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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松与他的大桥情缘

11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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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门乡贤卓文松，1971 年出生于坎门里
澳，高中就读于坎门中学，1989-1993 年就读
于 北 方 交 通 大 学 工 业 管 理 工 程 专 业 ， 20042008 年在南京林业大学进行在职研究生学习。
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1993 年 7 月至今，一直在“建桥国家队”
的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工作，先后参与了京九
铁路孙口黄河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浙江台州
灵江桥、宁西铁路河南段、澳门西湾大桥、温
福铁路浙江段、沪昆铁路湖南段、赣龙铁路江
西段、福厦铁路的建设。
现任中铁大桥局赣龙铁路 GL-2 标工程指
挥部项目经理（正处级）；沪昆客专湖南段项
目部总经济师；新能源工程指挥部（大企业
部）副指挥长（副部长）、总经济师；福厦铁
路 1 标项目部总经济师。

难忘学生时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卓文松出生于坎门里
澳的一个农民家庭。身为老党员的父亲虽然没
读过书，但对卓文松的要求一向严格。“我父
亲是个淳朴正直的人，他经常教导我要努力做
事，踏实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
对我之后的择业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卓
文松回忆道。
学生时代的卓文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上
高中后，更是在理科方面崭露头角，在学校化
学、物理竞赛中拿过第一、第二的好成绩，数
学竞赛在台州地区获奖并代表台州地区参加了

全国竞赛。“那时候因为理科成绩好，我的高
考梦想是清华大学的技术类专业，可惜最后分
数还是差了一些。
”卓文松有些遗憾地说道。
回忆起第一年高考，卓文松表示当时因为
生病影响了发挥，最后成绩出来只够上大专，
这让他深受打击。于是他毅然决定复读，而后
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二年便考上了北方交通大
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
虽然与梦想中的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但在
北方交通大学学习、生活的那段日子却成了卓
文松如今最怀念的时光。“大学生活虽然忙碌
但真的很充实。
”卓文松感叹道。
因为大学学的是管理专业，所以在学习理
论知识的同时，卓文松也很注重自身综合管理
能力的提升。在校期间，他在学校社团做过记
者，办过杂志社，还管理过系里的简报，因为
宣传工作做得好还被评为学校先进单位；因为
爱好运动，他还组建了系排球队，自己担任领
队兼教练，在学校的排球比赛中男队取得了亚
军的好成绩；因为喜欢读书、买书，他还负责
过学校书店的对外采购工作；此外，他还担任
过校外国语协会会长，协会曾被评为学校三大
优秀社团之一……“既要学习又要兼顾社团的
工作，我经常是忙到深夜，宿舍楼都关门了，
只能爬二楼的楼道窗户回寝室。”卓文松笑着
说道。
回忆起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卓文松表示
自己在这四年里收获颇多。在课堂上学到的专
业知识和社团活动中锻炼出来的管理能力，也
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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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桥结缘的 27 年
卓文松的工作经历非常简单，1993
年大学一毕业他就进入了中铁大桥局集
团 （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 工作，这一
干就是 27 年。除了在机关工作的两年
多，其余时间卓文松都不停奔波在建桥
修路的项目上，全国各地来回跑更是他
工作的常态。
这 20 多年里，卓文松在九个省份和
澳门特区工作过，先后参与了京九铁路
孙口黄河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浙江台
州灵江桥、宁西铁路、澳门西湾大桥、
温福铁路、沪昆铁路、赣龙铁路、福厦
铁路的建设，并受到各方的好评。其中
于 2004 年 12 月完工的澳门西湾大桥作
为澳门回归五周年的献礼工程，在当时
备受瞩目，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席
了大桥落成典礼，并在时任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陪同下，为大桥
纪念牌匾揭幕。“当时我作为该项目的
领导班子成员在现场见到了胡锦涛主
席，感觉很亲切，内心也非常激动。”
卓文松笑着回忆道。
铺桥修路的工作生涯中，令卓文松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到大桥局时参加的
京九铁路孙口黄河大桥工程。“孙口黄
河特大桥位于山东省梁山县和河南省台
前县交界处的黄河上，是京九铁路的一
部分。那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我一下子从
繁华的北京城到了这偏僻的农村，心理
上还是有很大落差的。”卓文松告诉记

