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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沙滨江区域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民族工业发祥地，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长沙滨江区
域大量工业遗产遭遇严重破环，城市记忆也面临逐渐消亡的困境。本文基于延续城市文脉的研究角度，以长
沙滨江区域内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五大工业片区的分布规律与自然地理、交通运输和城市规划
三个方面成因的分析，探究工业遗产与延续城市文脉之间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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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rules and formation study on industrial building
heritage of waterfront in Changsha based on inheritance of
urb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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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front in Changsha w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ndustry, however, with the
rapidl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previously in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of waterfront in Changsha has encountered serious damage, while the memories of the
city also gradually disappeared.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the industrial heritages along the waterfront in
Changsh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text, and analysis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5 districts and
causes in terms of geograpgy,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then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heritages and inheritance of urb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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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滨水区一直是学术界着重关注的领域，巴尔的摩内港等项目的成功催生了大

批位于滨水区的大型城市再开发项目，这不仅重新塑造了城市形象，吸引了大量资本，同时也使荒芜的
城市郊区重新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滨水区的工业遗产反映了完整的社会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文化
景观与城市记忆变迁过程，如美国波士顿昆西市场、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日本北海道函馆湾仓库
区、中国福建马尾造船厂等[1]。上述案例作为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典范，形成了主题博物馆、文
化创意产业园、休闲旅游场所 3 种主要的保护利用模式[2]。上述研究内容表明，工业遗产在延续城市文
脉的背景下，具有表征城市变化、展示历史变迁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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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城市文脉的研究角度，重点关注长沙滨江区域工业遗产，归纳整理其工业遗产分布规律并
分析该区域内工业遗产分布格局成因，旨在结合湖湘文化中“山水洲城”[3]模式来达到重构城市的历史
文脉以及建筑功能再利用的目的，从而延续城市记忆。

1

工业建筑遗产与城市文脉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ICCIH）于《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中指出，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文化、技术、社会、建筑
或科学研究价值的工业遗迹，包括建筑物本身与其作业的场所以及相关的构筑物。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工业遗产在中国主要是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的各类工业遗存[4]。毫无疑
问，工业建筑遗产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从工业遗产中提取，是为了强调研究对象的“建
筑”属性，旨在表明在以建筑研究者为主导领域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专业上的一致性[5]。这就意味着
工业建筑遗产与工业遗产在文化内涵方面大体上是一致的，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文脉与遗存的建
筑遗产相互依存，其历史价值以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使用价值三种方式表现。历史遗存作为某个时代
的产物，传承了一个城市乃至整个民族文脉的价值内核。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记忆与其自身意识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筑遗产应以其原真的状态和尽可能丰富的类型传递给后代。

2

长沙工业遗产分布规律

2.1

长沙滨江区域工业遗产概况
明清时期，长沙城垣依地形呈长方形，城内道路成棋盘形网格状分布，东西南北向皆有主干道通向

城门，西面设城门四扇，面对湘江。清末时期，随着水运码头带来的商业贸易与日俱增，长沙城区逐渐
开始沿湘江岸线向外呈自由的扇状发展[6]。1904 年，长沙开埠通商，对外商埠区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长
沙城的近代化进程，长沙工业在受制于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开始艰难萌芽。在之后的二十年间，
外商所设立的洋行数量迅速增长，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英商“美孚”和“太古洋行”等带有资本主义性
质的洋行公司。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长沙民族工业——纺织业迅速发展，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资
本主义崛起，长沙成为八大手工业城市之一。其后在共和国时期“兴工强市”战略的指导下，长沙带动
湖南省经济迅速发展。滨江区域是长沙近现代工业文化的发源地，以湘江为界，长沙滨江区域工业遗产
主要可分为河西滨江区域与河东滨江区域两部分。河西滨江区域包括长沙船舶厂、裕湘纱厂、苏援水泵
房、天伦造纸厂等，河东滨江区域包括长沙南火车站广场、八道码头遗址、长沙第一自来水厂、湖南电
灯公司、华昌烟厂旧址、长沙机床厂等。
2.2

