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技术就是国家砝码

铁西区
2003年

很少有哪个地方，像沈阳市铁西区这样，一举一动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它跌宕起伏的变迁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工业
史。最近刚刚创作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砝码》的作家商国华，对铁西区的命运有着特殊的感悟。

铁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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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焕
2003年出生，爷爷和爸爸都是沈鼓集团的

职工。

商国华
国家一级作家、铁西区文联主席。长期从事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最新

作品为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砝码》。

商国华（右）鼓励张芝焕好好学习，将来做新一代的技术能手。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25日 对话地点 中国工业博物馆

张芝焕：商爷爷下午好。
商国华：芝焕你好。你是不是土生土长的

铁西人？以前铁西区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张芝焕：我是铁西人，我家就在劳动公园

附近。至于老铁西的样子，我只是听爷爷讲
过，说以前铁西工厂林立，是全国的重工业基
地。但污染比较严重。

商国华：是呀，以前有人把铁西形容为“傻
大黑粗”，现在你看咱们铁西还这样吗？

张芝焕：不是啊。我看马路两边全是高楼
大厦，没有污染。晚上到处都是流光溢彩，非
常美。

商国华：芝焕，你知道咱们铁西是怎么变
美的吗？

张芝焕：我爸跟我说，因为“东搬西建”，把
以前老城区的工厂搬到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建的都是花园式工厂，条件好，没有什么
污染了。

商国华：从 2002 年开始，铁西区启动大规
模的“东搬西建”，到目前为止，这一史无前例
的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了。现在的铁西，产业、
环境、民生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城市功
能更是不断完善，这在以前是谁也想象不到
的。铁西前几年还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这是
对铁西成功改造的肯定。

张芝焕：商爷爷，您小时候也生活在铁西
吗？

商国华：当然啦。

张芝焕：我爸爸跟我说，老铁西有好几百
家企业。

商国华：我小时候基本把铁西的企业跑遍
了。那时候，我们是半日制学习，没有玩具，没
有补课，没有“兴趣”班，课余时间做什么呢？
就跑去看工厂大门，一个不漏的背诵工厂厂
名，这是我们除了弹玻璃球、滚铁环之外，最爱
玩的游戏。

张芝焕：我爸爸的单位那时候是什么模
样？

商国华：你爸爸所在的工厂那时候叫沈阳
鼓风机厂，它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大风
扇的概念。这么多年过去了，压缩机形状逐渐
替代了大风扇。

深入到铁西企业的杰出代表沈鼓集团后，商国华发现，比肩国际同行的道路上，铁西的企业正在从一个“跟跑者”发展到“并跑
者”，并向“领跑者”目标迈进。

张芝焕：商爷爷，听我爸说，您为沈鼓写了一
部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砝码》。

商国华：2017年10月的一天，我带领文联演
出小分队到沈鼓集团慰问演出。其间听到沈鼓
党委工作部部长刘胜民介绍研制10万空分压缩
机的故事。他说，这10万空分压缩机可以每小时
制氧10万立方米，而且是国内第一台。通过10
万空分压缩机组，可以实现把煤变成油的夙愿。
我非常振奋，这是铁西人的骄傲，应当创作一部
报告文学，告诉大家什么是“国之重器”，什么是
铁西精神。

张芝焕：商爷爷，给我讲讲您的创作过程吧？
商国华：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我深入到沈鼓每

个车间，一方面体验生活，一方面对60余名沈鼓职
工进行采访。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姜妍，到10万
空分的总设计师汪创华，从普通科研人员到沈鼓
转子、定子、总装车间的一线工人，从沈鼓的销售
人员到离退休干部、工人……整个采访历时三个
半月，另外还采访了从国家能源局相关领导到中
国通用机械协会的相关负责人。

张芝焕：商爷爷，你认为这个10万空分压缩
机研制成功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商国华：10万空分压缩机的成功研制，不仅
极大地提升了沈鼓集团的研发、设计水平，还实
现了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又一次历史新突破，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设计制造该大型核心装

备的企业。芝焕，你应该为你爸爸和他的同事们
感到自豪。

张芝焕：太自豪了，沈鼓是为国争光啊！
商国华：说得好。芝焕，你得知道一个道理，

一个企业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也只有掌握
了核心技术，才能为国家经济安全筑起一道防
线。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工业比作一架托起轻重
工业的天平，沈鼓就是天平上一枚重重的砝码
了。

张芝焕：我明白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也要
为国家研制核心技术。

商国华：对，努力吧。

经历了先“破”再“立”的铁西，正向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目标奋勇前进。未来，铁西区将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培育若干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总要求，力争尽快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张芝焕：商爷爷，您是铁西区发展的见证
者与参与者，您觉得铁西区的成功经验是什
么？

商国华：区委、区政府实施大规模的“东搬
西建”，将老城区内的工业企业搬迁至开发
区，实施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和彻底性的改
造。在这个过程中，铁西产业做强了。与此同
时，越来越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来铁西投资建
厂。

