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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芮

解读

“实业报国”精神不能“拆除”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有多少工业遗址
将离我们远去

为什么要呼吁保留荣氏家族福
五的遗址？这要从这个工厂的起源说
起。

1902 年，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
响，荣氏兄弟在沪、港、粤看到外资企
业获利颇丰，认为要办自己的实业，
作为商人的荣氏兄弟把目光投向了
投资小、见效快的面粉生产厂，因为
清政府规定面粉行业可以免税。另
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破坏了农业，

北方出现粮荒，同时在中国的联军以
面食为主，这些使面粉的市场很大。

抗战时期，申四福五保住了民族
工业的血脉，成为抗战后方重要的物
资供应基地。上世纪 50年代，申四福
五系统在各地的工厂率先公私合营，
交给了国家，两厂在新中国成立后数
十年的武汉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了
重要作用。

申四福五是当年中国企业家“实
业报国”精神的记录者。

工业遗址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目前，每一个工业的遗产都是一
个标志性的符号，我们有责任把这段
历史延续下来，让遗址来自己讲故
事：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产品的知名
度，生产设备包括人员技术等等在同
行业里面是不是达到顶尖地位，是不
是有领袖地位……

工业废弃地的再生问题是我国
大量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必须面
对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有学者从可
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管理角度出发，
提出建设后工业景观公园是工业废

弃地土地利用的过渡性对策，经过进
一步的生态修复与重建后，土地景观
终究会回归到工业文明前的田园牧
歌式的环境状态。

这种对土地景观格局发展的预
判饱含着生态理想，但却忽略了对
负载着文化传承使命的工业遗产
的景观意义给予足够的思考和重
视。

当然，如何保留工业遗址不是最
重要的，如何保留中国企业家“实业
救国”思想才更重要。

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
一荣氏兄弟创立的茂新、福新、申新
企业系统，共有 21 家工厂，历经抗战
烽火和岁月变迁保存下来的申新四
厂老厂房已被拆毁，如今仅存的汉口
福新五厂老厂房也面临被拆毁的命
运。日前，与这家荣氏老企业有渊源
的海内外人士为此发出呼吁，希望能
留下这幢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风雨
沧桑的老建筑。

吁请保留荣氏兄弟二厂

工厂不光是机械，厂房是一种文
化，实际上人更是一种文化，人体现
这个时代的一种风貌，工厂没了，人
的文化也就发生改变会消失。厂房，
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一群下岗工人，陆陆续续来到一
个山坡上。

他们曾是骄傲的产业工人，是这
个社会的主人，领导阶级；工资高，地
位高，技术也高；曾经是中国经济腾
飞的支柱，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巨大的
财富。

但是，一场改革却将正值壮年的
他们抛向了社会，让他们成了名副其
实的无产者。

不仅如此，记载他们光辉岁月的
厂房也被废弃，荒芜，面对那两个象
征产能和效益的烟囱即将在爆破中
灰飞烟灭，他们的眼中是一种无奈和
迷茫。因为，随着那两个烟囱的倒下，
他们精湛的技术和无穷的创造力，顿
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这就是去年收获国内外奖项无

数的电影《钢的琴》中让人心酸的一
幕。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现实中。
2006年 7月 15日，在北京焦化厂停
产告别仪式上，很多工人都是眼含泪
水来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工厂告别，非
常凝重。
工厂不光是机械，厂房是一种文

化，实际上人更是一种文化，人体现
这个时代的一种风貌，工厂没了，人
的文化也就发生改变会消失。厂房，
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然而，这些工业记忆正逐渐老
去，面临拆迁。

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的厂房就
是其中之一。

福新第五面粉厂与汉口申新第
四纺纱厂并称“申四福五”，是 1918
年至 1922年间由荣毅仁的父亲荣德
生、伯父荣宗敬等投资，由荣毅仁大
姐夫李国伟主持兴建。
申四福五企业系统见证了中国

