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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坞遗址所属企业无力保护
“船坞遗址是天津市船厂的

一部分，而船厂又隶属于河西区政

府，近几年船厂提出经营困难，无

力更好保护现有文物，我们才参与

到对其的保护工作中。目前除了

甲坞保存状况较好，纪念馆和轮机

厂房保护状况都不乐观。”滨海新

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一边清点

纪念馆内文物，一边告诉记者。

今年6月，经上级主管部门同

意，天津市船厂与新区文保所商

定在遗址得到整体保护开发前，

将馆内近60件文物移交至新区文

保所保管，以便加强对新区工业

文化遗产的保护。

现状

可移文物搬家 明年再现身

大沽船坞至今已有 138 年历

史，是一部民族工业诞生及发展

历史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抗击

外 侮 、保 家 卫 国 历 史 的 见 证 。

2013 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

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新区为数

不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一。遗址现存甲坞、轮机厂

房、大沽海神庙遗址和未发掘船

坞遗址等。

10 月 9 日，记者走进已经停

产的天津市船厂时看到，厂区西

南侧的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大

门紧闭，门前已经拉起了白色警

戒线。

从开馆就一直承担讲解任务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东西沽

片区拆迁改造开始，纪念馆就罕

有人至，近三年一直处于闭馆状

态，不再接待游客参观。据了解，

天津市船厂近年来经营状况不

佳，尤其是去年停产后对保护文

物更是人力财力匮乏。

打开纪念馆大门，灯光下记

者看到，建坞初期的太师椅、从国

外进口的机床和缆桩、1893 年英

国生产的保险柜等珍贵文物保存

尚好。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一台

道格拉斯剪板机。据介绍，这是

1889年从英国道格拉斯兄弟公司

进口的重要设备，集剪切、冲孔、

裁料为一体，重17吨，是从工厂的

废铁堆里发现的。

“这块印有‘盛军督造’字样

的青砖看着不起眼，但却是清末

曹锟重修大沽船坞时留下的，算

是馆内最早的文物，非常具有历

史价值。”现场，文保所工作人员

详细地将清朝时期到民国时期的

木器、石器、工具、碑刻等小型文

物进行编号、测量、拍照、打包、装

箱，一一办理移交手续后装车运

往新区文保所。

“这些文物本月将完成移交

工作，暂存新区文保所文物库

房。但是，这些文物在保存期间

并不是被彻底封存的。我们将践

行‘让文物活起来’的精神，将部

分文物填充到即将开展的展陈充

实提升工程中，让这些珍贵的工

业遗产与观众见面。”新区博物馆

副馆长崔志华告诉记者，目前滨

海新区博物馆展陈充实提升工程

将马上实施，预计明年年初即可

完成，届时，市民就可重新观赏到

大沽船坞遗址的部分文物，跟着

文物一起重温大沽船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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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浮沉中，天津市船厂

这座百年船厂在几次面临倒闭

之后于去年正式停产，而大沽

船坞遗址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

物得以长久保留。在船坞变身

博物馆的命运跌宕中，已经退

休却热衷遗址保护的“文保船

厂”王可有情根深种。

王可有14岁初到天津市船

厂技工学校学习时，看到老一

辈船厂工人的奋斗史和创业

史，莫名就和大沽船坞结下了

不解之缘。1965 年退役之后，

他又被分配到天津市船厂工

作，老师傅们讲不完的海神庙、

李鸿章、修理北洋水师的船舰

等等，让他与船坞的感情日渐

浓厚。

不知从何时起，他在心中萌

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工厂能不能建一个博物馆去记

录自己的历史呢？“北洋水师大

沽船坞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

篮，应该发掘它的历史价值。”

1993 年，已经是天津市船厂副

厂长的王可有在一个全国船

舶修造会上语出惊人。第二

年，升任天津市船厂厂长的他

将“保护文物”列入重要工作，

并明确提出“老设备不是废旧

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

遗产，一件也不许卖！”2000 年

10 月 28 日，在纪念大沽船坞建

坞 120 周年之际，北洋水师大

沽 船 坞 遗 址 纪 念 馆 正 式 开

馆。只要和大沽船坞“沾边”

