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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一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近年来，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汽开
区”）持续深化改革，为群众办实事，助力中国一汽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建设世界一流汽车城。
  长春汽开区以提升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为突破
口，创新实施汽车零部件固链、补链、建链、延链、强链

“五大工程”，不断推进整车制造上游工业发展。汽开区
成立汽车零部件产业服务局，承接汽车零部件产业、汽
车后市场招商服务职能，支持中国一汽实施配套回归战
略。目前，区内共有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300 余家，在
建汽车零部件产业项目 99 个，计划年内完成投产项目
50 个。
  针对车规级芯片国产化率不足、整车制造企业存在
的“卡脖子”问题，汽开区成立了汽车芯片保障专班，协
助一汽成立半导体芯片公司，主动对接中芯国际、黑芝
麻智能、芯擎科技等国内车规级芯片供应商，全力打破
壁垒。同时，加强与比亚迪等企业对接合作，探索车规

级芯片自主研发途径。
  此外，汽开区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
更加优质、高效和便捷。汽开区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
革，在企业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真正
做到“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不跑”，以达到缩流程、减时
限、提效率、降成本的目的。
  与此同时，汽开区积极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审
批模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拿地即开工”。目前，
汽开区已为 10 家提报需求的企业提供了“拿地即开工”
审批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汽开区组织行政审批部门共复用吉
林省政务服务事项 896 项，并于 11 月 8 日正式上线新版
全流程审批系统，上线事项 536 项，网办事项 53 项，服务
延展事项 25 项。此举将为强化汽车产业链提升零部件
本地配套率，加快“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的“软件”支撑。

传承“红色基因” 实现“红色育人”

  2021 年以来，长春汽开区教育局把红色文化作为

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把红色基因植入少年儿童
心田。
  汽开区教育局在中小学组织开展“十个一”主题系
列活动，通过“寻访红色足迹”“讲好党史故事”“阅读红
色经典”与“唱支红歌给党听”等活动，引领加强未成年
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构建“幼小初高”一体
化德育机制，探索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途
径，统筹育人目标，注重有效衔接；统筹育人主体，加强
队伍建设；统筹育人方式，聚焦“课程+实践+文化+管理
+协同”多种教育方式，遵循成长规律、注重环境熏陶，促
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深度挖掘各类课程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全面推进“学科德育”建设，不断提
升管理水平，强化打造教育队伍，结合地域特色，让红色
基因与汽车文化相结合；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走访学习，
参加红色文化巡礼等活动；全面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厚
植家国情怀，构建特色鲜明的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课程；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传承红色基因，实现
红色育人。

·广告·

南南浦浦大大桥桥：：““而而立立””成成网网红红

本报记者王辰阳

　　 1991 年 11 月 18 日，新华社发布的
一则通稿《我国最大斜拉索桥在上海建
成》引发广泛关注。稿件的开头写道：“随
着最后一盏桥灯的安装、最后一道桥面
行车线的漆就，我国最大斜拉索桥———
南浦大桥，在上海黄浦江正式建成。邓小
平同志题写的‘南浦大桥’手迹，镶嵌在
巍巍桥塔之上。”
　　当年 12 月 1 日，南浦大桥正式通
车，结束了上海市区居民只能依靠轮渡
和隧道过江的历史。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2021 年 12
月 1 日，南浦大桥“三十而立”，浦江两岸
高楼林立，已有 13 座跨江大桥方便居民
出行。
　　南浦大桥，这座上海市区第一座横
跨黄浦江的桥梁，也是当年我国跨度最
大的桥梁，今年又因为网友的特效视频，
在 TikTok 上被点赞近百万次……打开
新华社的稿库，与南浦大桥有关的稿件
超过 3000 条。跨越 30 年，这座大桥究竟
有哪些故事？

  一跨 423 米过江，曾经的

“中国第一桥”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
房。”这句当年老百姓的俗语，客观上反
映了早年间上海黄浦江两岸的交通不
便。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迎来发力期，在市区建设一座跨
越黄浦江的大桥被提上日程。
　　在新华社 1990 年的稿件中，建造南
浦大桥被称为“上海的百年大计”。如今的
南浦大桥与许多大国工程比起来似乎并
不显眼，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它创造
了许多记录。南浦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自行
设计、自行建造的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
　　当年，在黄浦江上造桥并非易事。南
浦大桥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元
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说：“数万吨
级的巨轮要进出黄浦江，要求桥必须一跨
过江，而上海又属软地基。要在黄浦江上
造一座特大型桥梁，难题如山啊！”一年半
的时间里，林元培和同事们一笔一画画出
来的设计图纸，可以塞满一间小屋。
　　最终，大桥选址在南码头——— 黄浦
江市区段江面最窄处，航道距离为 350
米，又是建造上海内环道路的过江咽喉
处。而为了保证驳岸的安全，大桥主塔往
两岸延伸，主桥长 846 米，以一跨 423 米
过江，跨度之大为彼时的全国之最，在世
界上也位列前三。
　　南浦大桥的工程建设热火朝天，
8000 多名建设者高效完成了任务。与此
同时，南浦大桥的建设质量也很高，大桥

