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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营口市博物馆馆长阎海告诉记
者，当年老街上的商号为了醒目，在
建筑设计和装修上不惜重金，用足
了功夫，特别是临街的一面。一路
走过去，几乎看不到传统的红楼与
灰瓦，代之以石质或者水泥质的高
大立柱和富于变化的各式雕花，被
称为“洋门脸”，其实也糅合了中国
文化的元素，是中西合璧的结晶。

从东口进入老街，第二座建筑
原为永和祥油坊旧址。这座建筑采
用条石基础，石质门框，举架高大，
通体用红砖砌筑，是营口在上个世
纪初开始大量使用红砖的实证。永
和祥女儿墙采用纺锤柱状装饰，窗
沿上下口以水泥造型，石质门框，门
脸上砌有红砖壁柱，建筑造型和装
饰上相对朴素，没有奢华和烦琐，反
倒显得干净利索，落落大方。

永和祥油坊旧址门口上方雕有
“永和祥”牌匾，大字两旁还保有“辛
酉夏”“华世奎”字样，这是清末著名
书法家、天津书法八大家之一华世
奎的手笔。

华世奎曾任清内阁阁丞，后隐
居天津，拒绝跟随溥仪投靠日本人，
其人品和民族气节为人所称道。华
世奎书法作品传世较多，但是留存
的书法匾额仅有两块，另一块就是

“天津劝业场”。
研究人员根据辽河老街的建筑

风格，对其进行了大体归类。
其一是巴洛克式建筑风格。辽

河老街上，表现特别突出的便是协
盛丰旧址。这座建筑一楼为中式方
窗，但有圆柱门洞，构成巴洛克式造
型；二层为西式圆弧窗，为哥特式的
花式窗棂，附有二楼中式月台，与西
洋建筑又不完全一样，代表着营口，
乃至东北早期引进西方建筑风格的
探索。

还有一种是折中主义建筑风
格。辽河老街港口广场南侧的兴茂
福旧址是其代表性建筑，整个建筑
由红砖砌筑，条石基础，石质门框，
二层砌有古希腊科林斯式立柱，造
型颇为洋气，同时楼顶还建有望楼，

可能当年用于监视和查看匪情。
还有一种被称为“同光体”风格

建筑。在辽河老街中部的路南，有
一座永惠兴旧址便属于这种类型，
檐头筑起高高的女儿墙，女儿墙顶
上做出窗户装饰，那些逼真的窗户
造型特别值得人们玩味，也有人称
其为“中国巴洛克”。

韩晓东告诉记者：“辽河老街的
建筑当年也是在传统的青砖灰瓦平
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个建筑本
身都传承着一个商号的奋斗故事，
有的还和营口的城市命运紧密地联
系在了一起。”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
者郭平摄）

西方建筑风格与本土结合的典范

韩晓东告诉记者，2006 年，作
为当地棚户区改造工程的一部分，
营口市计划将辽河老街整体拆迁。

当时老街的拆迁有一定现实原
因，主要是老街已经破败不堪，那些
经历百余年风雨的老建筑已经拆去
了门窗，建筑物里面的设施也在拆
除当中。

韩晓东购买了数码相机，花了
大量时间到老街调查，拍摄了大量
的资料图片，此后抓紧时间完成了

《关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营口西大街
的建议》，并用“请阅件”的形式，由
营口市社科联提交给营口市委、市
政府。

在这份“请阅件”中，韩晓东用
了 5000 多字，从保护、开发和利用
辽河老街的重要意义，可行性和如
何实施3个方面倾尽心力表达了保
护西大街的想法。

在营口市博物馆，记者见到了
馆长阎海，他的文件筐里至今还收
藏着那份建议文件原件。这份建议
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21日。

但是，建议发出后，如同石沉大
海。

阎海回忆说：“将辽河老街保护
下来，还有一个历史机遇。”当时营
口市正在创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
请到国家旅游局的有关专家前来考
察论证。那位老专家现场发出感
叹：这里有东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
近代优秀建筑群，简直就是一座近
代建筑博物馆。