的 老 物 件 ，都 成 了 他 眼 中 的

无 价 之 宝 ，更 是 如 今 的 国 宝

级文物。

组织维修老轮机厂房、配

合考证船坞遗址及海神庙遗

址位置、绘制地图标记遗址位

置……到了退休年龄的王可有

没回家享清福，仍日复一日地

为保护文物四处奔波。2013

年，在新区文保部门的支持下，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经国务

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回首138年的历史，至今说

起船坞变身国家级历史文物的

种种过往，72 岁的王可有仍颇

多感慨。他告诉记者，自己和

大沽船坞的这份情结，这辈子

都将割舍不断。“船厂可以消

失，但船坞遗址作为工业发展

史的见证，作为历史的符号，是

一种文化，更是一笔财富。必

须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如果它

在新区经济发展中作为一个

点，传承并利用好了，意义非常

大。”他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参

与到文物保护的行动中来，让

新区的历史文物都能拥有鲜活

的生命，成为城市发展和文化

传承的“代言人”。

“一座老船厂，风雨故事多。”

身处滨海新区的北洋水师大沽船

坞遗址，堪称中国北方工业的摇

篮，是晚清一批有识之士为图自

救自强，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历

史见证之一，也是新区悠久工业

历史的重要标志。

作为全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和塘沽火车站旧址、黄

海工业研究所旧址一并列入第七

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记录着新

区工业发展的沧桑历史与风云变

迁，蕴含着新区特有的文化价值

与精神内涵，也隐藏着不可估量

的经济价值。

如何在保护中开发利用好这

一重要文物资源，赋予其新的生

命力，让其真正“活”起来，成为新

区蓬勃跳动的历史符号和文化名

片，已经成为当下一道不可回避

的时代命题。

新区相关部门心怀对历史文

物的敬畏之心，加强对北洋水师大

沽船坞文物的保护，再次用行动实

践了“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

理念。相信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

加大与未来规划的持续提升优化，

将更好实现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

社会的统筹发展，把对文物“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工作方针落到实处，从而在

文物的保护与文化的传承中进一

步坚定文化自信。

保护文物
也是政绩

大沽船坞收到

“文保船厂”王可有：

期待船坞成为城市“代言人”

建坞初期的清代太师椅、从国外进口的机床和缆桩、1893年英国生产的保险柜、印有“盛
军督造”字样的青砖……10月9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纪念馆内近60件可移动文物正式移交
至新区文保所保管，以便加强对新区这一重要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整个移交工作将于本月底结束，与此同时，为防止因雨雪等灾害导致船坞重要固定建筑
文物——轮机厂房发生坍塌事故，今年，新区文广局对轮机厂房实施临时性保护工程，在不触
及文物本体的情况下，在建筑外部搭建保护罩棚、安装监控系统，目前该工程已经完工。

巧合的是，即将到来的10月28日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坞的138岁“生日”，这些已经
付诸行动的保护措施，无疑将成为新区献给船坞的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特别“生日礼物”。

1880年建成的北洋水师大沽
船坞，又称海神庙船坞，是中国第
三所近代船厂，也是北方最早的
船舶修造厂和重要军工基地。

大沽船坞曾是北洋水师舰船
维修基地，也是经李鸿章奏请、
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我国北方第
一家近代船舶修造厂。在中日甲
午海战中，大沽船坞日夜为北洋
水师赶修舰船。其后，在大沽船
坞又先后制造出中国首批仿德一
磅后膛炮、马克沁重机枪、“大沽
造”步枪等军用设备。后来，它
成为以船舶修造为主业的国有企
业——天津市船厂的一部分。相
继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外强
占领、民国政府、新中国等多个历
史阶段。

