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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第一例发生倾覆的单桥墩梁
式桥，过去十几年来，在杭州、天津、浙江
上虞等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故。而单桥
墩梁式桥在国内城市并不少见。

此前媒体报道中提到，单桥墩梁式桥
是指在桥板下采用单点支撑的桥梁，外形
简洁、造价低、占用桥下空间小，再配以轻
巧的整体桥板。但是在通过超载重车时，
在偶然偏心荷载作用下，可能发生整体横
向失稳。

在2012年哈尔滨一起高架桥上行匝
道垮塌事故中，查明直接原因就是货车超
载。事发时，单侧同向行驶的4辆货车核
载总量为102吨，实载总量为395吨，车、
货总重量将近500吨，最终导致了4台货
车翻落，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的特大事
故。

在312国道无锡段的上一次扩建中，
全线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为

100公里（其中城镇段80公里/小时），全
线采用双向四车道和六车道两种形式。
同时，在另一条提问中，无锡市规划局答
复称：“已经计划近期启动G312的快速化
改造”。

这是10月11日拍摄的江苏省无锡市
312国道K135处的指示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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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烈火英雄杨永：
奋不顾身完成使命

杨永，安徽定远人，1975
年参加公安消防工作，1980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青
岛港公安局消防大队第二中队
民警、班长、副中队长、政治指
导员、中队长、党支部书记等
职。在历次灭火战斗中，英勇
顽强，科学指挥，为保护国家财
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作出了贡
献。

1989年8月12日，青岛港
黄岛油库五号油罐因雷击起
火，严重威胁着油区的其他油
罐以及二期油区、输油码头和
青岛港务局成品油库、黄岛发
电厂的安全。接警后，杨永迅
速率两辆消防车直赴火灾现
场。

面对熊熊大火，杨永镇定
自若，组织人员把50桶泡沫液
搬出库房，为大部队到达后立
即展开灭火战斗做好了必要的
准备。同时，他带民警深入现
场侦查火情，发现距正在燃烧
的五号油罐30米下风处有4
个存放30多吨汽油、柴油的成
品油罐正在受到熊熊烈火的严
重威胁，一旦发生爆炸，不仅会
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而且火
势会迅速向北蔓延，直接威胁
到黄岛二期油罐区和油港公司
输油设备的安全。杨永果断地
指挥灭火人员立即向成品油罐
射水冷却，同时组织人员用湿
棉被和湿草袋保护成品油罐，
有效地阻止了火势向北蔓延。

战斗中杨永脚部受伤，领
导劝他回队休息，他只是在卫
生室简单包扎了一下又迅速返
回火场前线。当走到距消防车
约10米远时，五号油罐的烈火
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并迅速向南
压了下来，凭着多年的火场经
验，他预感到危险即将发生，在
上级已下达撤退命令的情况
下，杨永置生命于不顾，继续向
前召唤战友撤退。这时四号油
罐突然起火爆燃，杨永牺牲，年
仅33岁。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
永“灭火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公安部授予他全国公安战线一
级英雄模范。中共青岛市委、
市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追授“灭火勇士”荣誉称号，
中共青岛市委追授为“青岛市
模范共产党员”。 据新华社

舍生忘死阳兆贵：
“不要管我，快追”

阳兆贵，1955年出生，云
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人，中共党员。他生于农村，
毕业于玉溪地区卫生学校药剂
专业，1977年3月调入新平县
公安局担任法医。在担任法医
的12年里，阳兆贵走遍了全县
的每一个村寨，共检验活体、尸
体约300具，且全部作出了正
确结论。

面对危险，阳兆贵习惯了
冲锋在前。一次，警方成功抓
捕了藏身深山的杀人嫌犯，回
程途中要经过一段悬崖，一旦
嫌疑人反抗，他和身边的人都
可能掉下悬崖。阳兆贵主动请
缨，押送着犯罪嫌疑人走完了
这段路。

1989年8月16日，新平县
工人俱乐部、文化馆价值千余
元的录像机等设备被人偷走。
接报后，阳兆贵先与同事去现
场进行了细致勘查。17日凌
晨，得知有工人在一个菜地的
窝棚里捡到一台录像机和一些
录像带，阳兆贵立即赶去了解
情况并确定这就是被盗赃物。
经商议，专案组决定在赃物现
场蹲守抓捕罪犯，并布置了几
个守候点。此时，阳兆贵的任
务本来已经完成，但他不顾劳
累，主动请求到守候点工作。