事情突然发生转机是在 2006
年6月。营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先后批示，要求做好对营口西大街的
历史文化和文物的保护工作。紧接
着，营口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
开发辽河大街西段等旅游资源的决
定》。

营口辽河老街立即由拆迁转向
保护、开发和利用，2008年，营口市
投入 2.45 亿元，按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对那里的历史建筑和整个街区进
行了改造，百年老街重新焕发出创
立年代便已拥有的商贸活力。

阎海说：“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我们调查了解到，当时营口西大街、
东大街上共有历史建筑 100 多座，
如果这些建筑都保护下来呢？”

抢救老建筑

有空逛逛营口辽河老街——

中西合璧建筑群这里保存相当好
本报记者 郭 平

辽河老街位于营口市辽河大街
西段，西起西大庙，东至平安路，紧
靠辽河南岸，全长 1.3公里，整个街
区占地面积20余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2.7万平方米，老街两侧保留下来
百余年历史的近代建筑31处。

华灯初上，多彩的灯光将老街
上的百年建筑轮廓勾勒得更为清
晰、醒目，高低错落、形态各异，与白
天的样貌相比又显出别样的风采：
店铺林立，相声、戏曲等传统艺术赢
来阵阵喝彩，手工艺人的绝活让人
啧啧称奇。街上游人来来往往，街
中的摊贩忙碌地展示各家的手艺。

考古调查表明，辽河老街一带
受海潮侵袭影响，文化层堆积普遍
较薄，多属清代以后遗存。此前，在
营口市修建滨河路时发现大量青花
瓷器，确认为明代民窑瓷器。这些
遗存反映了早在明代，这里便已经
是人们运送物资的港口。

清康熙年间，蒙古族巴尔虎人
在此放牧。巴尔虎人的窝棚连接成
片，远看就像军营一般，人们就称这
一带为“营子”。又因此地落潮时沟
壑干涸，涨潮时潮水淹没沟壑，营口
最初“没沟营”的名字由此而来。

描述这里港口景象的文字出现
在清道光年间。1933年的《营口县
志》中记有：“天后宫称西大庙，在埠
内西大街，于前清雍正四年（1726
年）创建正殿三楹……道光年间《重
修天后宫碑记》，此碑现已遗失，原
碑文中有‘舳舻云集，日以千计’之
语。”也就是说，那时每天在港口往
来的船只便有上千艘。

借助天然良港这一地理优势，
当地经济发展很快，涌入了大批外
来人口。据金毓黻等编撰的《奉天
通志》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盛京没沟营等海口有一千四百
五十名福建人”。

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嘉
庆三年（1798 年）《关税档案清单》
中记有“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
口，出入沙、鸟、卫船七百二十八只，
征税银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五钱
八分八厘……”反映了当时的港口
运输已经达到相当规模。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
被迫与英、法、美等列强签署了不平
等条约，将位于海城的牛庄辟作对
外通商口岸。当时，舰船顺辽河逆
流而上去牛庄，需先经过处于辽河

口的没沟营。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记载：咸

丰十一年（1861 年），“英国领事密
迪乐于四月十四日驶抵没沟营口”，
来时乘“斯福因库斯号”军舰，同行

“洋行六家、英商十数人……当即同
赴牛庄看”，“（密迪乐）因见（牛庄）
铺商较少距没沟营口亦远，不愿在
彼设立领事官衙署，遂在没沟营东
街外三义庙暂作领事官寓所”。

营口市档案史志管理中心主任
韩晓东说：“当时英国领事要修改通
商口岸地点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密迪乐请求英国政府利用强权对清
政府反复施压，使清政府妥协。就
这样，把地点由牛庄改为没沟营。
这次改变地点也是后来很多地图甚
至记述中，对于营口和牛庄二者关
系混乱的重要原因。”

“营口”是早期清政府官文中所
称“没沟营口岸”的简称。营口开港
后，先后有11个国家在此设立了总
领事馆，中外客商蜂拥而至，老街在
原有基础上迅速引入国际元素，商
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度成为近
代东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和金
融中心。