张芝焕：平时，爷爷总给我和我爸讲老铁
西的事，他也承认，现在的铁西更漂亮了，企业
发展也越来越好了。

商国华：你去过你爸单位没？想不想以后
也成为新一代沈鼓人？

张芝焕：去 过 三 四 次 ，感 觉 工 厂 像 花
园 ，但 车 间 里 的 机 器 跟 中 国 工 业 博 物 馆 里

展出的不一样。我爸说，希望我将来考沈阳
工业大学，毕业后也进沈鼓工作。我现在才
初三，考什么大学的事情，得三年以后才能
决定呢。

商国华：你说工业博物馆里展出的机器跟
你爸单位的不一样，其实那些机器都是几十年
前的老机器，现在的机器都是现代化的。我建
议你考清华大学，然后再回沈鼓，这样起点比
你爸高一大块，让你爸同事看看，咱这出类拔
萃的“鼓二代”。

张芝焕：商爷爷，我要真去沈鼓工作的话，
那我叫“鼓三代”，因为我爷爷以前就在沈鼓工
作。

商国华：哦，这样啊！希望你长大成为“鼓
三代”！

张芝焕：我爷爷常说，老铁西人的精神，就

是时刻为国分忧，即使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千
方百计攻坚克难。

商国华：没错，我从沈鼓身上看到了铁西
人独有的精神气质。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
题，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不同究竟是什么？
通过深入了解沈鼓，我知道不同就在于志气，
在于为国家、为民族去潜心研发、生产、制造世
界高端产品的使命和担当精神，在于像沈鼓那
样把信仰、方向与力量融合在一起的精气神。
沈鼓人敢于把使命与自信扛在肩上，一代代传
承为国分忧的接力棒。

张芝焕：听您今天这么一讲，我明白了，
自己作为新一代铁西人，一定努力学习，把
爷爷和爸爸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永远传承
下去。

商国华：好，努力学习吧。芝焕同学。

以前，外界总拿铁西与德国著名的鲁尔工
业区做对比，说铁西是东方的鲁尔。鲁尔工业
区位于德国西部，聚集了一大批采煤、钢铁、化
学、机械制造等工业企业，其工业产值一度占到
德国 40%。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鲁尔工业区开始
了艰难的转型之路。直到最近几年，鲁尔的转型
才算结束。而铁西的“东搬西建”，仅用了十多年
时间。老城区内诞生了沈阳第三大商圈——兴
华商圈，开发区内像沈鼓这样的老牌国企，企业
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
业关注铁西、投资铁西。截至 2017 年年底，铁西
吸引了 5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475 家外资企业
投资建厂。

在转型的道路上，在“东搬西建”的过程中，
铁西没有死守传统产业的窠臼，而是寻找与时
代同行的新兴产业。据铁西区政府相关负责人
介绍，铁西区未来五年内将加快培育发展服务
机器人、动力装备、智能制造、航空等高端装备
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大数据等新兴产业，
继续壮大汽车产业，统筹推进医药化工、现代建
筑产业发展，确保工业经济总量 4500 亿元，力
争达到 5000 亿元。

作为闻名全国的老工业基地，铁西给自己
提出了全新的发展目标：建设世界级制造业基
地。通过 5 年左右的时间，铁西将形成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发展一
批国际装备制造业市场不可或缺的产业，培育
一批位居世界前列的国际化大企业集团，建
设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懂经济、懂技术、懂管
理的优秀企业家队伍，打造一批产品配套率
高的基础产业集群和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
平台，基本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
造业基地。

可 以 预 见 ，未 来 的 铁 西 一 定 会 以 更 强 大
的姿态扮演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领跑者
的角色。

3月 27日，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与德国宝马集团合资合同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签订。合资期限为 15 年，项目总投资 4.5
亿欧元。合资项目计划于 2003 年第四季度
在沈阳开始投产。10月18日，由华晨汽车和
宝 马 集 团 合 资 在 中 国 生 产 的 第 一 款
BMW325i汽车投放市场。

10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
干意见》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加快调整改造，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
要任务，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
着眼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像当年建设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
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那样，齐心协
力，扎实推进，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
经过一段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将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
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
新型产业基地，使之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
重要增长区域。

10月12日，中国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秦
沈铁路正式投入运营。该专线由河北省秦
皇岛市至辽宁省沈阳市，全长 404.64 公里。
1999年8月16日开工建设，2003年6月建成，
总投资157亿元。该专线是一条以客运为主
的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200公里（预留
时速250公里）。

10月 15日，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葫
芦岛市绥中县人）乘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

12 月 30 日，辽宁省民航机场移交地方
交接仪式在辽宁友谊宾馆举行。此次移交
辽宁省的机场包括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集团
公司、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丹东
机场和朝阳机场。新组建的辽宁机场管理
集团公司以桃仙机场为主体，整合了丹东
机场、朝阳机场及原隶属锦州市的锦州机
场。周水子机场下放大连市管理。

2003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