的主塔垂直度要求不超过 1/3000，最
后达到了 1/12500，精度提高了四倍。
　　桥塔之上，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南浦
大桥”笔力遒劲。1991 年 2 月，邓小平来
到南浦大桥工地考察。时隔一年多之后，
1992 年 2 月，邓小平再次来到这里，冒
着冷冽的寒风，站在桥上欣然留影。
　　这座总投资 8.2 亿元人民币的大
桥，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正式通车。大
桥开通之后，汽车从桥上过黄浦江，由
过去排队轮渡耗费 2 小时以上，缩短
为 7 分钟。当年新华社报道写道：“南浦
大桥将是开发、开放浦东，振兴上海的
一条宽阔跑道。”

  三十年后，南浦大桥已经

有 12 位“兄弟”

　　很多老上海人应该还记得，最早
驾车走南浦大桥是要收费的，而且大
桥还开放了游览项目，供游客参观。
据南浦大桥的管理方介绍，当年南浦
大桥是上海市政府通过贷款和外资
建设的，为了偿还贷款和利息，大桥
通车后设置了越江费，货车则根据吨
位收取不同的费用。
　　“南浦大桥通车后，运营方式几经
变化，每一次都与上海城市发展息息
相关。”工作人员说。
　　新华社 2000 年 5 月 1 日播发消
息：为进一步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推
进浦东新一轮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发
挥，当天起，上海黄浦江所有大桥隧道
取消收费。不再收费，加上浦东开发建
设提速，南浦大桥的车流量迅速增长，
乘着 2001 年上海举行 APEC 会议的
东风，南浦大桥规划 6 车道改为 7 车
道，提升了通行能力，沿用至今。
　　多次修缮，南浦大桥旧貌换新颜，
随着内环改造新接段工程完工，桥梁
全长从建成之初的 8346 米到突破万
米，达到 10288 米，当真像是黄浦江上
一条飞龙。
　　在新华社 1990 年的稿件中，上海
规划的黄浦江交通体系，最终要形成 2
至 3 座大桥、5 至 6 条隧道、5 条车渡
和 16 条客渡。
　　 2020 年 5 月 28 日，上海昆阳路
越江大桥主桥合龙，黄浦江上第 13 座
桥贯通。该桥建成后，附近居民往来浦
江两岸的上海闵行、奉贤两区，路程时
长将由原来的约 40 分钟缩短至约 5 分
钟。一座座新桥仿佛重复着南浦大桥往
昔的故事，实际解决了新的民生问题。
　　距离南浦大桥通车 30 年过去了，
如今黄浦江两岸已经有 13 座大桥、17
条隧道、近 10 条地铁线连接，过江不
再是出行难事，而是老百姓通勤的

日常。

  2021 年，它成了火遍全

网的“魔力”桥

　　今年，南浦大桥“突然”在社交媒
体上火了！
　　起初是网友将拍摄的南浦大桥螺
旋形引桥，用特效做成了短视频，重重
叠叠的螺旋形引桥，与不息的车流、炫
目的灯光，形成了如梦似幻的视觉效
果。在海外社交媒体 TikTok 上，这些
视频中单条最高播放量超过 1300 万
次，有近百万个点赞。相关视频在抖
音、微博上也引发了热议和点赞，网友
笑称从中看到了魔都的“魔力”，南浦
大桥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优美的造型源自设计师的巧思。
南浦大桥在浦西的引桥呈曲线螺旋
形，上下三环分岔，衔接内环线高架
路、中山南路和陆家浜路。这种设计，
一方面可以减少占地面积，另一方面
也很美观。
　　南浦大桥设计建造团队的实力毋
庸置疑，近年来大桥养护体现的数字
化治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隧道股份
城市运营南浦大桥项目部负责人胡彩
旭说：“南浦大桥的养护工作，不仅仅
是人工向机械化方向转变，同时也在
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转变。以前靠经
验，现在靠数据。”
　　整个南浦大桥铺设了 200 多个传
感器，全方位对大桥所处的环境、桥面上
的交通荷载、桥梁主要结构等实时监测，

