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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鹅岭二厂、北仓、喵儿石……这些
由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重庆文创园区，
无不吸引着游客趋之若鹜，但在“打卡”
之后，人们往往又发现，在园区中很难
感受到这些老建筑的历史和故事。

将于十月正式开放的重庆工业文
化博览园或许会成为重庆工业遗产活

化利用中的一个“另类”。
火车头、利用高炉打造的巨型城

堡、用废弃工业零件创作的雕塑……
这些散布于园区的作品，无一不让博
览园具备成为重庆又一个热门“打卡”
地的潜质。而工业博物馆的展陈，又

能让游客“打卡”时，深度了解钢迁会
西迁重庆、支援抗战的故事以及重庆
的工业发展史。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
体，记录了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信息，
承载了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积淀。让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修
缮往往只是第一步，仅仅让其身体

“活”了起来，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修缮
后，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展示这处遗产
的历史，让其灵魂也“活”起来，延续历
史文脉。

成功活化利用工业遗产的案例无
不说明，只有让工业遗产的身心都

“活”起来，才能让游客在其间真正感
知这处遗产的前世今生，从而铭记历
史、开拓未来。

让工业遗产的灵魂“活”起来
牛瑞祥 赵迎昭

在钢迁会生产车间旧址一
侧，一台庞大的老式蒸汽机静
静“躺”在水泥基座上，机身上
的“1905”字样及生产厂商信
息仍清晰可见。这台重达250
吨的老式蒸汽机是重庆工业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8000匹
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动机。

“这台蒸汽机1905年由英
国谢菲尔德市梯赛特戴维兄弟
公司制造，1906年进口，是中
国轧钢工业第一台大型轨梁轧
机原动机，先后安装于广州、汉
阳，1938年西迁至重庆。”原重
钢型钢厂厂长胡廷力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叹，“这个大家伙可以
说是命运多舛，但也是老来得
福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1938年4月至7月间，拆迁中
的汉阳铁厂遭到日本侵略者的
飞机轰炸，工人死伤惨重，炼铁
炉、炼钢炉、动力机件不同程度
受损。“工作人员冒着危险，随
炸随修、日夜不停，一共从汉阳
铁厂拆迁机器、材料约3万吨，
这台250吨重的蒸汽机也在其
中，跟随钢迁会西迁重庆。”胡
廷力说。

不过，这台蒸汽机在西迁
至重庆后却因为缺少零部件而

“休息”了10多年。
1950年 10月，国家重工

业部及西南工业部的领导决
定修复这台蒸汽机，发现该
机器的诸多零部件仍散放于
长江沿岸多地，其中一个重要
部件——飞轮曲拐轴更是在西
迁过程中遭日机轰炸沉入长
江。政府随即组织人员将飞轮
曲拐轴打捞出水，其他缺件则
由鞍钢制作。

为何要费尽周折打捞飞轮
曲拐轴？胡廷力解释：“其他配
件都可以复制加工，但想加工
飞轮曲拐轴可没那么简单，也
只有用打捞这个笨办法了。”

1951年2月4日，8000匹
马力蒸汽机开始安装，12月竣
工投产。从此，这台巨型蒸汽
机便开始为建设新中国开足了
马力。1952年4月10日，这台
蒸汽机为重钢成功轧出了新中
国第一根重轨——中华式
38KG/M重轨，用于成渝铁路
的建设。

这台巨型蒸汽机工作时
会发出像火车蒸汽机车头般
的轰鸣，气势磅礴，几乎整个
大渡口都听得见。“这台机器
自从投产后，可以说是全年无
休，只有在检修时，才会安静
几天。不过检修那几天，已经
习惯了这种轰鸣声的大渡口
人反而还睡不安稳了。”胡廷
力笑着回忆。

1985年，重钢进行节能改
造，电动机彻底取代蒸汽机，这
台机器也作为中国最后一台以
蒸汽机作动力的轧钢原动机停
产下马。至此，这台巨型蒸汽
机已经累计为重钢生产各类钢
材、钢坯380余万吨。

