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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1968年 12月 29日，是南京长江
大桥建成通车的日子。当年新华社播

发建成通车这条消息并不亚于一年

前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那样“振奋人

心”。如今，44年过去了，南京长江大
桥仍然是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通道

之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建设

成就的主要标志物，南京长江大桥已

列入待批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

为 20世纪文化遗产之一。

用钢铁打造的
“纪念碑”

1929年 6月 1日，孙中山先生的
遗体从遥远的北国运抵南京，经过崭

新宽阔的中山大道安葬在紫金山，从

此，中山陵代替了鸡鸣寺、玄武湖、明

孝陵等等六朝以来的旧风物，成为南

京的新景观；1968 年 12 月 29日，南
京长江大桥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从

此，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多了一个新标

志。

当年新华社的消息说：“在亿万

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

次新的氢弹实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

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 1968年 12
月 29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
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

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

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通

车典礼那天，有 5万南京人冒雨参加
典礼并在典礼结束后涌上崭新的大

桥。实际上，在大桥开通典礼之前，数

十万南京人已经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

参加了那个同样带有节日狂欢性质的

“大会战”。南师大附中 1966届学生吴
超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当时的盛况：

“1968年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即将通
车。为了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南京军

区调动 100多辆军用卡车，来运送我
们这批‘自愿上山下乡’的知青……大

喇叭里宣布：百辆军车浩浩荡荡通过

长江大桥的壮举开始啦！”

为纪念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 5
月 1 日，国家发行了《南京长江大桥
胜利建成通车》的专题邮票。1969年
和 1970年，两部同样叫《南京长江大
桥》的纪录片分别由中央新闻电影制

片厂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完

成并在全国上映，无数中国人通过这

两部新闻纪录片知道了这个和原子

弹爆炸一样的重大工程。

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

素材，《南京长江大桥》很快被编入了

小学语文课本。这篇要求背诵的课文

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还是小学

生的时候就记住了南京长江大桥，而

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从这篇课文中准

确地记住了大桥的基本特征：工农兵

塑像、红旗桥头堡、玉兰花灯柱。而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

已经深深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南京长

江大桥已经成为一个和北京的天安

门同样重要的圣地。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
奥尼来到中国，拍摄了著名的电影纪

录片《中国》。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拍摄

班子从北京一路南下，经过河南来到

南京，对于南京长江大桥，《中国》中

这样说道：“南京引以为荣的纪念碑

是新的，但用钢铁打制，它是长江大

桥。总长 6公里，5万工人花了 8年时
间把它建成。大桥是个壮观的工程，

它连接河的两岸，缩短了不久前还一

分为二的中国南北的距离。”在片中，

把这座新建成的桥梁与天安门并置。

在世人眼里，南京长江大桥已经不仅

仅是一座用于连接南北交通的桥梁，

更是一个把首都北京和祖国各地连

接起来的象征物。

那个年代的
“冲动”和困难

在南京市档案馆存放着一份中

共江苏省委 1958 年 6 月 20 日给国
家计委和铁道部党组《关于兴建浦口

至南京间的长江大桥》的请示报告，

报告建议把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列入

国家“二五”计划，并争取在 1961 年
前建成大桥。在这份报告发出两个多

月之后获国务院批准，并成立了南京

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开始大桥的筹

备工作。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

舞台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动荡，一年

“竭泽而渔”式的“大跃进”不但没有

取得预期的经济“跃进”，反而给人民

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9年 8月 2日至 16日，在庐
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即“庐山会议”。会

议的内容本来是总结和检讨一年来

“大跃进”的工作失误，但是由于中间

发动了对严厉指责了“大跃进”政策

的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会议的方向陡

然转变成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并提出了继续跃进、提前完成“二五”

计划的错误方针。南京长江大桥的建

设就是在这种昂扬的“跃进”激情中

开始的。但是，“大跃进”带来的三年

经济困难也给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投放资金锐减，

物资供应紧张，工程处于干干停停的

状态。”在南京市档案馆的一份《在南

京大桥建委会上的汇报提纲》上，清

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景和大桥

建设所经历的困难。

由于当时精神的“跃进”和条件

的贫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使得建设

者们虽然总想“加大马力，加速前

进”，但总是在事后证明“这是把事情

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不但总是不

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总是离预定的

计划还差很远。

按照这份报告中的施工计划，原

定 1960年 10月正式开工，47个月大
桥建成，后来改为 49 个月也就是
1964年底建成。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
到，各个部分的施工计划已经详细计

