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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傍晚，夕阳西下，金色
的余晖将头顶的云染成彩色，巫山机
场航站楼也似披上了一件金灿灿的
外衣，在群山之巅显得分外美丽。

“明天就要正式通航了。”巫山机
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金明
带着工作人员，在机场跑道做最后的
巡查。脚踩着坚实的跑道，手抚着草
丛里的高羊茅，一群人远眺巫峡，驻
足良久。

不知谁说了一句，“终于圆梦啦！”
大家笑了，但有的人眼眶却湿润了。

是的，终于圆梦了！
或许人们不知道，作为目前重庆

海拔最高的机场，巫山机场的建设究
竟经历了多少艰辛，攻克了多少困
难，才在大山之巅，将“云端机场”由
图纸变成现实。

过去四年多，这片山上，究竟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

看到指挥部的环境
家属们都默默流泪

巍巍大巴山，连绵不绝。
巫山机场选址，就位于大巴山与

巫山交界的桃花山林场。群山最高
处，海拔1771.48米。千百年来，这
里都是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

为了打破渝东北的交通瓶颈、架
起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2015年 5
月，巫山机场建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开始进驻山里开展前期工作。

“集团领导找我谈话时说，这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张金明说，当时只
觉得从重庆主城区到巫山有点远，具
体多艰巨并不清楚。

到了现场，张金明和同事们才明
白了“艰巨”的含义——

由于巫山县城到机场选址地不
通路，他们只能绕道奉节，然后从奉
节草堂镇走27公里盘山公路，然后
再走十多公里的机耕道。“那十几公
里机耕道，又烂、又险、又窄，对面来
个摩托车都错不开。”张金明回忆，当
时，指挥部在巫山县城，上山一次，单
程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最多的一次花
了4个小时。都把时间花在路上了，
怎么开展工作！

为了加快前期工作的推进，他们
运了一个集装箱放到山上，作为前线
驻地，指挥部的所有人轮流上山。

20多平方米的集装箱，既是办
公室，也是厨房和卧室。3张单人
床，4个人挤着睡，还要放办公用品
和十几个人的生活用品。

厕所自然是没有的。不仅如此，
还没水、没食物、没手机信号。集装
箱外，只有原生态的丛林和“风花雪
月”。张金明打趣说，“风”是山顶上
的大风，“花”是荒山的野花，“雪”是
每年长达4个月的降雪，“月”则是工
作到天黑，只有明月相伴。

水和食物还好办，工作人员上山
时，就随车带上去。“那期间吃的方便
面，比以往10年都多。”张金明说，没
手机信号，上级发来的信息该如何接
收？

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在山上跑了
个遍，发现在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
能接收到断断续续的信号。于是，这
个小山丘变成了山上唯一的“通讯
室”，每天都会有人当“通讯员”轮流

蹲守，用手机接收工作通知和文件。
“当时，很多家属不理解，说我们

玩‘失联’，有些恋爱中的年轻人，还
闹矛盾。”张金明说，为了消除家属们
的误解，2015年11月，指挥部搞了
一次工会活动，把家属都请到现场参
观。

“那时，山上已经冰天雪地，非常
寒冷。看到大家工作的环境，许多家
属当场落泪，从此再也没有抱怨，只
有心疼。”张金明说。

为建“云端机场”
削了7个山头填了6个山谷

巫山机场占地约3000亩。在大
山之巅、云端之中建一块这么大的平
地，谈何容易？

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峰填谷。
“你们现在看到的机场，那可是

削了7个山头、填了6个山谷后形成
的。”巫山机场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
黄洪进告诉记者，巫山机场填方最深
处达110余米，相当于一栋40层的
高楼。

为了确保地面密实度，确保工程
质量，他们采取了分层碾压和强夯技
术相结合的方式。

“这么大的填方量，基层必须要
夯实，否则就会留下滑坡等灾难性的
事故隐患。”张金明透露，为了确保施
工单位不在强夯上松懈，在工地安装
摄像头之前，他和黄洪进经常在夜里
悄悄来到工地上，偷偷数一分钟内强
夯机的吊锤落下的锤数，哪怕是寒冷
的冬夜。