2005 年，胡廷力组织型
钢厂的老工人又将这台已荒
废20年之久的巨型蒸汽机重
新组装完整，陈列在现在的位
置。

“这个‘宝贝’是我们型钢
厂保留下来的，它见证了中国
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胡
廷力说，现在不少老重钢人都
还盼望着，等博览园开园后回
去看看这位“老朋友”。

250吨的蒸汽机诉说百年沉浮
本报记者 牛瑞祥 赵迎昭

在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重钢”）环保搬迁至长寿区后，
大渡口区这座昔日的“钢城”也渐渐归
于平静。

位于大渡口区李子林的原重钢
型钢厂片区，在3座数十米高的烟囱
之间，有几栋老厂房被保留了下来，
其中一栋就是重钢的前身——钢铁
厂迁建委员会（下称“钢迁会”）的生
产车间。2013年，作为重庆抗战兵
器工业旧址群的一部分，这栋厂房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钢迁会生产车间旧址也是正在打
造的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下称“博览
园”）的组成部分——重庆工业博物馆
的主题馆，该馆于7月初完成布展工
作，将在10月面向公众开放。

厂房里，部分生产设备设施被原
样保留下来，但却没有了往日机器的
轰鸣。现场采取图文和场景还原的形
式，无声地述说着钢迁会从成立到西
迁重庆，并在抗战大后方坚持生产、支
援军工的恢弘历史。

这栋建成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
“国保”厂房，在近80岁“高龄”时重新
焕发生机。

抗战
为全国兵工企业提供

90%的钢铁原料

走进107米长、27米宽、23米高
的钢迁会生产车间旧址，迎面是展现
钢迁会生产场景的巨幅浮雕墙。浮雕
右上角的“1938”和左下角的“1945”
遥相呼应，象征着钢迁会在重庆的7
年时光。

已进入调试阶段的主题馆展览被
命名为“钢魂”。“钢魂寓意着民族之
魂、钢铁之魂、全民抗战之魂、重庆工
业之魂。”博览园项目专家、历史文化
学者何智亚说。

事实上，包括“国保”厂房在内
的这几栋老建筑能够留存下来，也
是缘于时任渝富集团董事长何智亚
在 2007 年的一项提议：重钢搬迁
后，保留部分老厂房，打造工业博物
馆。

这一提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经过论证，博览园最终选址原重
钢型钢厂片区，项目占地152亩，建设

规模14万平方米。
“提起重钢，不少人都知道它成

功轧制了新中国第一根钢轨，但鲜为
人知的是，它还是中国最早创立的钢
铁企业，已经有近130年的历史……”
大渡口区文管所所长李国洪介绍，重
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张
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其
当时被视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
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
铁联合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
的摇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钢迁会于
1938年3月奉令成立，担负起将汉阳
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择要西
迁至大后方重庆的重任。

钢迁会艰难的转运工作从1938
年 6 月初开始，到 1939 年年底结
束。其间仅用40天完成的“宜昌大
撤退”，保护了中国工业的精华，在转
运的3.7万吨器材中，有3.2万吨运抵
大渡口。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钢迁会汇
集无数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将数
以吨计的设备拆卸后抢运至重庆，并
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将工厂建成投
产，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站在主题馆内的“宜昌大
撤退”复原场景旁，李国洪望着头顶悬
挂的日机模型说。

史料记载，钢迁会在鼎盛时期有
员工15699人，抗战期间为全国兵工
企业生产提供了90%的钢铁原料，成
为大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企
业。1940年 9月14日、1941年 8月
22日和9月1日，日军共出动45架次
飞机轰炸钢迁会厂区，死伤员工163
人。

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工友邹
宗友生前曾回忆：“我们当时一边安
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日机
轰炸……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生
产一些钢铁产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
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
打击日本侵略者。”

改造
用破旧老厂房打造现代

博物馆

在2013年成为“国保”后，钢迁会
生产车间旧址这栋当时已经有些破旧

的老厂房该如何修缮，牵动着不少人
的心。

“我们专门委托清华大学副教授、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
会秘书长刘伯英牵头的团队进行了修
缮设计。”渝富集团工业博物馆公司副
总经理金鑫介绍，在方案确定后，
2017年 1月 22日至 2018年 5月 11
日，施工团队对旧址进行了修缮。

