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7 日 省政府宣布：长期困扰辽宁省
中小学的危险房屋已于1989年全部消灭；同
时要求今后当年出现的危房，必须当年修好。

1 月 10 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
乙烯裂解炉，在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通过国家
级技术鉴定。该炉已达到上世纪 80 年代国
际同类装置先进水平，结束了此类重大装置
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2月9日 国家科委确定沈阳市为建设高
效持久型城郊农业试点市。沈阳市率先在全
国13个大城市中实现了粮菜蛋奶自给自足，
闯出了“小郊区养活大城市”的新路子。

3 月 3 日 1989 年 全 国 企 业 管 理 最 高
奖——“金马奖”评选在北京揭晓，辽宁省
的东北制药厂、大连港获奖。

4 月 29 日 辽宁东药足球队在沈阳获得
第九届亚洲俱乐部杯赛冠军。这是中国迄今
在亚洲足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5 月 15 日 中国第一条免维护启动型蓄
电池生产线在沈阳蓄电池厂建成投产。该生
产线从英国引进，采用当时世界制造蓄电池
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投资 3000 万元，年产
蓄电池60万只，其中40%出口。

8 月 31 日 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中科院沈阳机器人示范工程建成，通
过国家级验收，交付使用。这标志中国已具
备研究开发高级机器人的能力。

11月13日 大连造船新厂成立。该厂是
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船舶总装厂、国内唯
一能够建造 10 万吨级以上船舶的出口基地
企业。

靠双脚徒步勘测出“神州第一路”

沈大高速
1990年

于泽民：薛指挥您好，我是2015年从大连理
工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我们单位的，您是我的老
前辈，听说您曾参与我们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
勘测设计工作，对于我们省来说，沈大高速公路
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特别想听您
讲讲，最开始建设沈大高速公路的故事。

薛景为：小于，真巧，我们是校友啊，我是
1980 年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你想了解沈
大高速建设历史，那我得从 1983 年说起。当
时，我还在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做设计工
作，因为我们辽宁当时是全国的工业大省，尤
其是沈阳到大连的交通流量已经达到建设高
速公路的标准，沈阳至大连的公路不仅车流量
大，而且汽车、牛车、人行道都混在一起，严重
阻碍了沈阳至大连经济带的车辆流通，高速公
路的建设需求应运而生、迫在眉睫。当时省

委、省政府也特别重视公路建设，于是就开始
了该不该建设高速公路、如何建设高速公路的
大讨论。

于泽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修建沈大高
速公路真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那当时是怎么
研究和讨论的呢？

薛景为：当时的人哪像你们现在这样思想
超前，而且老百姓对高速公路这个词还很陌生，
在那个年代算是新生事物。那时，通过研究测
算，建设高速公路的投资额巨大，而且从古至
今，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还没有哪条路是要收费
的，这就需要很大的观念转变。当时有两种观
点，大部分人赞同建设高速公路，认为应当以未
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高速公路；不过也有
一部分人有顾虑，觉得这种投资会不会收不回
成本，高投入低回报。经过多次深入细致的研

究和讨论，最后省政府下决心一定要建设沈大
高速公路，并委托我们设计院，做了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于泽民：决策过程还是充满了曲折，现在看
来当时的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更是与时俱进
的，那当时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怎么做的
呢？

薛景为：1983年10月，沈大公路扩建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在沈阳进行了初审。国家交通部
领导及专家组从高速公路占地问题、拉动当地
经济建设以及交通流量调查等方面，对工程的
可行性进行了会审，专家一致赞成沈大公路扩
建项目应建成全封闭的汽车专用公路，也就是
高速公路。1984年初，项目获得了国家批复，于
是我们在国内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
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设计工作。

从1984年6月27日开工建设，至1990年8月20日竣工，这条当时国内最长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被誉为“神州第一
路”。这条陆路运输的“大动脉”是辽宁省的重要经济干线，也是东北地区南下出海的主通道。

于泽民（右）紧紧握住了前辈薛景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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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12日 对话地点 沈大高速宁官收费口

薛景为：1984 年，我们接到设计任务后，
大批设计人员开始深入现场勘测。那时候
不像现在有这么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设备，
现在使用的全站仪以及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当时都没有。那时候选线，是在 1：10000 的
图纸上选择走行的线路，一般情况下会选择
一条主线，再选择一条比较线，然后所有设
计人员下到现场沿着线路实地勘测。当时
我与两位老同志一起进行路线调查，从沈阳
步行出发，一直走到营口盖县（今盖州市），
一 步 一 步 地 往 前 走 ，现 场 计 算 复 核 测 量 数
据，手工绘制路线图。

于泽民：那时候的设计条件真是太艰苦了，
向老一辈高速公路建设者致敬。现在设计线路
已经可以直接应用软件了，航拍、航测出总图以
后，直接在图上就可以选线，可以三维立体建
模，卫星图能精确到厘米级，精度大大提高，简
化了设计流程。

薛景为：说起外业徒步勘测工作，我现在印
象还特别深刻呢，沈阳到盖州 200多公里，我们
那时候实实在在地徒步走了 40 多天。用的勘
测仪器也是老式的光学经纬仪，为了测量数据
精确，我们钢尺的读数都要读两回。勘测回来
后，所有的资料、数据总工办都要再去复核、验
收。等到 1990 年以后我们才有了电算室进行
辅助设计，而现在随便一个笔记本电脑，就已
经能完成当时电算室的功能，现在完全是现代
化了。