因港而兴的东北最早开放口岸

作为古城的辽阳在历史上一直文
风较盛。《奉天通志》记载：“辽阳州儒
学有辽左书院、习武书院”。这也就是
说，明代的辽阳有一座辽左书院、一座
习武书院，这两座书院在当时规模宏
大、文武并茂，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书院“皆废”。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辽阳开始
设立学宫，这时有了州学，修复了文庙，
但并没有恢复明朝时期的书院。到了
雍正时期，辽阳开始设立义学。

《辽阳县志》记载，清道光十五年
（1835 年），章朝敕来到辽阳任知州，
他感到辽阳“地近陪都（沈阳）尤为重
要”。他又看到辽阳义学破旧，于是开
始四处集资对义学的校舍进行修葺。
与此同时，章朝敕拟计划将辽阳义学
改为襄平书院。这是襄平书院动议之
始。但谁也没有想到，襄平书院的开
立此后一波三折，历经坎坷。

章朝敕有此动议之时，清王朝已深
陷内外交困之中，而对地方来说，各项
经费更是捉襟见肘。《辽阳县志》记载，
当时辽阳作为基础教育的义学有一部
分学田，办学费用有一定保障，但如果
转为中等教育的书院，则需要增加多项
开支，仅靠义学现有经费无法保障，于
是，改为“襄平书院”一事搁置下来。

35 年 后 ，即 清 光 绪 元 年（1875
年），辽阳知州与一些名流筹集捐款，
再次动议筹建襄平书院。然而，不知
何故，筹集的款项并没有开立书院，而
是对义学学舍进行了大修。

两年后，辽阳一位代理知州继续
积极倡导，捐资赞助书院建设，想法还
未实现，此人又调离到其他地方任职，
就这样书院建设又停滞下来。

清光绪十年（1884年），章樾任辽
阳知州，此人热衷学务，重拾改建书院
的想法。看到办院经费短缺，章樾自
行捐薪赞助，并积极倡议募捐。看到
义学地势较为低洼，庭院窄小，不利于
书院改建，在募捐同时，章樾筹划另外
开辟一处新址来扩充校园，建设书院，
这是襄平书院正式开立书院的开端。
然而，正准备进一步推进时，章樾被调
往他处任职。

章樾的继任者张锡蕃见书院筹备
工作已经启动，他生怕中止，除了马上
拿出自己的薪俸资助书院建设外，又积
极向士绅富商劝捐。与此同时，张锡蕃
与众人商议，动用从前所募的钱款，在
城内大东门里刚家胡同购置园地一块，
准备新建一座规模宏伟、院庭宽敞、屋
宇明亮的襄平书院。

然而，就在书院眉目渐明时，张锡
蕃又调任他处，不过书院建设并未中
止。光绪十二年（1886年），新任的辽
阳知州徐芙卿同样重视书院建设，当
时的士绅一致呼吁要为书院购置学
田，徐芙卿亲理此事，使得书院办学资
金有了保障。

4年后，也就是1890年，襄平书院
工程竣工，正式启馆授课。从1835年
有此动议到1890年正式开课，襄平书
院用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才最终建成。

道光年间立项，光绪年间建成

迈过书院正门高高的木质门槛，
即融入了满院的清幽与雅静。一地陈
旧青砖，几棵繁茂大树，左右两侧传统
厢房环抱围合，房檐下几只高悬的灯
笼，灰色、绿色和暗红色几种简单颜色
将整个院落填充得雅韵十足。

迈过第二道门槛，正房内，匾额高
挂，上面写着“公勤毅”3 个烫金大
字。书法苍劲有力、浑厚大气。

书院虽历经百年，至今仍在发挥着
教育作用。辽阳市四高后勤部门负责
人孟凡辉对整个校舍利用情况了如指
掌。他说，目前书院是学生“第二课堂”
的主要活动场所，绘画、国学诵读等拓
展课程都在书院的教室内进行，书院有
时候也举行画展、歌唱比赛等活动。百
年书院作为学校的一部分，且至今仍在
发挥教育作用的，省内较为少见。

