
離老撾僅一步之遙的中老邊境
磨憨鎮尚勇街道，進入固定的
午休模式。今年33歲的馬曉玲
和丈夫經營一家小吃店，她對
這幾年湧入小鎮的四川籍鐵路
工人早已見怪不怪，“不怕你
笑話，我們這裏很多人都沒見
過火車，更沒坐過。但我20歲
那年就聽說鐵路要修到家門
口，一晃都十幾年過去了。”

馬曉玲口中的鐵路雖然姍
姍來遲，但卻非同一般。這條
鐵路在中國境內北接玉溪、昆
明，跨過國界於老撾境內一直
綿延414.332公里，南聯泰國境
內規劃的曼谷至廊開線。鐵路
設計時速160公里每小時，兩年
後通車時，從磨憨鎮到老撾首
都萬象只需要3個小時，對比
眼下三天兩夜的老撾13號國家
公路之旅，簡直如福音。中國
駐老撾大使姜再冬透露，截至
2019年7月末，中老鐵路土建施
工已累計完成73.9%。

“四季常綠、三季有花”
中國鐵路早已成為一張國

家名片。作為使用中國標準的
首條跨境海外鐵路，中老鐵路
的建設者更把它視為一件精雕
細琢的藝術品。全長9.59公里
的“友誼隧道”聯通兩國，從
中國一側的二號斜井往主洞走
1,537米，就到了已經掘進的盡
頭，行話叫掌子面。頭戴安全
帽的隧道隊隊長潘福平一邊爬
上梯子處理突湧水，一邊叮囑
手下的工人把鋼模板再打磨光
滑些。儘管一般人不會注意，
但潘福平自有他的堅持，“這
樣做出來的洞壁更美觀”。

在頗具傣族風情的隧道洞
口外，中鐵二局的項目經理羅
恒富想的則是，如何在邊坡上
營造“四季常綠、三季有花”
的美景。這名負責青藏線“羊
八井”隧道施工的資深工程師

說，“中老鐵路是泛亞鐵路中
線重要組成部分，是集中展示
中國鐵路技術走出去的舞台，
具有重要的示範效應。”

這些工科出身的工程師們
審美品味高超，他們的努力建
設，勢必令這條鐵路成為“網
紅”風景：茫茫綠意中掩藏的
金色佛塔稍縱即逝，車廂外被
花海包裹，進了隧道後則可能
體驗五彩斑斕燈光走廊。顏色
的變幻暗示，車廂傳來的廣播
提示，在列車上跨越中老邊
境，將是每個旅行者“一生一
次”的難得體驗。

丁財兩旺邊城轉型
老撾是內陸國家，站在通

向口岸的“東盟大道”，這裏
是中國通向老撾的主要大門，
總能看到掛着全國各地牌照的
集裝箱貨車滿載貨物呼嘯前
行。中老鐵路開通後，是否對
公路貨運帶來衝擊？

西雙版納紅星滄江公司總
經理徐銳說，他並不擔心。在
中老泰三國從事國際物流生意
的他分析說，“老撾現在幾乎
沒有工業，農產品運輸肯定還
是會首選陸路。未來中老鐵路
想要發揮最大價值，無非做到
兩點：一是聯通泰國直抵港
口，二是販運大宗商品，從而
一舉解決長久制約老撾吸引外
資和發展的物流瓶頸。”公開
數據顯示，目前在老撾投礦產
開發的中國企業有60至70個，
金銅礦開發位居首位，其次是
萬象平原的鉀鹽礦。

徐銳期待鐵路能帶旺整個
中南半島的物流行業，讓貨物
更多元一點。更靠近口岸的速
通報關公司負責人施金有些憂
心地說，如果以後鐵路將萬象
和昆明直通，他們的報關生意
會很難做，然而很快又話鋒一
轉，“不過磨憨這個國門第一
站會迎來全新發展，轉型成為
通向中南半島的旅遊驛站。”

中老鐵路精雕細琢
國家名片勢成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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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無疆 200災民變鐵路工人

橫跨半島無人區 湄公河特大橋合龍

橙衣救援隊保駕護航

▲中老鐵路中鐵二局萬象製樑
場老撾工人巴利 ▲5月21日，中老鐵路跨湄公河特大橋實現首跨合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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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尋 老 撾 現 代 化 之 光 系 列 ①

大公報特派記者 李 理（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