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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风物

本报记者方立新、周甲禄、王贤、易艳刚

临近共和国 70 华诞，毛泽东手托矿石的巨型
石雕像，成了这座城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打
卡”地标，前来瞻仰、追怀的市民络绎不绝。

这座城市，享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的
美誉，传说中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含金藏铜”；这座
城市，以“青铜之都”“钢铁摇篮”“水泥故乡”著称；
这座城市，有一处工业遗产旅游胜地——国家矿
山公园，毛泽东手托矿石的雕像就矗立在公园的
“日出东方”广场。

这就是湖北黄石，一座为自己是“中国近代工
业摇篮”而骄傲的城市，一座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 5 年之内两次到访而自豪的城市。

开国领袖心中“有团火”

1953 年 2 月 19 日，春寒料峭，毛泽东乘坐
“长江号”舰艇视察长江。

天黑时分，他看到岸上灯光闪烁。随行的人告
诉他这里是湖北黄石，毛泽东立刻提出要上岸看
一看。

负责保卫的同志劝阻，说黄石连马路也没有，
很不方便。毛泽东却说：“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
要去看看。”

据湖北省档案馆藏资料记载，下船后，毛泽东
一行人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锻钢到轧钢，
毛泽东在车间从南走到北，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
看到尾。

在轧钢厂，在４３０轧机加热炉旁，毛泽东仔细
询问生产情况；在炼铁厂，毛泽东从工人手里接过
蓝色看火镜，看铁水熔炼情况；在长江码头，毛泽
东回眸长江边炉火闪烁的大冶钢厂，对前来送行
的同志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５日，参加武钢第一炉铁水出
炉庆典后的第 3 天，毛泽东原本要从武汉前往安
徽视察。但他临时提出，要再到黄石去看一看。他
这一天去看的大冶铁矿，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
矿山。据档案记载，毛泽东还再次来到大冶钢厂，
登上平炉台和正在操作的工人一一握手，点赞钢
厂“发展很快”。

5 年间两次到同一个地方视察，在毛泽东的
一生中并不多见。这段佳话，一直是黄石人介绍自
己城市的特殊“名片”。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黄石？只要我们回望
70 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回望近代以来积贫积
弱的中国，就不难理解，共和国缔造者心中“有团
火”，使得他对这座有着中国近代第一座用机器开
采的大型铁矿的“矿冶之都”投注了更多的目光。

毛泽东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作为工业文明
象征的炉火，就是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而黄
石，正是一座 3000 年炉火不熄的城市。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工业极端落后
的“家底”。毛泽东曾感慨那时的中国“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
的落后，最突出体现在中国“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
一把镰刀”。

近代中国，从世界文明之巅“断崖式跌落”。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之
前，有志之士为救国强国不懈奋斗，却无能为力、
无济于事，“矿冶之都”黄石的命运堪称缩影。

毛泽东曾指出：谈到中国的钢铁工业，就不能
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不应当被
忘记的几位近代中国人之一。因为，张之洞在清末
主政湖北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依赖，
实现富国强兵，创建了亚洲最大最早的钢铁联合
企业——汉冶萍公司，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的“钢
铁之父”。在湖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完整的

《汉冶萍公司志》。当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
幡制铁所早 7 年、钢铁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总
产量 99% 的汉阳铁厂，原料就来自大冶铁矿。可
以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序幕，也是在黄石
开启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张之洞无力回
天，汉冶萍无济于事。但张之洞等有志之士的努
力，毛泽东没有遗忘；长江中游南岸的矿冶之都黄
石，在毛泽东心目中仍有着重要位置。他领导站起
来的中国向工业化进军，“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黄
石，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

60多年过去，这座因矿立市、以冶兴市的历
史文化名城，有了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了调研。

铜绿山上的“原火”

四周都是矿山、矿坑的铜绿山上，一栋三层小
楼格外醒目，正门上方八个金色大字“铜绿山古铜
矿遗址”俊朗沉雄，出自对这里情有独钟、罕有题
词的考古大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之手。

1973 年 6月，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工们在
铜绿山露天采矿时，意外发现了 13 把深藏地下的
铜斧。

考古学家们依据这些铜斧，顺藤摸瓜发掘出
了一座座密如蛛网、迷宫般神奇的古老矿井。

66 岁的黄石市博物馆原馆长龚长根曾参与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最初的考古调查。据他介绍，同
位素碳 14 测定，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最古老的矿
井距今 3200多年，可上溯至商代晚期，经西周、春
秋、战国直到西汉，隋唐以后在早期遗址上继续开
采，前后延续了 13 个世纪之久。