“知道我们这样严格认真，施工

单位绷紧了确保工程质量这根弦。”
张金明一脸严肃地说，在安全和质量
问题上，巫山机场建设指挥部执行最
严格的制度。曾经有一次，只因工人
在检查灯塔施工时没戴安全帽，相关
施工单位就被罚款1000元。

除了高填方，喀斯特地貌也增加
了工程的难度。

“巫山机场地处喀斯特地区，施
工过程中需处理的溶洞多达40处，
既有明溶洞，也有暗溶洞，施工难度
极大。”黄洪进说，对这些溶洞，处理
起来必须小心翼翼，每一个都要研究
相应的处理方案。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小溶洞，他
们大多采取直接挖开填石填土的方
式，如果是大溶洞，就采取中间搭桥
或顶上加盖。

恶劣的气候，更是工程建设的
“拦路虎”。

“每年11月初，山上就开始降
雪，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冰雪
期长达4个月。这段时间，很多工程
都无法作业。”黄洪进说。

为此，建设者必须与时间“赛
跑”。天气好的时候，很多工种都是
24小时施工，人员三班倒，机器不休
息。土石方工程攻坚时，一天有近
2000人和800多台机具昼夜施工，
运输车辆川流不息。

平凡的故事
折射建设者的初心

望着眼前壮丽的美景，巫山机
场建设指挥部招标办主任李沛东
若有所思。张金明看出了他的心

思，拍拍肩膀说，“给家里打个电话
吧！”

原来，李沛东的妻子最近经常晕
倒，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但一直查不
出原因。因为巫山机场临近通航，各
种事务繁忙，李沛东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有回家。

张金明告诉记者，李沛东的故事
在巫山机场并不是孤例。

2017年，正是巫山机场土石方
建设的攻坚阶段。女员工曾议楠，怀
胎9月依然坚持工作。领导多次劝
她休息，她总说，“过几天就休息”。
过了好多个“几天”，她却依然不下一
线，直到生产发作，羊水破了，夜里
11点才让人送她下山到医院。

2018年初，巫山机场建设指挥
部党委副书记、副指挥长廖浩波的母
亲查出患了子宫癌，他也只是匆匆回
家一两天，就又赶回工地。

2019年3月25日，巫山机场迎
来第四次校飞。就在此时，巫山机场
建设指挥部安全办主任邹龙华的母
亲，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往医院急救，
情况危急。

“校飞要成功，机场的飞行程
序、仪表着陆系统、全向信标仪、导
航设备等都要校验。我身为安全办
主任，此时怎能离开。”邹龙华说。
直到校飞成功后，他才昼夜兼程赶
回重庆。

因为巫山到重庆往返一趟需要
10个小时，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是
两个星期回一次家，假期两天，路上
就要耽搁一天。工期紧的时候，一两
个月回一趟家也是常事。

“没有任何人抱怨，大家都克服
各自的困难，默默投身到机场的建设
中。”廖浩波告诉记者，巫山机场施工
期间，有10个员工的小孩陆续出生，
很多奶爸奶妈都没来得及多看孩子
几眼，就匆匆踏上征程。

“由于和孩子见面的时间太少，
有个同事在视频通话时，孩子管他叫
叔叔。”廖浩波说，虽然大家现在还用
这个事调侃这位同事，但心中对家人
的亏欠，却让大家感同身受。

尽管如此，4年多来，从来没有
人喊苦喊累。

“能参与巫山机场建设，帮助库
区人民实现期盼十余载的机场梦、腾
飞梦，我觉得很骄傲。”廖浩波说，这
是他的初心，他相信，也是巫山机场
所有建设者的初心。

“来了，快看，飞机来了！”4月18
日上午11∶10，大山之巅，蓝天之下，
渐渐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一架
A320飞机进入人们的视野，缓缓降
落在海拔 1771.48 米的巫山机场。
人群沸腾了！