“大桥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为日常维
护和长期监测提供依据，甚至能根据车
流量，合理安排大桥清扫保洁的工作。
　　桥上风景独好，桥下两岸风光也
不断更新。
　　早在 2002 年，上海就规划把南浦
大桥附近的黄浦江两岸打造成融休闲、
娱乐、购物、亲水为一体的滨水景观。上
海要举办 2010 年世博会，南浦大桥附
近的滨江区域被划为世博园区。这片区
域是昔日的上海老工业区、旧城区和港
口，在城市更新后，使展馆、工业建筑、
居民楼等相得益彰。近年来，随着上海

“一江一河”民心工程的推进，打通的黄
浦江 45 公里岸线上，南浦大桥位置居
中，夜间流光溢彩，仿佛是浦江“珠链”
上最耀眼的“宝石”。
　　斗转星移，30 年如白驹过隙。设
计日通车能力约 5 万辆的南浦大桥，
如今的日均通车量超过 12 万辆，数字
的变化在无声中浓缩了浦江两岸发展
的故事。浩浩汤汤的黄浦江水，奔流向
前、一刻不息；岿然矗立的南浦大桥，
见证时光、日新月异。

12 月 1 日拍摄的上海南浦大桥（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走进汉阳铁厂工业遗址群落，古朴
精巧的砖红建筑迎面而来，近 60 年历史
的烟囱高高耸立。曾是制氧车间的老旧
厂房，如今是“1890 拾光”艺术馆。隔街对
望的旧棒材厂经过 153 天修缮，成为第
六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的主场馆，展览吸
引 150 余万名观众线上线下同步观看。
　　长江之畔，城市改造为沉寂的工
业遗址注入新鲜血液，陈旧的建筑经
过修葺，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
　　 1890 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汉
主持创办了汉阳铁厂，与后来在其附
近建立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等
共同形成“汉阳十里工业长廊”，中国
近代工业迎来“汉阳造”时代。
　　 1952 年，汉阳钢厂在汉阳火药
厂原址建立，并于 1979 年与汉阳轧
钢厂合并为新的汉阳钢厂。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企业改制、外迁，曾经声
名显赫的工业园区归于沉寂，只留下
400 亩工业遗址和一批老旧厂房。
　　 2017 年，汉阳铁厂入选了第一批
国家工业遗产。为传承和重塑汉阳铁厂
的文化精神内核，武汉近年来逐步开展
了工业遗址改造工作。2020 年，通过政
企合作设立武汉 1890 工业遗址研究
院，重新规划园区空间，设计改造方案。
　　“给人们提供生活体验的同时，我们
希望最大限度保留它原有的模样。”武汉
1890 工业遗址研究院院长罗黎勇说，设
计团队先对老建筑进行了结构检测，再
依照工业遗址价值判断原则，分别拆除
陈年旧迹，并加固结构、墙体和屋面，还
加建多层空间，以求在不破坏主体的基
础上，实现厂房的现代化转变。
　　如今，走进“1890 拾光”艺术馆，破旧
的工业设施被拂去灰尘，放置在雕塑台
上，成为城市历史的“代言人”。锈迹斑驳
的钢铁辊轧连成艺术雕塑“时空之环”。四
目望去，随处可见高大的雪松、杨树，为悉

心摆放的“老物什”继续遮风挡雨。
　　明亮的灯光下，人们可以在货
物集装箱改造的咖啡馆里小憩，走
进“时光隧道”触摸城市工业制造历
史，或是走进书吧阅读。据工作人员
介绍，艺术馆引入“知音书院”，不定
期举办“拾光读书会”和文化艺术
展，吸引市民前来参观。
　　 400 亩工业遗址园区里，处处是

“宝藏”。与艺术馆相对的张之洞与武
汉博物馆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开园。隔

着月湖的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举
办创意市集、创业沙龙、青年艺术节等
文创活动，引来一批年轻人打卡拍照，
在网络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参观心得。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盘活工业
文化资源，开拓更多文化博览区，同
时挖掘商业活动板块，还要留出一片
厂房开展公益活动。”罗黎勇说，“要
让这片工业遗址真正成为武汉的文
化创意中心。”    （记者邓楠）
    新华社武汉 12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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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黄茜恬）在香
港黄金地段中环闹市的一隅，被列为
三级历史建筑的中环街市掩映在林立
的写字楼之中。顾名思义，香港的街
市指的是以买卖生活用品和生鲜食品
为主的街区市场，中环街市因历史久、
规 模 大 一 直 是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之一。
　　停用了 18 年之后，中环街市经
过全面修复，重新开市。这个承载无
数“老香港”回忆的地标建筑摇身一
变，不再卖菜卖肉，而成为一张保育和
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与香港都市风貌的
生动名片。