工业建筑遗产分布规律
20 世纪 30 年代初，长沙城区工业规划有三大工业区。一是银盆岭至三汊矶一带，以噪音严重的轻

重工业为主要产业，其中包括日后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的裕湘纱厂；二是城南灵官渡、
大椿桥一带的城南工业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工厂如林”的密集型分布格局；三是城北文
昌阁旁“十间头”工业区，原本处于晚清民初规划的商埠区，但由于煤烟、煤灰对城市的污染，十间头
一带工业区逐渐由城区北部向城区东北方向搬迁。
此后的几十年中，长沙的工业布局开始成形并逐渐稳定，工业活动场所多集中在湘江和京广线两侧，
并延伸至以二者为轴线的狭长条形带状地域内[7]，并同时向南向北扩展，形成了如图 1 所示的以三汊矶
冶炼工业区、河西工业区、北郊黑石渡-新河三角洲工业区、东郊树木岭工业区、南郊新开铺-黑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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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湾子工业区为主的五大工业片区。
2.3

解放后长沙生产与空间的演变
1938 年的“文夕大火”毁灭了整个长沙古城，约

九成建筑被焚毁，包括湖南第一纺织厂在内的四十多
家工厂和百余所粮店商铺被烧毁，几千年的文化积累
被毁于一旦。建国之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和
工业化进程影响下，大量工厂出现在城市郊区地带，
并配套了相应的职工住宅，如长沙机电厂住宅、湖南
橡胶厂住宅和工农桥住宅区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长沙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落后的工厂被逐
渐淘汰，原有土地也开始荒废。事实上，解放后滨江
现存的工业遗产多集中于市区南北两端和二环附近，

图1
Fig. 1

长沙工业遗产区位分布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angsha industrial
heritages

以湘江为中心呈带状结构，仅有极少数分布在河东主城区[7]。如表 1 所示，存在于湘江东岸区域的工业
建筑如华昌烟厂、湖南电灯公司等由于类型的相对单一和产业的相对落后而在长沙的迅速发展中被逐渐
遗弃，因此其保护情况较不理想。而河西区域的大部分工业遗产则由于城市用地的局促，让步于土地经
济效益的开发模式，同样也无法得到完善的保护。反观位于三汊矶区域的长沙铬盐厂、长沙锌厂等一大
批冶炼工业建筑，因为地处城郊而拥有了充足的土地，同时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进而使得产业延续，建
表1
Tab. 1
区域
河西
滨江
区域

河东
滨江
区域

橘子
洲

工业遗产名称

建成时间

部分滨江工业建筑遗产示意表

Table of partial industrial building heritages of waterfront
所在地址

现状

保存情况

湘江大道猴子石
大桥东侧

工厂整体搬迁至望城区靖港古镇，原建
筑保存较好
该组群（水泵房及设备房两栋）是河西
的第一座水泵房，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
工业设备保存最完备，双竖罐设备房、
单竖罐设备房及烟囱保存完好，2002 年停
产，厂房闲置
目前长沙最大的工业遗址，保存状态良
好，工厂的大门（全国“三大门之一”）、
钟楼、两侧办公室、栈道、码头等已于 2009 年
重新修饰一新
组群包括保存状态较好的码头和栈桥，
是原长沙液化汽码头遗迹，具有较高的工
业遗产价值
目前剩下的五栋仓库只保留其中一栋，
另外四栋拆下来的建筑部件用于修复保留
下来的那栋仓库并向街道内迁移
完整保留了码头基坑、卸煤漏斗和运煤
坑道，保存状态较好

1927 年

下碧湘街

原办公楼已拆迁，旧址被改建为居民楼

1911 年

湘江大道

已于 2007 年随长沙南站一并拆除

湖南电灯公司

1897 年

天心区坡子街街
道中六铺街

长沙老火车南站

1934 年

湘江中路与殷家
冲交汇处
远大路与浏阳河
交汇处
橘子洲中段

原址处于湘江中路，建筑物被全部拆除，
2005 年建成遗址纪念墙以纪念 1938 年发
生的“文夕大火”
扩建成面积为 28 亩（1 亩=666.67 m2） 很好
的长沙南站广场，包括 7 个功能观赏区域
现远大路东屯渡大桥，目前仍在使用，
2009 年 9 月，被长沙市政府
状态良好
列入第二批近现代保护建筑
2009 年 9 月，被长沙市政府
现为橘洲指挥部办公楼
列入第二批近现代保护建筑