算到了每日的工作量，如管柱打钻、

钢梁架设的进度。现在看来，这样的

施工计划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

在当时“跃进的精神”下制定的。但即

使如此，这个建桥速度和某些领导、

某些部门想象的速度还是有着不小

的差距，当时的江苏省委给国家计委

和铁道部的建议是在 1961年前大桥
就建成。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才刚刚开

始，“资金锐减”、“物资紧缺”的情况

就已经出现，投资计划由原定 5000
万减为 2000万，又减为 1500万。可以
看出，当年的建设者们是在“问题很

多，困难很多”的情况下开始了这座

大桥的建设。

而不能预料到的是，大桥正式开

工后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多。几十年

后当事者的回忆说，由于资金缺乏，

也由于国家把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了

“大三线”建设上，很多大桥建设骨干

如大桥局局长彭敏、如浮式沉井的设

计者李家咸等也随之转移到了随后

开工的成昆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

路的工地上。所以，1960年开工后大
桥建设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只是由

于江苏省地方领导和某些决策者的

坚持下 ，才使得大桥工程能够磕磕绊

绊地往前走。

1966年 4 月 27 日，完成了大桥
的最后一个桥墩，大桥建设中最艰

难的基础工程宣告结束。此时，从第

一个桥墩开工已经整整过去了 75
个月零 9 天，和计划的 49 个月差距
甚大。

1965年 11月 17日，正桥钢梁开
始架设，到 1967 年 8月 22日完工，
用了 21个月。而其间，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正走向高潮。大桥工地

一样卷入了这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很

多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被

迫离开工地参加运动。

当年负责钢梁架设的工程师万

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个酷热的

1967年夏天时说：“工程任务尚未完
成一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

由于工地上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并

不多，只是一些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生产尚能维持，随着运动的深入发

展，处、队两级领导有的被定为‘走资

派’、‘反动技术权威’，有的一夜之间

被戴上‘假党员’、‘反革命’的帽子，

关进了牛棚。钢梁架设曾一度停工，

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1968 年 3 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成立以后，大桥建设的后期工程

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加快了进度。

江苏省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发

的一系列“紧急通知”，要求南京市各

单位大量借调技术工人如电焊工、钢

筋工、钳工等等参加大桥建设，于是

形成了有许多单位包括部队单位参

加的一场大会战。

实际上，在大桥最后突击完成的

日子里，很多南京人主动到大桥工地

参加义务劳动。当年建桥时担任定额

员的陈琼老人在他的文章《中国桥梁

史上的丰碑》中说：“在大桥建成前紧

张施工的日子里，工地上来自机关、

部队、工厂、农村、学校的义务劳动

大军每天多达数千人。有一天，已是

深夜 11 点多钟，一批十六七岁的女
中学生，自带干粮，从城内步行来到

大桥工地，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她们

对工地负责人说：‘我们就要到内蒙

古去插队落户了，请允许我们在出

发前，为长江大桥贡献一点力量

吧！’她们在工地上整整干了一个通

宵。”

南京长江大桥：
红色中国经济建设的标志物
钱振文

在未来两年，一座充满创新活力、富有时代气息、建

筑设计精英云集的“大师工场” （Master Works） ———首都

建筑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园将在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闪亮登

场。它的诞生将有力推动北京作为世界“设计之都”的发

展进程。

平衡设计产业布局

目前北京拥有1142家建筑设计企业，行业从业人员有
16万人，2011年全市建筑设计产业产值34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建筑设计企业基本分布在四大区域：住建部周边的车