凌晨4时许，另一守候点
的同志发现一高一矮两个青年
鬼鬼祟祟地向藏赃物地点走
去，形迹十分可疑。没多久，高
个青年从小巷窜出观察动静，
又顺原路返回。为了防止对方
逃跑，阳兆贵不顾自身安危、只
身悄悄地跟踪而去。走到照相
馆门前时，矮个青年抱着一包
东西突然出现。正面遭遇罪犯
的阳兆贵无法和战友们取得联
系，他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站
住！”矮个青年丢下赃物后见已
无法脱身，便掏出手枪向阳兆
贵射击。阳兆贵腹部中弹，主
动脉被击穿，鲜血直流。听见
枪声的战友赶来扶他时，他却
吃力地说：“不要管我，嫌疑人
有枪，赶快追！”随后，他被紧急
送往医院抢救。凌晨5时50
分，阳兆贵因伤势过重，再也没
能醒来。这一年，阳兆贵分别
被云南省和公安部追认为革命
烈士和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 据新华社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艘油轮11日在
红海遇袭。伊朗外交部证实，两枚“导
弹”击中油轮。

多家伊朗媒体11日早些时候报道，
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大约96公里处爆炸并起火。伊朗学生通
讯社报道，油轮可能遭遇“恐怖袭击”。

伊朗石油公司随后在一份声明中
说，两枚导弹在红海水域击中这家企业
旗下苏伊士型油轮“萨比提”号。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油轮船体受
损，船上装载的原油泄漏。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泄漏晚些时候停

止。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油轮上的船
员安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在一份声明中说，“萨比提”号在半小时
内两次遭导弹击中，伊方已经启动调
查。他没有提及伊方怀疑哪一方发射导
弹。按照穆萨维的说法，伊朗油轮近几
个月是红海水域“破坏性活动”的目标。

沙特方面暂时没有回应“萨比提”号
遇袭事件。

金融信息企业路孚特公司提供的船
只数据显示，“萨比提”号装载大约100万
桶原油，所启动的定位装置显示它11日

上午位于吉达港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
处。

美联社报道，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
方面实行制裁，伊朗油轮一些时候会关
闭定位装置。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恢复并增加对伊制裁，意图全面封堵伊
朗原油出口，切断伊朗政府财政来源。

伊朗油轮遇袭消息传出以后，美国海
军第五舰队发言人佩特·帕加诺告诉媒体
记者，美方已经“获悉关联这起事件的媒
体报道”。他没有发表其他看法。

国际原油价格11日上涨。英国伦敦

布伦特油价上升2%，至每桶60.40美元。
英国德里亚德海洋情报公司说，伊

朗油轮遇袭可能导致美国和沙特与伊朗
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海洋信息企业
说，随着“伊朗和沙特的地缘政治僵局持
续”，中东地区可能迎来“海上威胁不断
增大”的时期。

今年9月14日，沙特国家石油公司
两处设施14日遇袭，也门胡塞武装宣称
发动袭击。只是，沙特和美国方面认为
胡塞武装不具备打击沙特石油设施的能
力，指认伊朗参与袭击，遭到伊朗方面否
认。 据新华社

无锡一高架桥桥面侧翻

致3死2伤
一对母女、一名四川父亲不幸遇难

一边是整个道路的常年高负荷运转，
另一边，因为事发周边物流和钢材企业众
多，长期以来货车来往频繁。此次事故，
初步分析为运输车辆超载所致。

“超载有多厉害，能把桥压垮？是否
是豆腐渣工程？”结果一出，引发不少质
疑。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根据目前网上的视频和照片，现
场为单桥墩梁式桥发生侧翻倾覆事故。
结合现场桥面大车和掉落的钢卷，初步判
断事故原因是大车超载和偏心行驶造成
桥梁侧翻。

“其中超载是主因。”该工程师分析，
该桥梁为单桥墩梁式桥，桥墩设置在中
间，超载车辆行驶在桥面最靠边的车道，
偏心荷载产生倾覆力，超过桥梁最大设计
承载力，造成侧翻倾覆。

根据侧翻现场的视频，货车确实存
在严重超载行为。视频中，卷钢单卷
28吨，图中单辆货车至少运了 4卷，也
就是 112吨，加上货车自重 20吨，一共
就是 132 吨，图上至少两辆车，保守估
计至少也有 200吨。他举例说：“就类
似大理石圆桌，太胖的人坐在边缘就
会翻掉。坐中间或者瘦一点坐边上就
没事。”

一对母女
回家路上不幸遇难

此次事故造成的 3 死 2 伤
中，有一对是母女，遇难于她们每
天回家的路上。

死者家属大华告诉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他的表姐
今年刚到而立之年，个性温婉柔
和，对孩子的爱让她坚持在教师
岗位近十年。表姐给侄女取小
名艾米，英文意思是娇小可爱的
女孩。艾米刚上幼儿园中班，还
在会提醒长辈吃零食前要洗手
的年纪。