这一天，是巫山机场的首次试
飞，附近的乡亲们都来看“稀奇”。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近看
飞机。听说我们种的巫山脆李可以
用飞机运到广州去卖，我明年要多种
点。”今年70岁的李大爷说。他是附
近曲尺乡的村民，当天早上激动的老
人家凌晨5点半就起床专程来看飞机。

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大巴
山、巫山、七曜山三大山脉交汇于
此。这里，是重庆最偏远的区县之
一，也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里，
山川秀美，旅游资源丰富，却因交通
不便，养在深闺人未识；这里，许多人
一辈子居住在大山里，从未见过外面
的世界。

这一切，都将因巫山机场的通航
而改变。2.6公里长的跑道，将带领
巫山走向世界。

全县人民翘首以盼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时，提出希望重庆发挥‘三个作
用’。巫山机场的建成通航，就是落
实总书记殷殷嘱托的生动实践。”巫
山县发改委副主任刘道春说。

长期以来，巫山的发展受制于交
通。

上世纪90年代时，人们从巫山到
重庆主城还只有水运，坐船要三天两
夜。“当地人流传着一个故事，讲的是一
个巫山小伙娶妻，新娘一看小伙的家
这么偏远，转身就走了。”刘道春说。

2010年，巫山通高速公路后，巫
山到重庆主城的时空距离缩短至5
个小时。但相对于其它地方，巫山仍
然是重庆最偏远的区县之一。

巫山机场通航后，巫山到重庆主
城的时空距离缩短至40分钟，到广
州、深圳等地，也不过两个小时。“巫
山人多年来冲破大巴山阻隔的梦想，
终于变成现实。”刘道春说，巫山机场
早日建成通航，成了所有巫山人翘首
以盼的大事。

抓住这一机遇，巫山于2018年

启动交通建设提升行动计划，总体目
标投资200亿元，基本建成渝东门户
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形成“水陆空
铁”立体交通体系。到2020年，该县
要实现“2小时巫山、1小时乡镇、1小
时城景通、1小时景景通”建设目标，
基本打破交通瓶颈，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

旅游业有望迎来“井喷”

“机场通航后，巫山与世界距离
更近，景区的可进入性大大增强，巫
山旅游业必将迎来井喷式发展。”刘
道春激动地说。

巫山的文化源远流长，巫文化、
巴楚文化、神女文化交相辉映。在这
里，可观“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
红叶、四季云雨”，可探“千年古镇、万
年文明”。三峡牌、神女牌、红叶牌、
脆李牌、云雨牌，都是巫山旅游可打
的“好牌”。

为打好这手牌，巫山县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总体布局为“一城两轴三

片十一廊道”。
如今，巫山正按国家5A标准打

造神女景区，升级小三峡，深度开发
小小三峡，持续丰富当阳大峡谷业
态，全力申报国家5A景区。预计到
到2020年，巫山县有望拥有神女景
区、小三峡·小小三峡、当阳大峡谷3
个国家5A和一批国家4A景区。

同时，巫山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春赏花、夏纳凉、秋摘果、冬品
叶”四季乡村旅游品牌，加快建设“三
峡院子·神女人家”“三峡院子·守望”

“三峡院子·游云山间”“三峡院子·云
雨栖”等乡村民宿。

2018年，巫山县全年接待游客
1598.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4 亿元，分别增长 17.5%、35.7%。
刘道春称，“巫山的文化旅游已进入
发展黄金期，未来更加可期。”

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过去，巫山没什么产业，工业支
柱主要是煤矿。”刘道春介绍。

近年来，巫山县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关闭煤矿。2018年，全
县32个煤矿全部关闭。同时，巫山
县积极发展以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为
主的生态产业。

“除了带来旅游业井喷，机场的
通航还将给巫山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刘道春称，如巫山脆李，如今在
全国小有名气，但销售半径主要是在
重庆周边，网上外地销售的很多都是
仿冒货。

