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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武汉龟山，汉阳铁厂动工兴建。这是中国近代

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其产量曾一度占全国的

96%。龟山下的铁与火，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也成就了

武汉连绵十里的“汉阳造”工业走廊。

60 多年前，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

北，全国能工巧匠汇聚于此，精益求精、务实创新的工匠精神

在这里延续和传承。

如今，有的工业遗迹上建起了博物馆，有的则成了文创

产业集聚区，曾经的“汉阳十里工业长廊”变身“文化创意

长廊”。

唤醒工业遗产

71 岁的顾必阶，头戴白色礼帽，骑了辆破旧自行车，穿过

一片空地，来到一座颇具现代化风格的船形建筑跟前。

顾必阶是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原馆长，他介绍，该馆

2017 年 3 月向社会免费开放，周末平均每日接待 1000 余人

次，被誉为网红博物馆。如今，这个博物馆正在进行升级改

造，重新开放后，将给参观者带来更大的“惊喜”。

过去 20 年里，顾必阶苦苦搜寻着散落在荆楚大地上的老

物件，努力塞满一个空荡荡的工业博物馆，搭起百年前的一

位总督与这座城市的时空联系。

一段段铺就京汉铁路的铁轨，一个个锈迹斑驳的机床，

还有当年汉阳铁厂的界碑、投产纪念碑⋯⋯行走在黑白灰

为主色调的全钢结构博物馆里，寻着张之洞督鄂 18 年，在

汉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修铁路的足迹，感受当时“驾乎

津门，直追沪上”的大武汉气魄。

船形博物馆与下方立柱式建筑构成的“历史之门”，成为

年轻人喜爱的拍照打卡点，博物馆内设有书吧、茶吧供游人

小憩，登上顶层空中花园，还可以远眺汉阳钢厂厂区全貌。

100 多年前，张之洞在汉阳龟山到赫山一带，创办了汉

阳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针钉厂等近现代工业企业群，闻名

世界的铁轨、枪炮等“汉阳造”从这里产出。抗日战争期间，

汉阳铁厂、兵工厂等企业西迁，“汉阳十里工业长廊”变成

废墟。

“博物馆是在汉阳钢厂自办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

馆’基础上新建而成。”顾必阶徐徐展开厂区地图，只见在京

广线与琴台大道之间，汉阳钢厂的冶炼、电炉、氧气、动力、棒

材、仓储运输等厂房车间星罗棋布。

“当初老博物馆建成时，是全国第一家工业题材博物

馆。”顾必阶介绍，随着汉阳钢厂转型，厂房变成博物馆，很多

钢厂职工投身到文创产业。目前，武汉工业题材的展馆也达

到 10 余家，如武钢博物馆、武船厂史馆等。

如今，汉阳区在此打造了琴台中央文化艺术区，规划为

“一核两翼”，汉阳钢厂厂区位于琴台中央文化艺术区西翼范

围内，厂内一二三类工业遗产 24 处，已成功申报为国家级工

业遗产保护厂区。

赋能文化创意

如果说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走的是“网红”路线，汉阳造

文化创意园则走上了另一条文化赋能的发展模式。

汉阳区龟山北路，“汉阳造”肇始之地。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成为大型国营企业 824 厂、国棉一厂、武汉鹦鹉磁带厂的

大本营。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企业改制、外迁，昔日的工业聚

集地陷入长达 10 多年的沉寂。

2009 年，汉阳区将这些旧厂房整旧如旧，腾笼换鸟打造

创意产业，既保护了工业遗产，又实现了共赢发展。如今，

“汉阳造”变成了“汉阳创造”，这个武汉最大最集中的文化创

意园区，成为武汉旅游的一大地标。

记者在园区看到，各类创意工作室、咖啡店、茶吧云集，

围墙上的艺术涂鸦⋯⋯这些新锐艺术元素与厚重的工业遗

存发生巧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景区，但人气

并不比景区少，每年吸引的游客达到 50 余万人次。”园区工作

人员说。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李光说：“将

已废旧闲置的工业资源或现行生产资源就地转换为旅游新

资源，吸引游客，传播企业文化，打造城市名片，是近年来在

国际上十分盛行的工业旅游模式。”

在港珠澳大桥上赛车，在 5D 影院里一探桥梁的前世今

生，将武汉长江大桥“打包”带走⋯⋯走进位于中铁大桥局桥

梁科技大厦一楼的国内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各种现代化

互动设备和精品文创立体展现桥梁文化。

桥梁博物馆馆长成莉玲介绍，该馆室内展馆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分为中国古代桥梁、中国近现代桥梁、世界桥梁

博览、桥梁文化展示、桥梁互动体验等 8 个部分，生动真实地

再现了新中国桥梁的建设历程，全方位展示了世界桥梁的建

设成果。

“在南京长江大桥升级改造期间，我们特意将大桥更换

下来的桥面栏杆、陶粒混凝土、白玉兰灯和‘争气钢’带了回

来。”成莉玲告诉记者，“这些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与精

神的传承。”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历史的

展示平台。”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巡视员杨琼鹏说，“汉阳是

新中国桥梁建设事业发源地，有着‘建桥之都’的美誉，桥梁

博物馆在此建成开馆，可以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充分感受到

桥梁历史、桥梁文化和桥梁科技的无限魅力。”