长沙船舶厂

1945 年

河西银盆岭

苏援水泵站房

1954 年

长沙锌厂

1932 年

岳麓区潇湘路与
阜埠河路交叉路口
三汊矶

裕湘纱厂（原
经华纱厂，现银
太纺织厂）

1912 年

河西银盆岭桥西
南侧

长沙石油液化
气码头

1973 年

猴子石大桥附近

长沙粮食一仓库

1950 年

开福寺路南侧

八道码头

20 世 纪
70 年代

华昌烟厂
猴子石火车站

东屯渡大桥
水上工人俱乐部

20 世 纪
60 年代
1954 年

较好
2010 年被列为长沙市不可移
动文物
2017 年 12 月，入选为长沙
市第三批历史建筑
2002 年 9 月，长沙市人民政
府将该建筑群列为长沙市近现
代保护建筑
较好

较差

2017 年 12 月，入选为长沙
市第三批历史建筑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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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本身也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虽然有部分工业遗产得以留存，但出于历史原因，长沙近代工业遗产能
完整保留下来的数量仍然较少。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滨江区域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市
民休闲场所，部分现存的工业遗产结合景观小品为城市塑造了风景别致、功能完善的沿江风光带。

3

工业遗产分布成因

3.1

自然地理条件
长沙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地理位置优越。其地处长江下游的河畔谷地，湘江和浏

阳河交汇的河谷阶地，周围主要是地势较高的山丘，在地形上位于盆地丘陵过渡地带，拥有平原、丘陵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此外，长沙所属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温度适宜，因此工业生产效率高，工厂
多设置在常年盛行风向的下风地带或垂直与盛行风向的郊外。市内河流除湘江外还有 15 条支流在此汇
集，水系完整，河网密布。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沙港城人口大增，港口码头已由清初的 9 个增至 27 个。
直至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紧靠长江水系，居民如果有出城去外地的需求，不论是经商，还是求
学，主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轮船。
工业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优越的区位条件，得益于发达的水系与密集的港口码头，湘江滨江区域
拥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长沙城工业区规划中，三大工业区都位于或紧
邻湘江滨江区域。同时期的规划专家余籍传提出应在城区的东北方向设立工业区，其因有三：一是可减
轻污水处理的负担，使得工业废水能随浏阳河西下；二是可发挥地理优势，利用粉煤灰填坑造田，既能
缓解灰库容量紧张的局面，又能敷土造田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三是长沙东北风较少，可减少煤、
碳等能源对城区的污染，优化居住环境[8]。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良好的工业发
展基础与规划专家的专业意见，使长沙的工业遗产现今大多分布
于滨江区域。
3.2

交通运输
春秋战国时，自楚国统一南方后，长沙地区成为楚国重要的

产粮基地，开始在今河西滨江区域三汊矶修筑港城，即后人所谓
的“古北津城”；唐代长沙港开航商舟通江淮、巴汉、南越等地，
并从此成为四大米市之一；1904 年，长沙港被正式辟为商埠，属
全国 80 处“约开商埠”之一，欧美船只逐渐增加，以后数年一度
极其繁华。此后全国范围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开始
萌芽，长沙也逐渐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如图 2 所示，
湘江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在水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滨
水区域靠近水域，其重要的通航优势也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后，滨江区域的工业开始蓬勃发展，按本质可划分为官
僚资本、民族资本和国营资产三类。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综合性
交通枢纽，京广铁路沿南北贯穿城区内部，交通路网的发达给运
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许多重要工业建筑也主要分布在湘江

图2

民国湖南水路航线图（1912～1937）

沿岸和城区的南北侧。位于滨水区域的三叉矶-银盆岭、新开铺一 Fig. 2 Shipping route of Hunan provi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37)
带工业区由于毗邻老火车南站（如图 3 所示，猴子石火车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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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火车南站与湘江水运码头又紧密相连，故成为当时水陆货物互转的“老工业时代”的典型代表。此后，
随着长沙火车站的建成通车，长沙一跃成为重要的煤炭流通基地。其明显的区位优势，使得在花费最低
的运输成本的同时获得最高利润，良好的交通运输和人口基础无疑为长沙近代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图3
Fig. 3

