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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纽约时报遗址：GDP超千亿美元
为了探访二锅头工业遗址，记者

来到了北京著名的商业街———前门
大栅栏。几经询问，在胡同的深处终
于找到了源升号博物馆。

源升号博物馆

这里的参观区分为两层，沿着木
质的楼梯走上二层，耳边听到的是岁
月沧桑的声音。二层陈列着二锅头酒
的历史资料，从曾经的源升号到后来
的红星二锅头发展历程的相关资料、
实物，在这里体会的是历史的厚度。
与二楼人流稀少不同的是，一楼

一直游人不断。
一楼是人物塑像和历史“文物”

共同拼凑起来的有关第一瓶二锅头
酒诞生于此地的故事，在一楼的侧面
不到 10 平方米的地方是产品陈列
柜，其实，这才是“主角”。

这是一个非假日，但不时有游人
进来买上几瓶陈列的二锅头酒。在这
里记者看到，从价格不到 10元的“小
二”，到价格 2万余元的红星珍藏酒
均有陈列。

前门源升号门店经理郗晓源告
诉记者，1949年 5月 6日成立的实验
厂迎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生产首批
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献礼
酒。当时实验厂是边建厂边生产，终
于赶在当年 9月 16日生产出了第一
批以高粱为原料的白酒，这就是至今
人们津津乐道的开国献礼酒。
在赶制第一批献礼酒时还有一个

小插曲，由于时间较短，瓶子盖没有时
间打制，因此最后的成品二锅头就成
了“白酒的身子、啤酒瓶的盖”的造型。

通过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前门
“源升号”博物馆，把对历史、技艺和
文化的整理和发掘对外开放，把消费
者心中沉淀的文化从潜意识中唤醒，
与企业文化形成共振，这已经成为利
用工业遗址推进品牌建设，进而提高
市场效益的良好案例。

二锅头酿出历史和文化

2010年，很多北京人注意到这样
一条消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
锅头酿制技艺、中华老字号北京红星
股份有限公司开始面向社会征集与二
锅头酒文化相关的老物件和歌词，如
酒石酸工具、酒器酒具、购酒酒票、老
商标等，并承诺征集来的老物件将附
以捐赠者姓名，在相关博物馆展出。
其实，这只是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二锅头酒博物馆筹划中的一个开始。
2011年 9月 30日，经过两年的

筹划与施工，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两大二锅头博物馆———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与前门源升号
博物馆开馆之日，老百姓才看到自己
家中闲置的老物件的真正价值。
这次同时开馆的两处博物馆中，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坐落于风景秀
丽、旅游资源丰富的北京市怀柔区，
建筑面积 3400平方米，是北京最大
的酒类博物馆；前门源升号博物馆则
坐落于繁华的前门商业区，在北京二
锅头之源———“源升号”老号原址上
进行复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更
希望它们的落成，不仅有利于整合和
宣传八百年二锅头文化，有利于发展
工业旅游，同时还能成为红星正式进
军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标志。

作为共和国的献礼之作，新中国
酒厂第一家，红星二锅头的历史价值
就已经奠定。

二锅头催生的艺术区

一瓶二锅头，一盘煮花生，构成
浓郁的京味儿文化。而今与长城、烤

鸭齐名的北京二锅头不仅仅象征着
北京人闲适、兼容的生活做派，而且
这浓郁的酒香还催生了一个有名的
艺术区———酒厂·ART国际艺术园。

原来生产二锅头的朝阳区酿酒
厂，如今还保留着一座酒厂原来的雕
塑，但两个酒厂质检员的雕塑形象周
围，而今却穿梭往来着众多艺术家。
在我国，“酒”代表着洒脱、尽兴，这也
正好契合了艺术家们对待生活的态
度。2005年，号称“世界最大”的韩国
阿拉里奥 (ARARIO)画廊正式进军这
里，开创了国外画廊入驻酒厂的先
例。随后不久，这里聚集了数十家中
外艺术机构和百余名国内外著名艺
术家，昔日二锅头生产基地成为继

798后北京又一个自由艺术家、艺术
机构的集散中心。酒厂发扬着兼容并
蓄的“二锅头风格”，构成了一个艺术
小联合国。

老工业遗址得天时地利

有人称酒厂艺术区为私人化的
“圈子空间”，因为这个高速路边上的
艺术区，让人感觉私密、冷清。与其说
这里是一个艺术公共空间，倒不如把
这里定义为一个小众的艺术家聚居
地。尽管进驻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
一点可以明确，酒厂艺术区是个不同
于 798商业热闹气氛的宁静所在。

这种安静得益于工业老厂房，
1975年，这里建立了朝阳区酿酒厂，
上世纪 80年代，朝阳区酿酒厂和北京
市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联营协
议，这座老厂子就一直波澜不惊地经
营着。但 2002年，红星公司提前 3年
终止了合作协议。酒厂因没有了重新
启动的资金和“二锅头白酒”的销售渠
道而陷入困境，近 200名职工的工资、
三险、水电等基本保障失去着落。靠
660 万元补偿金，酒厂维持了两年。
2004年底，朝阳区工业局出资 700多
万元，买断了酒厂 110名职工。至此，
酒厂剩余 56名职工，经过调整后剩两