文物名片

“1880 年建成的北洋水师大

沽船坞，又称海神庙船坞。是中

国第三所近代船厂，也是北方最

早的船舶修造厂和重要军工基

地。天津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沐浴

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大沽船

坞所在的海河入海口则是中国北

方工业的摇篮。虽然它是天津市

船厂的一部分，但坐落在滨海新

区，是新区工业历史文化的重要

组成，是新区为数不多的国家级

文保单位，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

它进行守护。”新区文保所负责人

告诉记者，大沽船坞遗址的价值

不容忽视。

近几年，新区有关部门一直

在加大对大沽船坞遗址的保护力

度，最大限度地防范人为或不可

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对文物造

成破坏。

据了解，为有效地保护遗址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为其

科学、合理利用提供依据，早在

2015 年，新区文广局便着手组织

编制《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保

护总体规划》。2016年5月，又组

织原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天津市

船厂等各相关部门成立了应急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实施《北洋水

师 大 沽 船 坞 遗 址 安 全 应 急 预

案》。从那时起，新区文保所便给

船坞遗址建立了巡查档案，每两

周开展一次实地巡查，全力确保

遗址安全。

“轮机车间是旧址所保存下

来的唯一一座原厂房建筑，抢险

性保护修缮刻不容缓。2016 年，

新区文广局曾向国家文物局请示

对船坞遗址轮机厂房开展抢险修

缮，7月获批。但是工程立项后，

因船厂自身经营困难，无人无力

推进下一步工作。”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鉴于船厂无力保护，新区文

保所一边委托天津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编制工程技术方案，一边

对四周被工业渣土“侵袭”的轮机

厂展开保护。通过制定详细施工

方案，及时清理渣土，消除安全隐

患，并为遗址配备了新的消防器

材，帮忙建立完善的文物安全制

度、文物安全岗位职责等。

为防止因雨雪等灾害导致轮

机厂房发生坍塌事故，今年新区

文广局对轮机厂房实施了临时性

保护工程，在不触及文物本体的

情况下，在建筑外部搭建保护罩

棚、安装监控系统，目前该工程已

经完工。

目前，针对船坞遗址轮机厂

房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已经通过论

证，今年将向国家文物局上报申

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

金，用于轮机厂房的本体修缮工

程，确保文物安全。

大沽船坞曾是北洋水师舰船

维修基地，也是经李鸿章奏请、光

绪皇帝批准而建的我国北方第一

家近代船舶修造厂。百余年的变

革浮沉中，保留至今已属不易，如

何对其加强保护，并合理开发利

用，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项工

作任重而道远。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新区有

关部门正在积极修订北洋水师大

沽船坞遗址保护区划。“在确保遗

址文物本体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

下，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

馆等相关附属遗存和历史环境也

纳入到保护范畴内，最大程度地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新区文保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2015年市政府公布的《天津市

境内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区划》中关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遗址的相关规定与实际保护现状

和保护要求存在一定的问题，新区

已于今年 6 月组织编制单位与保

护管理单位进行协商，积极汇总各

相关部门意见。

“由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

权属比较复杂，涉及滨海新区、河

西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单位。在下

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按照《文物保

护法》的相关要求，督促其落实和

履行相关保护管理责任，切实处理

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大对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的文物巡

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妥善解决保护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确

保文物本体及周边历史环境的安

全。”新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它

是彰显滨海新区城市特色最有效的

载体，体现的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

的精神内涵，展示的是新区历史发

展的脉络，保护和开发价值都很

大。”新区文保所负责人表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也为新区如

何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提出了更

高要求，指明了未来方向，希望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拥有百余年历

史的大沽船坞在日后能得到科学有

效的开发利用，早日迎来新生。

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央大

道海河隧道试通车，但很少有

人知道，隧道实际为保护船坞

最终改变了设计的走向。

根据最初的设计，隧道呈直

线走向，是距离最短和建设成本

最低的方案，但这一设计恰好要

经过大沽船坞遗址，必将给遗址

带来严重破坏。为更好保护大

沽船坞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在各级文物部门、文物保

护人士和隧道设计及施工方的

共同努力下，最终一改当初直线

走向，而是采用曲线半径1500米

的弯道设计。虽然这一改变给

隧道管段预制上增加了难度，也

给管段水下精准对接带来挑战，

更延长了工期、增加了施工成

本，却保护了新区这一重要历史

文化遗产。

◎部分可移动文物有“新家”◎轮机厂房戴上“保护罩”◎船坞遗址或迎新生

138岁“生日礼物礼物””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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