18:00天天时尚
者。
那时候地处黄河边上，交通与通讯
都十分不便，对外没有有线电话，打电
话还要去无线电话机房，而且信号不稳
定，通话还老是掉线。冬天的晚上去工
地值班，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就像刀割
一样。居住的宿舍也比较简陋，一个房
间，前面放办公桌后面摆张床，中间拉
个布帘，冬天烧煤球炉还得防止中毒。
虽然当时条件确实艰苦，但卓文松也感
受到了苦中作乐的充实。“那时候我们
驻扎在黄河边的营地是个能容纳一千多
人的院子，就像个独立的村庄，有医
院、派出所、露天球场、歌舞厅。出了
院子就是芦苇荡和农田，有时候还会有
小动物跑到我们房间里来。工作之余，
我也会打打球、唱唱歌、跳跳舞、弹弹
吉他，陶冶一下情操。尤其在黄河边弹
吉他还别有一番情调呢。”这段特别的
经历，卓文松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
目，恍若昨日。
在第一个项目呆了两年，艰苦又纯
粹的工作环境让初出茅庐的卓文松沉淀
了下来，也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大桥人身
上所肩负的使命和担当。“修桥铺路是
造福社会的好事，我们大桥人要吃得起
苦也耐得住寂寞，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
贡献。尤其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了，针对一些年轻干部的培养，我都要
求他们尽量去工作环境差一点的地方历
练一段时间，多吃点苦，今后才能更好
地适应各种环境。
”

家乡是永远的根
这些年，卓文松不是在工地，就是
在赶往工地的路上，东奔西走，也领略
了不少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无论是波澜
壮阔的江河，还是巍峨连绵的山川，在
卓文松心中，最美的风景还是家乡坎
门。“无论我走多远，身在何处，家乡
永远是我的根，是我内心深处最牵挂的
地方。
”卓文松感慨道。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独特
的地理环境对卓文松的成长也带来了深
刻的影响。“我们玉环有山有水，坎门
又面朝大海，海的澎湃与山林的宁静，
造就了我既有激情又能冷静思考的性
格。”卓文松解释道。他常常会怀念小
时候在海边玩耍和在山里看书的那段日
子，所以现在回老家，他也会去东沙看
看海，或去山上散散步，重拾童年时那
段单纯美好的时光。
“这几年回家，我发现坎门的环境
越来越好了，文化气息也越来越浓厚，
像修葺一新的东沙渔村、坎门后沙沙滩
公园，还有我家附近的里澳公园，都建
设得越来越漂亮了，我也深感欣慰。我
还常常向我的同事朋友们宣传自己的家
乡，也会带一些像鱼面、鱼肉羹之类的
坎门特色小吃给他们尝尝，看到他们喜
欢我也很开心。”卓文松有些自豪地说
道。
当然说起家乡最大的变化，卓文松
觉得还是交通。“我记得以前去北京读

书的时候，还得在杭州住上一晚，绕一
大圈才能到达目的地。现在就方便多
了，去温州坐飞机两个多小时就到北京
了。尤其现在乐清湾大桥和沿海高速都
开通了，出行更加便捷了，也进一步加
快了玉环发展的步伐，相信未来的玉环
会是一座更宜居更有活力的海滨城市。
”
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桥人，卓
文松也希望有机会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发挥所长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辽阔
的祖国，万里河山，都是我们家乡，而
坎门更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地方，为家乡
做贡献我义不容辞，愿坎门的明天越来
越好。
”
张思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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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松 （左二） 在大学期间组建的工管系男排

卓文松参与建设的澳门西湾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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