究其原因，过去，巫山脆李要运
出去不容易，得先运到重庆主城或湖
北宜昌，再转飞机或火车。今后，巫
山脆李可从巫山原产地直接上飞机，
运往全国、全世界。

“巫山脆李在市场上卖20—30元/
斤，去年，仅脆李产值就高达8亿多
元。”刘道春称，目前，巫山种植的22
万亩脆李，约一半是才种了一两年的
新树，一般三四年就可进入丰产期，
可以预见，今后几年将带来更好的收
益。

以机场为依托，巫山县还计划建
设临空现代物流园，进一步促进临空
经济的发展。

2.6公里跑道 带巫山“飞”向世界

巫山机场处于长江沿岸，定位为绿色
机场、生态机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巫山
机场在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巫山机场建设采取削峰填谷的
方式，精确计算土石方量，将削峰产生的土
石方就地填埋，原地消化，尽量减少对周边
生态的破坏，实现泥石“零外接”“零外运”。

其次，在污水处理上，巫山机场将所有
雨水、污水，通过处理后回收利用，用于绿
化浇灌和道路冲洗，实现污水“零排放”。

再次，在边坡处理上，除了采用加筋土
格宾石笼挡墙、生态袋加筋土挡墙等工艺，
保障边坡结构稳定，他们还在生态袋里装草
种，提前进行边坡绿化。

在草种选择上，经过多次比较，巫山机
场选择了耐寒的高羊茅，长势喜人。如今，
机场已实现全区绿化，绿化面积达150万
平方米。

此外，巫山机场航站楼还采取高效节
能LOW-E玻璃、LED节能照明灯具等
技术，调整航站楼内的采光，减少建筑的
耗能。通过一系列举措，航站楼节能率
达到51.07%。

巫山机场打造
绿色生态环保机场

梦梦圆山之巅圆山之巅
—— 重 庆 巫 山 机 场 建 设 侧 记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曾立、崔曜采写，
图片由记者罗斌摄

一大

四小

本报讯 8月16日，巫山机
场正式通航。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往返巫山机场首航航线，由华夏
航空公司执飞，机型为空客
A320，经济舱票价310元。

据了解，首航去程航班号为
G52685，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
计起飞时间为上午 8∶10，抵达
巫山机场的时间为上午9∶00；
返程航班号为G52686，巫山机
场预计起飞时间为上午10∶55，
到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时间为
上午11∶50。

下一步，巫山机场有望开通
重庆经停巫山至山东烟台以及广
州往返巫山的航线。

2020年重庆将形成
“一大四小”
的机场运输格局
2020 年重庆将形成“一大四小”的机场

运输格局。

巫山机场
今日通航

江北国际机场

目前，江北国际机场拥有 3 座
航站楼，分别为 T1、T2 和 T3A，面
积共73万平方米；共有3条跑道，跑
道长度分别为 3200 米、3600 米、
3800米；停机坪166万平方米、机位
209个、货运区23万平方米。

截至今年7月，江北国际机场航线总数为
334条，通航城市208个。其中，国际（地区）
航线87条，通航城市66个，通航国家29个。

万州机场

万州机场于2003年5月建成通
航，是重庆第二个国际机场。截至
今年 7 月，万州机场开通广州、深
圳、上海、北京、昆明、厦门等 19 条
国内航线及泰国芭提雅和柬埔寨暹粒2条
国际客运包机航线。

黔江机场

黔江机场于2010年11月22日通航，截
至今年7月，已开通北京、上海、昆明、重庆、
成都、杭州、西安、海口、长沙等十条航线。
目前，黔江机场的改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
到2020年，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完成，可满
足年旅客吞吐量70万人次的需求，比现在
设计容量扩大5倍以上。

巫山机场

巫山机场于2015年10月开工建设，按
2020年旅游吞吐量28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200吨的目标设计。

武隆机场

武隆机场于2016年9月开工建设，是一
个以旅游功能为主，适用于应急抢险的支线
机场。目前，武隆机场已完成82%的土石方
工程，今年年底将完成90%的跑道及站坪道
面铺设，预计在2020年建成通航。

鸟
瞰
巫
山
机
场
。

晚霞掩映下的巫山机场。巫山机场航站楼出发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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