斑驳的历史痕迹
　　活化后的中环街市里，保留度最
高的原生设计当属用水磨石制成的
主楼梯。如今，楼梯上铺设的石面经
过小心修复，斑驳的历史痕迹得以保
留，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事实上，昔日为了方便装卸货
物而修建的这种宽阔大楼梯，也曾
是 不 少 摄 影 大 师 经 常 流 连 的 取 景
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著名摄
影师何藩的镜头中，那些牵着孩子
赶路的母亲、照顾着弟妹的长女、挑
着扁担的苦力工人匆匆上下石梯的
身影，都被定格在了香港城市发展
的光影中。
　　信步于中环街市中，曾经的 13
个老档口被保留下来，部分用于展示
原有建筑风貌。昔日海鲜档的储水
缸和通水渠、家禽档的砧板与血槽、
菜档的货架、肉档的案板等原本风貌
触手可及，无疑都成为香港市民感受
昔日街市氛围的绝佳门户。

丰厚的历史价值
　　中环街市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
1842 年。当时居于中环一带的华人
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迎合港
岛区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市集的需求。
后来，广州市场改名为中环街市。随
着香港人口不断增长，在 19 世纪中
期与后期进行了两次重建，至 1939
年建成第四代中环街市，也就是目前
完成活化的街市大楼。
　　作为当年东南亚最大型的肉食
市场，中环街市曾吸引社会各阶层
居民来这里购买日常生活所需，也
使得这幢建筑蕴藏了丰富的“老香
港”集体回忆。
　　中午时分，头发花白的陈先生
与太太坐在街市的中庭歇脚。他们
告诉记者，曾经街市里浓浓的人情
味却是记忆犹新。“那时候走到哪儿
都能听到摊档主用‘唱歌’的方式大
声叫卖，广东方言和福建方言，什么
都有。”陈先生说。
　　随着时代变迁，香港的一些街
市不得不面临被拆除的命运，2005
年起中环街市也一度被列为可拆卸
建筑。后经再三考虑，特区政府最
终决定委托香港市区重建局对中环
街市进行活化，并由香港地产商华
懋 集 团 对 中 环 街 市 进 行 营 运 和
管理。

传统老字号入驻
　　活化后的中环街市一改往日脏
乱、湿漉漉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一
个集饮食、购物和展览于一身的新
街市风貌。70 多间美食餐厅、怀旧

店铺和文青小店，为忙碌奔波的人
们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之处。
　　“我们希望活化后的中环街市
不仅能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也
希望这里是一个展现传统文化与都
市风貌的地方。”华懋集团中环街市
项目总监苗汝菁说，在招租店铺的
过程中，集团特意挑选了一些传统
行业或者“老字号”，从而为这座历
史建筑增添文化积淀。
　　扎根香港 70 多年的金源米业
租用了中环街市里两个保留档口，
独出心裁地展陈着香港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旧米行的特色，小至火柴盒、
记账本，大至米缸和运货的自行车。
　　不同于其他店铺，金源米业的
两间小店内不进行商业买卖，只供
市民参观和“打卡”用。“这两间店铺
不仅可以让‘老香港’回味昔日街市
风貌，延续街市的人情味；更保育了
香港本地稻米文化，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本地种米历史，了解父辈们曾
经的艰辛与不易。”金源米业国际有
限公司主席林烱炽说。
　　在一间名为“十八廿二”的长衫
店中，创办人陈丽乔身着一件杏色
长衫，搭配一双运动鞋，将传统与时
尚集于一身。她们一群长衫爱好者
希望在中环街市这样一个古今交汇
的建筑中，向市民展现长衫的独特
韵味，将中华传统服饰推广开来，让
穿长衫成为当下一种潮流。
　　如今的中环街市里，有来买咖
啡的上班族，有来感受历史气息的

“老香港”，也有站在历史痕迹前“打
卡”的游客……这座老建筑也在活
化之后，焕发出了更大的活力。

香港中环街市：活化古建筑，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