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
然而，2009年原申新四厂厂房及

办公楼被全部拆毁，现在，原福新五
厂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2010 年 3 月，武汉媒体以《荣氏
纺织厂汉口原址化为废墟：上海申新
九厂变身博物馆，武汉申新四厂悄然
消失》为题报道了武汉国棉三厂老建
筑毁于拆迁的新闻，引发港台、欧美、
南美、北非等全球各地侨界、学界高

度关注。与这家荣氏老企业有渊源的
海内外人士为此发出联名呼吁，希望
保留这个武汉市尚保存相对完好的
最后一处比较完整的近代民族工业
遗产。因为这幢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地
方的工厂厂房而已，它背后所承载的
厚重历史，在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亚洲
近代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会讲故事的遗址命运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和
城市功能的变化，关闭、停产、外迁的
工厂越来越多，工业遗址所占据的寸
土寸金的城市黄金地段，无法不吸引
政府和开发商的目光。

无论如申四福五的民族工业见
证，还是如首钢、东药等创造了新中
国工业奇迹的重工业企业，都在逐渐
退出城市的历史舞台。

然而，这些会讲故事的遗址命运
都如何呢？

同为荣氏产业的福新面粉一厂
和申新九厂，在上海的老厂房都已作
为近代轻工业博物馆和创意产业基
地被保留下来。现在那里已成为国际
知名广告、时装和箱包设计基地。此
外，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等荣家企业工
业遗产，也得到了妥善保护和利用。

创建于 1946年东北制药，是中
国重要的医药生产企业之一，2007年
4月，正式启动异地搬迁改造，原址被
沈阳嘉熙房地产有限公司以近 3 亿
元购得后，如今已开始兴建商住综合
体。

而同样是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
之一，作为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重
点建设项目，华北制药原址要比东药
好很多。从河北省规划设计部门了解
到，华药工业区整合后，部分用地性
质将改为商业和居住用地，实行统一
规划管理。除了大部分土地将作住宅
和商业商务写字楼开发建设，还有部
分建筑将作为工业遗产进行保护。

位于首钢原址附近的北京首钢
钢材配送有限公司开业之际，首钢负
责人同时透露，首钢仅搬迁钢铁生产
能力，总部将“原地不动”。首钢原址
7.4 平方公里的地皮归首钢自行开
发，不会开发居民住宅。首钢北京总
部将逐渐变成研发中心、销售中心、
物流中心、优势非钢产业、环保产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六大部分。

最成功的莫过于如今已世界闻
名的北京七九八工厂改造的艺术
区。

但是很多企业没这么幸运。比如
说北京国民一厂三厂，还有光华染织
厂，已经成为高楼大厦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工业遗址在离
我们远去。如此，我们将如何给下一
代讲述中国工业的历史呢？

后工业景观的市场空间

后工业景观的市场开发空间极
大，不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与
面临银根逐渐吃紧的房地产开发相
比，其投资少、收益快、后续开发价值
无限。

对于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德
国、日本都已经探索出很多方案。

德国鲁尔工业区北杜伊斯堡景
观公园，就是让铁矿厂区废墟焕发新
生的典型。鲁尔区曾是欧洲最大的煤
铁中心，但随着重工业的没落，这里
遗留了大批废弃的烟囱、天然气储藏
罐、矿渣厂，但在德国景观设计师眼
中，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更像是承载
了无数历史故事的雕塑群，他们把车
间改造成舞台，用矿渣铺垫广场，把
混凝土墙改造为攀岩区，吸引人们到
这里来回忆曾经辉煌的工业化历史。
最出名的，是把直径 45米、深达 13
米的天然气储藏罐改造为欧洲最大
的室内潜水馆。

日本的工业遗址游，开始时只是
一种“边缘文化”，但现在正变得越来
越有吸引力，它使日本的工业区变成
了意想不到的旅游胜地。就像在美
国，沿着“新泽西收费公路”工业区进
行的旅游。