掘金“文旅融合”

“汉阳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除了‘知音’‘汉阳造’

两大文化 IP 外，还有工业文化、桥梁文化、健康文化等诸多资

源，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硬核支撑。”汉阳区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徐丽说。在她看来，文旅融合相得益彰，文化可

以走向“远方”，旅游也会更有“诗意”。

这种“互补”最直观的效果就反映在工业旅游的繁荣上，

汉阳不少工业企业已尝到了甜头。

“叶开泰和黄鹤楼是游客点名必去的景点。”湖北黎达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黎说，自从试水工业旅游以来，公

司推出的汉阳特色工业游线路很受追捧，疫情后每周都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组团游览，人数也在不断攀升。

走进叶开泰中医药文化街区，处处能感受到“国医+旅

游”的新奇感受。这里可以了解叶开泰近 400 年中医文化底

蕴和中药材古法炮制工艺，还能体验各种国医养生项目。

“我们的愿景就是让中医回归为生活方式。”叶开泰中医

药文化街区负责人陈蒙蒙介绍，企业将街区打造成旅游景

区，不仅可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也拓展了一条新的发展方向。

邻近的黄鹤楼酒业同样也是将厂区变成了景区。近年

来，厂区将建筑外立面改造成清式徽派风格；改建了 3700 余

平方米的“黄鹤楼酒文化博物馆”；打造“辛氏酒馆”，还原黄

鹤楼起源佳话。

黄鹤楼酒业董事长许鹏说，自去年省里推出“惠游湖北”

活动以来，黄鹤楼酒业武汉和咸宁两大基地累计吸引近 16 万

名游客，对企业的品牌宣传和销售都是很好的促进。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已初步形成四大工业旅游品牌，其

中三大品牌里都有汉阳工业企业的身影。目前，汉阳区正准

备“克隆”黄鹤楼酒业和叶开泰中医药文化街区的模式，推动

百威啤酒、苏泊尔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企业发展工业旅游，实

现产品营销和目的地推广统一，让汉阳工业旅游项目形得

成、推得开、玩得爽、有记忆。

“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工业遗存资源，数量多、品类全，

既有历史遗存、传统工业企业，也有先进制造企业和文化创

意产业，将这些珍宝串联起来，就能形成集观光、体验、休闲

等功能于一身的特色旅游线路。”徐丽说。

百年汉阳造的百年汉阳造的““逆生长逆生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柳柳 洁洁 董庆森董庆森

图图①① 汉阳兵工厂旧址汉阳兵工厂旧址。。

图图②②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一角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一角。。

图图③③ 在叶开泰中医药文化街区在叶开泰中医药文化街区，，国际友人识别中药材国际友人识别中药材。。

图图④④ 桥梁博物馆内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场景展示桥梁博物馆内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场景展示。。

汉汉 阳阳摄摄

11 月 7 日，我国 EDG 战队在冰

岛夺得英雄联盟全球冠军，赛后不

到 1 小时，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突

破 7 亿，“EDG 夺冠”热搜登顶。在

拥有中国地区独家直播版权的 B站，

赛事直播期间平台流量峰值一度飙

升至近 5 亿，最高同时在线观看人

数同比增长逾 150%。

电子竞技“出圈”了。看似偶

然 ，实 则 必 然 。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电子竞技行业市场

规 模 达 到 1365.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2%；电子竞技用户规模达到 4.9