条生产线，自产自销白酒，年销售收入
约 100万元。在白酒生产方面，酒厂仍
旧面临着技术和人才的缺乏以及对市
场认识不够等问题的困扰。

2005年前后，正值中国当代艺术
开始火热的时候，酒厂有着紧临中央
美术学院和北京东北部望京文化区
的区位优势，也能为建立艺术区提供
所需的发展空间。

艺术为酒文化产业注入创意

从 2005年建立以来，很多东、西
方著名策展人来此进行过策划和执
行展览，如约尔格·伊门道夫展、中国
现代美术展、美国现代美术展、汪建
伟飞鸟不动个展、李智铉个展、Hun原
gry Gad———印度当代艺术大展、暗
器、无界、冷能、金昌烈个展等，奠定
了酒厂·ART国际艺术园在当代艺术
圈内颇具影响力的地位。

2007年 9月在酒厂·ART国际艺
术园的九立方美术馆举办的毕加索全
球巡展更是轰动一时。能够举办 20世
纪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巨匠之一的毕加
索画展，也足以表明酒厂·ART国际
艺术园的不菲实力。中法文化使者程
昕东也给酒厂·ART国际艺术园引进
了罗丹的思想者和大拇指等作品展。

除了艺术区成立时间恰逢其时、
入驻机构本身的实力等原因外，酒厂
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交通
上，相比较索家村等地便利，所以有
人说这里与中央美术学院和 798 艺
术区构成了一个金三角。中央美院的
资源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除了帮
助审查入驻艺术家资格、提升整体品
位，中央美院还在酒厂开展推广交流
活动、加强宣传等方面发挥了优势。
美院很多院系主任都在园内建立了
工作室，设计学院已在酒厂设立学院
及实验基地，使酒厂的艺术创作逐渐
呈现出主流艺术特色。

本报记者 张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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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艳蕊

时报广场联盟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位于纽约市中心著
名的纽约时报广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与美国匹兹堡、
奥斯汀、波特兰等中等城市不相上下，即使是在金融危机阴影
下，2 0 1 1年仍高达 1100亿美元。

虽然占地面积只有纽约市区的 0.1%，但时报广场街区却
汇集了纽约市 1 1%的经济活动，10%的纽约市民在这里工作。
时报广场街区直接或间接为纽约创造了约 38.5 万个工作岗
位，从 2007 年以来这个街区商务办公楼的面积已经增加了
33%，目前其不动产总价值高达 60亿美元。

报告称，时报广场 2011年在购物、娱乐和酒店住宿方面
产生了 48亿美元的消费支出，全年共为国家和市政府上缴了
46亿美元的税收，其中上缴给纽约市的 2 1亿美元税收足够
支付纽约警察局预算额的 46%。

时报广场还是纽约市吸引游客人数最多的景点之一，这
里有 1.7万间酒店客房供游客住宿，客房数量占纽约客房总数
的 21%，2011年该街区酒店收入为 18亿美元。

此外时报广场紧邻百老汇街区，为此它从演艺观看方面
获得的消费也价值不菲。

“硬广场”的“软收入”

时报广场得名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
1920年开始时报广场五光十色的年代，以时代广场大厦为中
心，附近聚集了近 40家商场和剧院，是繁盛的娱乐及购物中
心。
《纽约时报》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将该报的总部迁到第

四十二街，当时称为朗埃克广场上的一座新建大楼里，之前这
里是马商、铁匠、马厩的集散地，当然不乏鸡鸣狗盗之辈横行。
奥克斯成功游说了时任市长的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原
Clellan, Jr.）在当地设立地铁站，并在 1904年 4月 8日将朗埃
克广场正式更名为时报广场。仅仅三星期后，第 46街与百老
汇交界的一间银行的外墙，就出现了广场上第一张广告。1904
年 12月，《纽约时报》选在除夕当天迁入该广场的新大楼，并
在午夜施放烟火庆祝，人们第一次在时代广场上举办了新年
狂欢活动。缤纷的烟花照亮了纽约的迎新夜，世上最著名的辞
旧迎新狂欢就此诞生，并年年相袭直至现今。

百老汇上的剧院、大量耀眼的霓虹光管广告以及电视式
的宣传版，已经深入成为象征纽约的标志，反映曼哈顿强烈的
都市特性。时报广场是市内唯一在规划法令内、要求业主必须
悬挂亮眼宣传版的地区。纽约时报广场版的密度，与拉斯维加
斯可相比拟。 1992年，时报广场联盟（Times Square Alliance，
前称时报广场改善营商区，Times Square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简称 BID）成立，旨在透过团结当地企业的力量，改善
该区的营商与卫生环境。时报广场现在已经成为游客热点的
集中地，包括美国广播公司节目《早安美国》的直播现场、玩
具反斗城和 Hershey's巧克力专门店，中菜“傅”、海鲜专门店
Bubba Gump Shrimp Company 、与意大利菜 Carmine's等餐厅
以及数间多院电影院。时报广场也吸引了一些大规模的财金、
出版和媒体企业在该区设立总部。众多宣传版中，其中一个著
名的是位于时报广场四座纳斯达克交易所外的纳斯达克标志
与股市行情表荧幕。制作荧幕使用了 3700万美元，于 2000年
1月揭幕启用。荧幕高达 36.6米。光是租用这个位置，就花费
纳斯达克每年至少 200万美元。在广告市场内这其实已经算
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因为广告“出现”的次数远超于其他类型
的广告所能达到的。