这次发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揭开了中国工
业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这座三千多年前的遗址，
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采掘年代最长、冶
炼工艺水平最高、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
古铜矿遗址，推翻了“青铜文化西来说”。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秋
冬时节，游客们一路欣赏着褐紫色的铜草花，走近
铜绿山古矿遗址博物馆。“铜草花形如牙刷，又称
牙刷花，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盛开就昭示着地下
有铜矿。”博物馆讲解员张燕说。

拾级而上，遗址博物馆内，一处三千多年前的
古采矿遗址令人倍感震撼。在采矿遗址旁的四方
塘遗址，考古人员 2012 年发现了宋明时期焙烧
炉，近年又发现了由数十座春秋时期的古墓组成
的墓葬群——这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
墓葬。

矿冶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
教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边参观边讲解，“研究发
现，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一套相当先进的找矿、采
矿、冶炼技术；解决了深井开采支护、照明、排水、
运输、通风等技术难题，而且还使用鼓风竖炉炼铜
技术，形成一套科学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体系。”李
社教说，“冶炼是人类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器时代
的转折点，铜绿山遗址发现的 8座春秋竖炉，代表
了中国先秦时期炼铜的最高水平。”

昆明工学院一位教授抚摸着铜绿山古铜矿遗
址的井壁流泪了。他说，我们以前给大学生讲塔接
式框架支护技术时，举的是 200 年前英国的例子，
没想到自己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解决这个
问题。

对遗存的大量古炉渣抽样分析显示，其含铜
量大部分小于 0 . 7％，与现代科技炼铜炉渣含铜
量差别不大。经专家考证，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
的铜都来自铜绿山，铜绿山的青铜可铸造大量兵
器，与楚国的强大有直接关系。

考古大家夏鼐对铜绿山情有独钟。1976 年和
1980 年，夏鼐曾两次到铜绿山实地考察。1980 年
6 月 2 日，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在美国纽
约召开。开幕式上，夏鼐第一个发言，他向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者作了《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
演讲。

1981 年 10月 13 日，古代冶金技术国际学术
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夏鼐与殷玮璋详细讲解
了铜绿山古铜矿炼炉与模拟实验，引起了世界各
国专家、学者的兴趣。会后，世界著名冶金史专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密斯等一行 8 人专程来
铜绿山考察古铜矿遗址。

当时，78岁的史密斯教授激动地说：“多么聪
明的人民！我在这里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
的东西。”

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麦丁教授说：“中东等
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其采矿遗址
的规模、冶炼用炉的先进程度等，均远不能与中国
铜绿山古铜矿相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无疑是世
界第一流的古铜矿遗址。”

李社教认为，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需要精细的

协作与分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证明，早在三千多
年前，中国古代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以黄石为代表
的先进工业文明，这里的炉火三千年不熄，推动着
中华工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1982 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95 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2001 年 3月，它被评为“中
国 20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千年不熄的炉火

黄石不仅有铜绿山的古铜矿，铁山上长 2200
米、深 440 米、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的大冶铁矿
露天采矿坑，见证着湖北黄石市“千年铁都”的
历史。

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冶县志》称：“铜绿山在
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
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记载表
明，大冶自古以来就是产铜的地方。

“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公元 226）采武昌铜、
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
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
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
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
观赏。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
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
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
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
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
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
炼的形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
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
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
（905 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 7 年，积军储
20 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
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
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
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
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
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
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
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
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
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
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 967 年）李煜为南唐国主
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
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
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
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
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

年总产量为 1800 余万斤，洪武七年（1374 年）
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
之盛。

近代工业的星火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纪念洋务派代表人
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就在“亚洲第一采坑”
边上。

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
名“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
两座高 7 . 2 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 72 岁辞
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
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之魂。钢铁生产技术
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
强遂甲天下”。而当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窘迫：洋
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
得不“动靡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
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

更严重的是，一旦洋人煤铁不来，各工厂废
工坐困。煤铁工业直接扼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
咽喉。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
野上下的强烈愿望。

1874 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
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
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
国的钢铁工业。1875 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
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77 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
师敦在勘矿报告中说：“大冶县属铁矿较
多……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
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年之用。”此
地的铁矿石净质为 60%-66%，而世界上最好
的铁矿石净质为 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
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

黄石，这座三千年炉火不熄的矿冶“古都”，
将发展近代工业、振兴民族工业扛在了肩上。

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
湖北大兴洋务。4 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
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
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
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
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

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运到汉阳
铁厂，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
在 1892 年铺设完成。这座湖北历史上第一条铁
路，客货车及枕木均购自德国。

1896 年，张之洞将厂矿交盛宣怀招商承
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 年，盛宣怀将汉阳
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
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

两人“承上启下”，联手开辟了中国现代钢
铁工业。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
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民国元年的《东方杂志》记载：汉冶萍公司