于泽民：是啊，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正
是由于老一辈建设者的努力和探索，才使得我
们如今能快捷方便地开展建设工作。那1990年
沈大高速公路通车后，两地之间的通行时间是
不是大幅缩短了？

薛景为：是的，我们当时亲自驾车，原来行
驶在各种车辆混行的公路上，有的路段还是砂
石路，从沈阳开车到大连，早上7点出发，晚上7

点才能到。而沈大高速公路开通后，一天就可
以跑两个来回，大大缩短了通行时间，提高了运
输效率。起初，因为沈大高速公路收费，经历过
人们不认可的阶段，老百姓有的就说走这条收
费的路干什么？但有的人尝试之后就体会到了
高速公路的便利与顺畅，逐步接受了高速公路
的存在，对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带动作用。

于泽民：您说得对，我老家在普兰店，记得
我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大连玩，就会走一段高速
公路，第一次行驶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
感觉特别平稳，没有任何颠簸，速度特别快，感
觉窗外的景物风驰电掣般地后退，一眨眼就到
了，大大提高了人们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这也成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激励我努力走上
新时代高速公路建设者的岗位，为辽宁家乡的
高速公路建设出一份力，努力做出无愧于新时
代的业绩。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设计工作者要靠双脚徒步实地勘测，手工绘制图纸。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现代化计算机，可以
用来辅助设计。而2000年之后，已经全面使用专业软件绘图，并能进行三维设计。设计效率和质量突飞猛进。

薛景为：沈大高速公路是一条车流量跨越
式发展的高速公路。从 1990年全线建成通车，
截至 2000 年，部分路段已通车运营 15 年，进入
了设计的大修年限。而且车流量也达到了饱
和，从开通初期全线日均流量3300台次，到后来
车流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再不扩建不仅经常发
生拥堵，而且有全线严重拥堵的危险。于是省
交通厅根据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对未来交
通量的增长预测，决定结合公路大修，按 8车道
标准改扩建沈大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2002年
5月28日开工，2004年8月29日建成通车。

于泽民：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沈阳到四

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随后又参与了毛家店收
费站改扩建工程，改扩建工程施工难度大、安全
任务重，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机
会。薛指挥，您作为辽宁高速公路的第一批建设
者，应该参与了省内很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吧？

薛景为：我是 1996 年末调入辽宁省高等级
公路建设局从事高速公路项目管理工作的，先
后参与过沈大、沈山、沈四、盘海营、阜朝、铁本、
丹通等项目建设，一直奔波于省内各地。2014
年，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并
没有离开项目建设的第一线，目前仍在铁本高
速公路负责征地动迁工作。

于泽民：薛指挥退休也不忘高速公路建设
事业，是我们新一代建设者的榜样，值得我们尊
敬和学习。12月11日，我们辽宁高速又迎来一
个好消息，铁岭至本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意味
着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 400公里全线实现闭
环贯通，实现了与沈丹、沈大、沈山、沈彰、沈康、
沈四、沈吉 7条高速公路衔接，标志着以沈阳为
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全部实现高速通车，打
通了东北区域骨架公路网规划“五纵、八横、两
环、十联”中的环一线。对完善国家和区域高速
公路网布局、奠定辽宁东北交通枢纽地位、加强
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沈大高速公路的步伐，我省先后组织建设了沈阳绕城、沈阳至山海关、铁岭至朝阳等40多条高速公路。2002年实现全省
14个省辖市全部通高速公路，2014年实现全省所有陆地县“县县通高速”。目前，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4331公里。

逐梦

从小就很羡慕会开车的人，曾经在脑海里幻
想着自己开车的样子。

2003 年，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也没有经
济实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但是仍然去驾校
学了车、考了票。

之后的几年，虽然开始是偶尔蹭别人的车开
开，后来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汽车，但是始终没
有机会走一趟高速公路。

直到 2012年，带着 3岁的儿子去看他梦寐以
求的大海，才第一次开上了双向8车道、前往大连
的沈大高速公路。此后的每一年夏天，儿子都会
盼望着能走一回这条通往大海的高速公路。

好友丹丹是自驾旅游达人，只要遇上假期，他
们一家三口必定会第一时间出发，“冲”向高速公路
收费口。多年来，他们一家驾驶汽车沿着高速公
路走行了十余万公里。几乎游遍了国内的各个省
份，2015年，他们又沿着高速公路一路向南，途经
辽宁、河北、四川、云南等省份，最远到达了泰国。

对于丹丹一家来说，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旅
行目的地的通途，还是孩子睡梦中缓缓摇曳的摇
篮、是四季变幻沿途欣赏一幅幅醉人美景的画廊、
是激起下一次出发动力的磁场。

移动，是人类从久远以来就一直抱着的梦
想。“改变世界的机器”——汽车的出现，让移动的
梦想不再遥远。而高速公路的出现，承载着我们
的梦想快速飞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规模
从零到世界第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
往往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建成高速公路网络，而我
国在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起点上起程，却用不到30
年便完成了超越。

沈大高速公路对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带动作用。

1990年 9月 1日，沈大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该工程
是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