“襄平书院”其实是旧名，这四个
字随着时间演进多次变化。清光绪
年间正式开立后，运营仅 10 年的襄
平书院随着义和团兴起、政局动乱、
资金不足而宣告停止。两年后，也就
是 1902 年，“襄平书院”更名为“襄平
学堂”。

此后的襄平书院开始了频繁的名
称变更与归属权变化。从辽阳州师范
学堂、襄平公学校、辽阳师范学校、辽
阳县立师范学校、辽阳县立中学校，到
之后的奉天省辽阳第二国民高等学
校、辽阳联合中学，再到新中国成立之
后的辽阳市第一中学、辽阳市中学、辽
阳麻纺织厂东风中学、辽阳市第二高
级中学，直至现在的辽阳市第四高级
中学，襄平书院一直矗立原处，目送着
时代更迭，学子聚散。

书院至今仍被作为教育场所

130年历史的襄平书院
光建设就用了55年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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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名称
营口辽河老街
时间
1861年
位置
营口市西市区，西起西
大庙，东至平安路，位于
辽河南岸，全长1.3公里
面积
街区建筑面积 2.7 万平
方米，占地面积 20余万
平方米

每当华灯初上，在营口市区西侧的辽河南岸，有一条格外明亮的路，多彩的灯光将
富于变幻的百年老建筑群尽情地勾勒在天际线边，成为人们徜徉其中、流连忘返的好
去处。这里便是辽河老街，是目前东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近代优秀建筑群。

核心
提示

1900 年，风云激荡，清王朝已陷
入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襄平书院资
金严重不足，无奈之下，襄平书院在送
走最后一名学生后，不得不关上书院
大门，书院仅维持了 10 年。1902 年，
襄平书院改为“襄平学堂”。

辽阳市第四高中特意在襄平书院
内选择一间校舍改建为书院小型博物
馆。在一块竖立的玻璃板上，以“学校
校名变迁一览表”为名，清晰罗列自
1835年至今的校名变化。在长达185
年的时间跨度中，襄平书院更名达20
多次。其中，1905年至1938年之间的

“辽阳东师范”较为有名。
“辽阳东师范”只是辽阳当地人的

俗称。清末，辽阳知州在奏请奉天将
军批准后，借用襄平书院的旧址，于
1905年创立了辽阳官立师范学堂，因
为当时所辖的男师范学堂在东侧，所
以，当地人就习惯把这座学校称之为

“东师范”。虽然此后这一学校多次变
更校名，但辽阳当地人仍称呼其为“东
师范”。资料记载，从 1905 年成立到
1938年，“东师范”毕业生约有3600人。

对于书院这样一种教育形式，沈阳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会长、知名文化学

者初国卿介绍说，书院起兴于唐、盛于
宋、亡于清。从诞生到结束的1000多
年里，书院的形式不断变化与完善，其
内容也不断丰富与填充。比如，北宋初
年的书院，就因为面临官学在政权更迭
中被摧毁而承担起了主要教育重任。
到了清朝末年，随着清廷将书院改为学
堂，书院这样一种延续了千余年的形式
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具体到辽宁，明代在辽东除了卫
学、社学之外，曾大兴书院之风。据《奉
天通志》记载，当时除了沈阳卫的蒲阳
书院，还有辽阳的正学书院、习武书院；
北镇的河西书院、崇文书院；锦州的辽
右书院等。“书院的一些制度设计对今
天的教育仍有借鉴作用。”初国卿说。

“东师范”毕业生达3600人

襄平书院正房。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夜色下的辽河老街。 张铁军 摄

百年老建筑泰顺祥旧址。

由清末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的匾额。

灰色砖瓦，暗红色木质窗棂，书韵隐藏在雕梁画栋之中。
在辽阳市第四高中院内，一座二进四合院的古朴院落位于校
园一隅。这就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襄平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