公庄大街区域，清华大学周边区域，市规委周边区域和朝

阳区CBD区域。朝阳区CBD区域由于临近机场，交通便捷，
国际化程度高，吸引了较多国际大牌建筑设计企业、国内

外事务所和海外归国人员组成的设计咨询企业散布在该区

域，例如英国阿特金斯、德国冯格康、美国SOM和KPF等。
但该区域内的设计企业面临着产业集聚程度低、产业链价

值低、国际影响力不高、衍生市场不明朗等问题。因此，

亟须一个既能满足这些企业的环境需求，又具有国际氛围

和行业特色的设计产业园区。

作为一处由商业库房改造而成的建筑设计产业园

区———“大师工场”，重点发展以当代艺术与时尚的建筑设

计产业为主，并兼有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室内设计、环

境艺术等相关产业及效果图、模型制作、商务、餐饮配套

服务设施的文化创意产业。

老旧库房焕然一新

“大师工场”原址是位于朝阳区姚家园路113号院的青
年路仓库，该仓库区是上世纪70年代末按物资储运经营建
设的，故建筑多为砖混结构的单层仓库，少部分为办公平

房。由于该仓库多为单层瓦楞铁屋面，漏雨问题极其严重，

另有3栋库房是木结构柁梁、顶层为木板衬底，为消防安全
带来隐患，院内地势低洼不平，排水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

决，整个仓库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薄弱。该仓库长期

处于半闲置状态，年久失修，资产利用率极低，每年用于

房屋维护和安全保卫等支出近180万元。
今年起，由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中心，北京市再生资

源利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天伟业（北京）建筑设计集

团下属企业中天高盛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企业

计划投资5.8亿元人民币，联手将处于闲置状态的青年路仓
库打造成以建筑设计为主、相关产业为辅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大师工场”。

青年路转身文化创意

2012年5月25日，世界建筑设计界诺贝尔奖———普利兹

克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发，授予中国建筑师王澍

2012年普利兹克大奖。2012年6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授予北京为全球第十二个世界“设计之都”。从此，拉

开了北京作为世界“设计之都”的发展大幕，标志着北京

设计产业即将迸发出更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大师工场”占地面积约3.7公顷，一期建筑面积2.6万
平方米，二期将达到8万平方米，是以建筑设计为主、相关
产业为辅的高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预计入园企业300余
家，每年将创造100亿元人民币的设计产值（GDP）。
该园区业态类型分为四大板块：1援设计交流板块，主

要包含设计博物馆、设计图书馆、国际交流展览中心等；

2援设计教育板块，主要包含设计创意学院、设计大师培训
中心、低碳生态建筑设计培训中心等；3援设计生活板块，
主要包含设计精品展示厅、品牌工具专卖店、餐饮、娱乐、

超市、商务、银行等；4援设计商务板块，主要包含大师工
作室、大中型设计公司、创意及咨询企业、设计行业组织

机构等。

计划一期改造工程于2013年10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届
时将会吸引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企业入驻和集聚，开展设

计创意作品展示交流和各种学术活动，“大师工场”将成

为各路设计精英展露才华、锐意创新的建筑文化沙龙，亦

将成为北京继四大建筑设计聚集地之后，在北京东部形成

的第五大建筑设计产业的新高地。

积极倡导绿色建筑

“大师工场”将积极倡导绿色建筑，充分利用原有材料

和现有资源，采用先进的低碳生态规划手段，严格按照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规划及建筑设计，达到国家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二星的标准，使园区成为北京市绿色建筑示

范园区。

未来的园区将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水系

统，保证园区24小时热水。园区将采用绿色建筑集成技术，
实现全方位的节能控制，管理人员手持笔记本电脑，利用

局域无线网在园区内随时监控各种设备系统，达到无线管

理的目的。园区内采用雨水收集系统和下凹式绿地及透水

铺装地面实现再生水的充分利用。

未来的园区，地面绿化、屋顶绿化、垂直绿化三位一

体的绿化系统，实现高绿地率的园区，园区内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一派生机盎然。

建筑设计
孕育“大师工场”

小品

在大桥建成前紧张施工的日子里，工地上来自机关、部队、工厂、

农村、学校的义务劳动大军每天多达数千人。有一天，已是深夜 11点
多钟，一批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自带干粮，从城内步行来到大桥工

地，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她们对工地负责人说：‘我们就要到内蒙古去

插队落户了，请允许我们在出发前，为长江大桥贡献一点力量吧！’她

们在工地上整整干了一个通宵。

“
1968年12月 29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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