3.3

长沙老火车南站

The old railway south station of Changsha

城市规划
长沙工业遗产分布的特点不仅与地理优势和交通运输等因素有关，还受城市规划的影响。长沙在

1904 年开埠后，时兴新政，大量的有志之士上书奏请立宪，希望能在政治意识上进行革新。同时日本国
与湖南长沙关监督朱延熙签订《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章程规定通商租界界址：“长沙通商租界定于
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阳）河、西以湘江
为界”。此外，考虑到英、美的要求，章程还规定“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
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
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从此，长沙城西门一带成为主要的商埠区，长沙港也在接下来的 20 年
中迅速成为了全省的物资集散中心。抗日战争爆发之初，随着沿海城市的逐步沦陷，长沙作为内陆城市，
吸收接纳了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上海和汉口的现代工厂。长沙的开放程度虽不如沿海城市和较早开埠的城
市，但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资本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1934 年，《长沙新市区计划》规划将铁路线东移，同时迁出新市区，从新河移至湖迹渡，沿新定长
沙市区东线与原铁路线相接，并在二学园（即今天五一大道东长沙火车站）处增设旅客站。1946 年，余
籍传等再次提议将粤汉铁路东移，经过杨家山、徐家冲，在殷家冲处与原线相接，将车站设置在徐家湾、
杜家老屋附近，南站设在今猴子石大桥附近，北站周边为新河码头[9]。直到 1978 年，长沙新站（即今天
五一大道东长沙火车站）建成。至此，长沙滨江区域的工业遗产分布格局基本成型。

4

文脉延续与滨江区域工业建筑遗产保护
本文对于长沙工业遗产的分布规律和成因的研究，是学者们今天进行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研究的学术

基础，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与城市文脉的延续息息相关，二者密不可分。总的来说，城市是由历史
形成的，而“城市文脉”则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及特定条件下，人、自然环境、建筑环境以及相应的
社会文化背景之间一种动态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总和[10]，是一种经多年酝酿而形成的介于复杂元素间
的对话关系，其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图底关系”。也就是说遗存下来的历史建筑与底蕴深刻的城市记忆
一起形成了作为基础的“底”面关系，在其中以各向交织的路网、纵横城市的河流与高低起伏的地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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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息单元穿插于不同的维度，在往复不断的更新进程中继承性地形成“图”面关系[11]。
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不仅能延续城市建筑的文脉特征，更能起到促进城市文脉复兴的重要作用。滨
江区域工业建筑遗产作为长沙城市文脉的具体承载者，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财富，在把具有人文价值的
中心区域和历史地区的组织结构结合的同时还平衡了社会各类资源，并促进了保护意识的形成，从而对
保持社会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上述因素，长沙裕湘纱厂旧址在 2002 年被正式批准为近现代保护建
筑后，在周边以新的景观设计中整合旧的工业元素，完成了对地域文脉的转译和重新诠释；长沙老火车
南站在 2007 年停运后原址扩建为火车头广场公园，设立货运景观记忆区、综合展示区和中心展示区等 7 个
功能观赏区域，达到了留存文脉的目的；长沙锌厂结合艺术摄影与商业录制，在扩大知名度的同时完成
了工业遗产的另类解读。滨水区域作为工业建筑的发源地，也肩负着延续区域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
名片的历史使命。

5

结论
长沙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不仅拥有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同时也实

现了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共生，并使之与“场所精神”形成共鸣。滨江区工业遗产作为区域性的文化遗存，
在自然地理、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等影响因素下形成了五大工业片区的分布格局，这意味着在过去的时
期内长沙城的工业重心开始往东北向转移，也体现了整个城市在空间布局上由南到北的逐步扩张。城市
文脉承载着整个城市的图底关系，见证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变迁。因此，工业遗产视角下城市文脉的延续
不仅是对社会文化背景的保留，更是对城市记忆的一种传承。时至今日，
“一洲两岸”的规划方针与城市
的工业格局紧密联系，使人能清晰地感知城市的脉络，而滨江区域的工业遗产建筑群作为城市记忆的重
要载体，不仅见证了整个城市的衰败与落魄，也一同经历了蓬勃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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