时报广场亮起中国屏

2011年 8月 1日凌晨 5时 53分，纽约迎来新一轮朝阳，
时报广场一块大型液晶“中国屏”也随即亮了起来。杜甫草堂、
三圣花乡、成都老茶馆、春熙路，以“典型中国，熊猫故乡”为主
题的成都市城市形象宣传片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
向世界诠释了一个文化底蕴与时尚气息完美交融的中国城市
形象。这块由新华社全资子公司新华影廊(北京)文化传播有限
责任公司租用的大型广告屏，位于时报广场 2号楼，是中国公
司首次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纽约时报广场长期租用的
大型户外液晶显示屏。该广告牌所在位置过去十年一直被汇
丰银行租用。该广告牌上方是保诚，下方则是三星、可口可乐
和现代的广告。

据了解，该广告牌的运营方 Sherwood Outdoor总裁布莱
恩·特纳(Brian Turner)表示，新华社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时
间超过 6年”。

2011年 1月，中国政府也在纽约时报广场上采用了 6块
超大屏幕来推广国家形象。1月 17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17日在美国纽约时报
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
姓在片中逐一亮相，让美国观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
国国家新形象。

此前也曾经有中国品牌租用过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牌，
例如，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中国三九药业就曾经在纽约第 7
大道的建筑上竖起了喷绘广告。

【有多少工业遗址在离我们远去系列报道之二】

当城市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局促，
当各种历史遗址越来越挤占城市的空
间，如何对待历史遗迹？改革开放，发
展经济，财富开始积累，重新规划生活
空间就成为发展另一个课题。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杨
小彦在《城市剃刀》一文中指出：很多
管理者似乎对那些街区怀有深刻的历
史性的仇视，非要把古老的城市修理
成青春小白脸模样。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提倡中庸之
道，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太左
就是太右。历史遗迹保护上更为明显。

日前，北京宣布将斥巨资启动“名
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受到一
些专家学者的质疑。而四川阆中、山西
大同等地也先后提出古城复建计划。

虽然“古城复建”的初衷在于重现
文物，但是真实性和完整性才是文物
的生命所在。而真实与完整不仅限于
文物本身，还包括文物与周围环境的
自然协调。因此，花费巨资来恢复文物
的“原貌”，或将毁坏的文物一砖一瓦
地“异地迁建”，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文
物保护。

正如当年林徽因曾当面向当时的
北京市长说的：“你们今天拆的是真
古董，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到那时你
们再盖，盖的就是假古董了。”

一般看来，历史遗址不外建立博
物馆、遗址公园、改成艺术区、复建成
旅游区，难道除此之外，历史遗址就没
有其他出路了吗？

其实，放开思路，我们不妨看一下
最具价值的遗址改造项目———去年
GDP超千亿美元的纽约时报旧址。

虽然占地面积只有纽约市区的
0.1%，但纽约时报广场街区却汇集了
纽约市 11%的经济活动，10%的纽约
市民在这里工作。时报广场联盟公布
的一项报告显示，位于纽约市中心著
名的纽约时报广场 2011年创造的经
济价值高达 1100亿美元，与美国匹兹
堡、奥斯汀、波特兰等中等城市不相上
下。

纽约时报广场得名于《纽约时报》
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是美国纽
约市曼哈顿的一块街区，中心位于西
42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东西向分
别至第六大道与第九大道、南北向分
别至西 39街与西 52街 ，构成曼哈顿
中城商业区的西部。

经过 100多年，纽约时报广场已
经真正被打造成一块财富与艺术牵手
疯狂的三角地。无数巨幅电子广告牌

24小时不停息地、以数秒钟的速度变
换着艺术精致的广告短片。广告的商
业金融气息与高科技艺术手段在这里
得到完美的统一。它的功能已经超出
了诱人掏出腰包的本意，已成为艺术
精品制作大师在这里频频竞秀、一争
高下、不断推陈出新的舞台。

已经说不清，是《纽约时报》这个
品牌提升了广场的商业价值，还是纽
约时报广场这个品牌带动了《纽约时
报》的发展，这是利用遗址而使品牌
良性发展的极端例子。位于城市的黄
金位置，是品牌自身传播的良好机
遇，也是利用此位置而让财富增值的
最好空间，正如“二锅头”遗址所带来
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甚至所引发的
“两个二锅头”之争，其实质都是通过
遗址的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良性探
索。

解读

潇芮

历史遗址的财富价值

1949年
华北酒
业专卖
公司实
验厂厂
址（原
建国路
1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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