南非黄金矿区遗址，游客观看矿
工用风钻作采矿表演。最受欢迎的项
目是观看浇铸金块的过程。

约翰内斯堡南部城镇索韦托的
两个热电厂双曲线塔，艺术家在高数
十米的双曲线塔身上创作壁画，用艳
丽的色彩表现非洲人多姿多彩的生
活，成为索韦托的地标，也频频出现
在南非的旅游宣传产品上。两三年
前，当地一家公司突发奇想，在双塔
顶之间造一座桥，开展蹦极活动，在
2010年世界杯期间，这个项目大受欢
迎。

业内人士表示，后工业景观的市
场开发空间极大，不但具有历史文化
价值，同时与面临银根逐渐吃紧的房
地产开发相比，其投资少、收益快、后
续开发价值无限。

不知道哪些企业会把握好后工
业景观的商机。

原荣家企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的厂房现依然屹立于武汉市
硚口区宗关地区，它是我国上世纪初重要的民族工业遗产，厂房的钢筋
水泥结构异常敦实、厚重，可见当年设计标准和建造水平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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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远最得意之作就是 8 年前的单体面积最大的奥运工
程———国家会议中心项目。他以塑造奥运精品工程为目标，带领
项目团队仅以一千多个日夜使工程告捷，且一举荣获两项国家
级科技质量最高奖———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及新中国成立 60 周
年百项经典（精品）工程。
“鸡蛋里挑骨头”的鲁班奖专家的评语：“国家会议中心工程

质量无可挑剔，不愧是奥运工程精品中的精品！”国际奥委会主
席罗格也赞赏道：“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奥运工地！”

也就是在奥运会、残奥会胜利闭幕之际，李志远走马上任总
经理的领导岗位。从此，公司以纯国有改制为国有参股民营控股
企业，辉煌之路也由此到来。而作为北京建工集团二级公司最年
轻总经理的他，高瞻远瞩，志高存远，经营生产、工程质量、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新签合同额由 2008 年
的 7.68 亿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41.7 亿元，施工产值由 8.18 亿元
上升到 21 亿元，利润由 800 万元上升到 2000 万元，公司业务领
域形成了京内，京外、境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实现了“后奥运”
期、金融危机下的持续发展。

李志远用他的科班身世、把学到的国内外最先进的管理理
念与企业实际紧密相结合，率先在公司建立责任考核机制和激
励约束机制，与经营班子成员、机关部室负责人和分公司、项目
经理签订年度《指标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经济指标和管理
责任；以独到的《绩效考核办法》半年和年终量化考核，推行的分
公司（项目）及个人承包的三种经营模式，在企业受到后奥运经
济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却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取
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公司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建设
行业诚信企业、首都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
国建筑业先进企业等多项殊荣。

日月轮回，人生如歌，历史的车轮不停地飞转，随着国家“十
二五”战略规划的出炉，李志远以其将才的谋略，带领大家迎接
挑战，又踏上新征程。公司也制订了“十二五”战略发展规划，确
立了以建安施工为主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及投资运营为新型主
导产业，力争用 5年的时间，建安施工做精做强，主业突出；房地
产开发逐步扩大，做实做精；同时向建筑产业链上下延伸，多元
专业发展，多板块发展经营，并逐渐增加资本积累，实现向资本
运营和投资管理型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化管理体制和新型市场
竞争力、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和知名品牌的集团化公司。同时也为
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本公司在
中国的建筑施工市场中再次扬帆起航！憧憬未来，李志远充满自
信。

———记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

李志远：
建工史上的将才劳模

李志远（左二）在工地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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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奥运工地！”

王进

李志远他很科班，同济大学高材生，也很基
层———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他主管质量、技术、生
产和总包管理的工程 300多万平方米，譬如组织承
建的奥运重点工程国家会议中心、京皇广场、银都
中心、中国日报社外国专家公寓楼等，荣获科技成
果共计 30 余项；这位北京建工的将才荣誉繁多：
1998 年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1999 年首都劳动奖
章、200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2007年首都劳动奖章、
2008 年北京市奥运工程建设功臣、2009 年全国建筑
业优秀企业家、2011年度北京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
等；他还是北京建工集团史上最年轻的北京市劳动
模范；他就是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志远。

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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