生产的铁在美国试销时，美国人“骇异宝贵”。因
为洋铁加锰太少，使用时常有剥落之虑；而汉铁
含有天然的锰，冶炼时还加锰矿，产品“刚中兼
柔，锉削如意”。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品牌，汉冶萍公司产
品屡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展会，并多次获奖。

直到 1919 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20多
年的时间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 90% 以上的
钢铁。

清末，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
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陆陆续续出
现十多家官办、民营与外资煤矿。1913 年，汉冶
萍公司筹建大冶铁厂（即大冶钢厂），1922 年其
一号高炉出铁。

黄石地区还分布着慈禧御批的远东第一水
泥厂——华记水泥厂、中南地区第一条铁路——
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中南地区第一大电厂——黄
石电厂、湖北省最大的煤炭基地——源华煤矿公
司、长江最大的运矿港口——黄石港。

李社教说，清末民初，黄石是中国唯一拥
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
矿冶工业基地，是近代中国民族重工业分布最
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缕
曙光。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之下，这样的曙光显得
太过微弱。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盛宣怀
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支撑，也没
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与日本签订
借款合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一步
步陷入日本人布下的陷阱……

从 1938 年 10月大冶沦陷，至 1945 年日本
投降，日本在大冶矿山掠夺走 500 余万吨铁矿
石，占日本掠夺中国铁矿石的 9 . 66%。档案记
载，大冶铁矿从 1893 年正式投产到 1945 年，共
计生产铁矿石 2 0 9 2 . 3 2 万吨，被日本掠走
1550 . 8 万吨，约占总产量的 74%。

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汉冶萍研究中心负
责人蔡明伦看来，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
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站起来了，企业才
能有发展的空间。

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说：“汉冶萍公司最终
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时局扰攘，
日债沉重，但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
支持。”

工业强国的薪火

站在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广场，历
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令人唏嘘：一边是为国产
C919 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神舟”“天宫”“嫦
娥”等大国重器提供特种钢材的现代化生产车
间，另一边是饱经沧桑而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汉
冶萍高炉遗址。

这两座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初的高炉，是当
时中国最大的高炉，共生产两年零两个月，炼出
25 . 8 万多吨生铁，大都运往日本偿还日债。

1938 年夏天，日军逼近石灰窑，并用飞机封
锁黄石港上游江面。当年 7月 28 日，蒋介石致
电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汉冶萍
公司大冶化铁炉等，既不便拆除，应准备爆破为
要。”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
将化铁炉、热风炉等重大设备和部分厂房炸毁。

国家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让盛极一时的
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败、名存实亡。1948 年底，国
民政府正式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
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退
出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想恢复一座高
炉冶炼，但已经奄奄一息的国民政府既缺机件
也缺资金，最后七拼八凑，只建起了一座 66 立
方米的小高炉。

振兴民族钢铁业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肩上。1949 年 5月 15 日拂晓，解放军横
渡长江，石黄镇和平解放。是夜，大冶县城解放，
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设石灰窑工业
特区特派员。

当年 6 月 12 日，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
准，将大冶县的石黄镇及铁麓、申五、上乐、下章
等四个乡划出，成立“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

1949 年 9月 29 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
准，设立“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这是新中国第
一个工矿特区。

第一任工矿特区区长刘金声曾说：“成立大
冶工矿特区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发展工
业商业，支援全国的解放。这个区域因为是工业
区，上级特别重视，将来生产物资可以支援其他
地方。”当时的矿区，共有 4 万余人口，厂矿职工
便有 5000 余人。

黄石因为有矿冶，在近代中国占据了显要
地位。与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在经受帝国主义
船坚炮利的刺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奋力创办
民族钢铁工业一样，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们，
对民族工业的落后也有着刻骨铭心的痛，都有
一种浓厚的钢铁情结。

1945 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
写道：“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
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浓厚的工
业情结，让毛泽东在 1953 年和 1958 年两次到
黄石视察。

在毛泽东视察的鼓舞下，1959 年，大冶铁
矿产矿石 290 万吨。到 20世纪 70 年代初，产量
达到顶峰年产 505 . 1 万吨。作为新中国的“工
业粮仓”，黄石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原材料，
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数据显示，从建市到 2008 年，黄石累计
向国家贡献 1 . 9 亿吨铁矿、74 . 13 万吨铜精
矿、5400 万吨原煤、5 . 6 亿吨非金属矿。产
钢 2 8 6 5 万吨、铜 2 7 0 万吨、水泥 1 . 2 5 亿
吨。直接上缴利税 270 亿元，累计贡献 350
亿元。 （下转 15 版）

一座城市三千年不熄的炉火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梦想

这个地方，毛泽东说“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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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学生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华新水泥厂旧址。 本组供图：黄石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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