“还好，我这个总是不怎么近
人情的舅舅，每次都记得给她带
些甜食，也算留下些许可爱的回
忆。只是不知道上次的蔓越莓
绿豆糕合不合她胃口，下次，算
了，还有什么下次呢。”在悼念文
章中，他写道：“生命的重量，比
我们的想象重得多。比超载车
辆重得多。比坍塌的大桥重得
多。”

一位四川单亲父亲
驾驶轿车被压桥下

女儿看到车牌，一度站不稳

另据新京报报道，10月 11
日，遇难者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
王某是一名单亲父亲，家里有个
女儿，正在读初三。王某女儿得
知父亲出事后痛哭流涕，一度站
不稳，情绪低落不肯吃饭。

据介绍，王某驾驶的白色轿
车事发后被压在侧翻桥面下，王
某不幸遇难。王某是一名单亲父
亲，在某机床制造公司任经理，家
里有个女儿，正在读初三。邻居
介绍，王某一家是四川人，在无锡
居住多年。事发当晚，王某女儿
看到事发现场视频中父亲的车牌
后，痛哭流涕，一度站不稳，情绪
低落不肯吃饭，亲属及邻居们都
上门安慰。

312国道穿城而过
是无锡最拥堵道路之一

在手机地图上，无锡市毛细血管般贯
通的交通，到了锡港路一段有部分已是灰
色。更准确点，那是312国道K135处，在
现场，接近20米长的高架桥，整面侧翻，
砸在地上。

事发后，周边的交通立即严重拥堵。
对于无锡而言，312国道有多重要？
就在事发当天，无锡市城市重点建设

项目管理中心网站才发布了针对312国
道无锡段锡沙路东-通江大道、飞凤路-金
城东路的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
求意见稿。

其中，在谈到312国道拥堵情况时提
到，这条国道穿越无锡市区全境，日常既要
承担长途交通，又要承担城际间和城市内
部中短途交通的出行，交通量大，服务水平
总体较低，部分路段拥堵严重，通行效率
低。加上货车比例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
程度，减缓通行效率，现状通行能力和通行
状况已经不能满足交通需求，亟待改善。

因此，无锡市交通运输局拟投资15.74
亿元，对312国道（锡沙线-通江大道）进行改
造。此外，还拟投资75.52亿元，对312国道
（飞凤路-金城东路）进行改造。

事实上，这不是无锡市第一次对312
国道进行改造。早在 2003 年，就斥资
15.6亿元扩建312国道无锡段，部分利用
老线和部分路段优化改线相结合，扩建改
造里程48.43公里。

“这段路堵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位在
事发地附近开店的市民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大家都习惯了各种货车
轰隆隆地开过。”

针对改善312国道交通拥堵状况，记
者在无锡市政府官网查询到，2018年年底，
就有无锡市人大代表提出相关建议，而在无
锡市规划局的回复中，也坦承目前312国道
的拥堵。其中提到，“特别是G312、S342省
道共线的北环路段，周边地块物流和钢材企
业众多，高峰时段拥堵频发，也已成为目
前无锡市最拥堵的道路之一。”

记者注意到，10日傍晚发生桥面侧翻
的锡港路上跨桥，正位于回复中提到的
312国道北环路段。

伊朗一油轮在红海遭导弹袭击后爆炸

初步的调查结果，公布了。
10月11日早上7点左右，针对发生在10日18时10分的无锡市312国道K135处、锡港路上跨桥侧翻事故，无锡市事故救援指挥部发布消息：经现场搜

救确认，桥下共有3辆小车被压。其中，1辆系停放车辆（无人，驾驶员已找到）；1辆车上共2人，已死亡；1辆车上只有1人，已死亡。侧翻桥面上共有5辆车，
其中3辆小车、2辆卡车。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同时，经初步分析，上跨桥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
突如其来的事故，打破了这个城市的宁静。作为无锡市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的东西向过境货运通道，一直以来，312国道就承担着往来于上海、苏州、无锡、

常州、南京之间大量的过境货运交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发地段，不但是目前无锡最拥堵道路之一，而且周边地块物流和钢材企业众多，附近几百米外，就是目前无锡最大的钢材市场东方

钢材城。针对312国道的改造工程原定年内开工。
很多人一夜未眠。在苏州，彻夜等待的大华（化名）等到了他最不想面对的消息，事发时，表姐正好开车驶过高架桥下，和侄女一起，在回家的路上遇难。

“生命的重量，比我们想的重得多，比超载车辆重得多，比坍塌的大桥重的多。”大华写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沈轶柴枫桔江苏无锡报道

A 事发的路段 B 事故的原因 C 生命的重量

单桥墩梁式桥之困
原定年内启动快速化改造

“超载是主因”
超载大车偏心行驶酿大祸

这是10月11日拍摄的江苏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救援现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