站在旧址前，枣红色的钢板和
高大的玻璃幕墙融为一体，体现出
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走进展馆中，墨
绿色的钢结构、土黄色的杉木屋顶、
宽敞的空间呈现的工业气息又扑面
而来。

金鑫介绍，修缮之前，老厂房屋顶
的石棉瓦破损严重，局部只剩下钢架；
屋顶钢结构有油漆脱落、生锈的现象，
厂房里充盈着灰尘和刺鼻的气味；建
筑地面凹凸不平，局部钢筋裸露……
已不能满足作为公共开放场所的需
要。

好在专家们对老厂房的“体检”结
果让大家长舒了一口气——这座老厂
房的钢结构没有开裂的情况，整体状
况稳定；建筑主体的混凝土结构没有
明显裂缝，支撑系统稳定；墙体局部出
现的雨水侵蚀等情况不算太严重，加
固后可以正常使用。

记者在展馆内看到，旧址的屋顶
由杉木铺装，显得十分古朴。在杉木
之上看不到的部分，还增加了防水卷
材、金属复合板等材料；西立面和南立
面均增设墙体，让旧址建筑实现了封
闭。

金鑫称，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前
提下，“国保”在修缮时尽可能保留下
了厂房的原貌，包括内部历年改造的
痕迹和破损的痕迹，以增加可读性、
可识别性和历史的沧桑感。例如，一
堵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砂砖墙就得
到了保留。它的颜色、质感和厂房初
建时所用的青砖有一定区别，但经过
近40年的岁月洗礼，它也被赋予了
历史气息，所以在展馆中并不显得突
兀。

“还有地下这些以前生产时用于
流钢水和排废水的基坑，它们原本布
满灰尘和黑色的油污，经过清洗也成
为了一道景观。”站在设计师采用钢结
构及透明钢化玻璃覆盖的地面，金鑫
指着脚下说，未来游客还可以进入坑
道内参观。

探索
活化利用工业遗产也有

诸多可能性

在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传统
产业逐渐衰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工
业企业搬迁持续进行的今天，妥善保
留工业遗存，保护有价值的工业遗产，
对于保留城市记忆、延续城市生命、满
足高技术影响下对高情感的需求，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智亚表示，工业遗产往往被人
忽视，直到本世纪初，中国才开始逐渐
关注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问题。而从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工业发
达国家的学术界便已纷纷成立工业考
古组织，研究和保护工业遗产。

比如，德国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
园，其原址是炼钢厂、煤矿及钢铁工
业，使周边地区严重污染，于1985年
废弃。改造后，公园将工业遗产与生
态绿地交织在一起，打造出独特的工
业景观，1994年建成开放后，成为公
众欢迎的休闲场所。此外，纽约SO-
HO区、莫斯科红十字巧克力厂、芝加
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都是合理改造
利用工业遗产的成功案例。

在重庆，鹅岭二厂、北仓等文创园
区也是依托工业厂房改造而来，并吸
引众多游客“打卡”。重庆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副教授田琦表示，老工业厂房
的改造也有很多可能性，可以从更多
的角度去思考其改造后的用途，包括
公共体育场馆、长租公寓、科研基地
等，并非只能改造成文创园区。

“利用钢迁会旧址打造博物馆，不
仅是为了铭记重钢在抗战期间积极生
产、支援军工，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
的牺牲书写抗战传奇的历史。这一工
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案例，也会对重庆其
他闲置工业厂房、工业遗址的开发利用
起到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何智亚
说。

市文旅委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负
责人表示，重庆已确定了历史、革命、
抗战、工业、自然五大博物馆群的建设
目标。博览园建成开放后，不仅将成
为我市工业博物馆群的领头羊，助推
城市人文品质提升，这处以工业文化
为主体的文旅地标，也将成为重庆都
市旅游的一个新去处。

重约250吨的8000匹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动机。

▲博览园内的钢铁城堡乐园。

▲主题馆展出的四轴梅花铣床。

从钢铁生产车间到博物馆主题展馆

一栋一栋““国保国保””厂房的涅槃厂房的涅槃
本报记者 牛瑞祥 赵迎昭

◀重庆工业博物馆主题馆——钢迁会生产车
间旧址。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