亿人，同比增长 11.4%，市场潜力巨

大。在不少地区，电竞的产业地位

也愈加重要。据统计，广东、重庆、

湖南、海南电竞企业数量超 1 万家，

其 中 广 东 电 竞 企 业 数 量 最 多 超

4500 家。

随着职业联赛的成熟，越来越

多的产业资本开始投身电竞，一些

老牌企业也加入这条赛道。比如网

易斥资 50 亿元打造网易电竞生态

园；腾讯电竞打造电竞赛事远程制

播中心和国内首个 5G 网络覆盖的

大型电竞场馆；快手与微博各自以

并购战队的形式宣布正式进入王者

荣耀职业联赛领域⋯⋯

电竞蛋糕巨大，但若想跟投电竞这个新型产业，无论是

投资人还是运营方，都要保持理性，切莫进入野蛮生长

状态。

目前大多数俱乐部并未实现盈利，该模式的存续仍需

依靠投资方的外部供血。如何实现持续盈利这一商业化问

题，多年来一直摆在投资者面前。需清醒看到，早前布局俱

乐部的资本力量不少已“死在沙滩上”。关键环节的关键问

题没解决，对于行业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俗话说得

好，“投资需谨慎”，电竞行业尤其是。

由于电竞产业不像传统产业依赖于地理位置、自然资

源等，有较高的适配性和包容性，不仅受上海、北京、深圳等

一线城市青睐，也是不少“新一线”、准二线城市的发力目

标。比如海南推出的“海六条”，投入近 50 亿元打造国际级

别电竞主题公园；杭州建设电竞数娱小镇等。与所在地旅

游文化、体育会展等产业融合共生是电竞的优势，但并非适

合所有城市花大力气发展。

细分市场就会发现，虽然我国电竞市场大、产值高，但

是这些效果几乎都集中在头部厂商、头部城市身上。如今

布局、发力电竞产业的城市越来越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

面是迟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猛砸钱”与“多让利”并不

是让电竞产业成功落地的好方法。

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人才。随着电竞企业和项目在各地

落地生根，与之相对的是电竞产业人才稀缺。人社部发布

的报告称，国内电子竞技员人才缺口是 200 万，而电子竞技

运营师人才缺口达到了 150 万。在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一个城市如何发展电竞产业，确需仔细考量。

跟投电竞需谨慎

梁

婧

今年 10 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临沧凤庆陈升红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红茶作为大会指定用茶之一，给世界各地的嘉宾送去

了滇红茶的美妙滋味。

“滇红茶享誉海内外，曾经创造了‘1 吨滇红茶换 10 吨钢

铁’的辉煌。”临沧市茶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惠

云说。

在 1939 年以前，云南是没有红茶的。“滇红”始于凤庆，是

云南红茶的统称，至今有 80 多年的历史。它茶汤香高味浓、

颜色红鲜明亮，令爱茶之人入口难忘。

凤庆县滇红茶博物馆陈列着斑驳的文史资料，久远的样

茶藏品以及颇有年代的制茶生产工具，为人们讲述着滇红的

前世今生。展馆里还立有一人物雕像——冯绍裘。他是中国

著名的红茶专家，也是滇红茶的创始人。

1937 年，中部传统茶产区受到战争的影响和破坏，无力

继续生产。1938 年秋，从武汉迁到重庆的中国茶叶公司便派

技术专员郑鹤春和技师冯绍裘到云南调查茶叶资源和生产

情况。

二人先乘汽车，再步行山路，到达顺宁县（即现在的凤庆县）

已是11月初。秋末冬初的季节，气候温润的凤山茶树成林，一片

黄绿。茶树高达丈余，芽壮叶肥，成熟的叶片大似枇杷叶。云南

大叶种茶的特点让冯绍裘喜出望外。

在此之前，云南各茶叶产区只生产青毛茶，属绿茶类。一

向不生产红茶的云南能否产出好的红茶呢？“如能采用大叶种

茶创制出红茶，其发展前途是无可估量的。我怀着满腔热忱，

决心试一试。”冯绍裘在后来的《“滇红”史略》中写道。

试制结果令人欣喜。冯绍裘将红茶样邮寄至香港市场，优

异的茶叶品质被评价为“上品”。

“滇红”创制成功后，1939 年初，冯绍裘受命筹建顺宁实

验茶厂。当时地处山区的凤庆交通困难，购置制茶的机器设

备和物资运输十分缓慢。在机器和动力设备没有配齐安装完

毕的情况下，冯绍裘带领工人采取土法上马，用人力手推木质

揉茶桶、脚踏烘茶机、竹编烘笼烘茶等办法，开展生产。

1939 年顺宁茶厂生产了首批 500 担滇红茶，被装在沱茶

篓里转运香港，再换装木箱和铝罐出口

英国。出口的滇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大获

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出口需

要，凤庆建成我国优质红茶出口基地县，

全面改制红茶。与此同时，红茶产区也

由凤庆县扩大到昌宁、云县、临沧、双江

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凤庆私营茶厂不断

发展壮大。据统计，目前凤庆县茶园面积达 51.6 万亩，年产量

达 4 万吨，其中红茶产量占比达 70%，荣获“全国十大产茶县”

荣誉称号。

在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江用文看来，过去 10 多年，中国

的红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也呈现出了新特点。“一

个是消费拉动由出口正转变为内销为主，另一个是产品结构

由生产红茶到现在以生产功夫红茶为主。”

滇红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制约。“新形势下，滇红茶工艺

标准不统一，基地标准化程度低，品牌市场竞争力弱，行业监

管形不成合力，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率低。”郭惠云说。

今年 10 月，凤庆滇红茶产业联盟成立，包括茶企、合作

社、文化旅游公司、科研机构等 60 家单位加入联盟。“我们希

望推动相关政策有效落地，解决茶企业基地建设、产品生产加

工和营销环节遇到的困难。”联盟理事会理事长施贵华说。

滇红茶历经时光洗礼，成为小城凤庆的精神坐标。正如

凤庆县县长谭波所说，“滇红不单是一种茶，还是一种情怀、一

种信念、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生生不息、奋斗不止”。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王墨晗王墨晗

一盏“滇红”话传奇
本报记者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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