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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博物馆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
卫工北街14号

东北第一家工业类博物馆

鞍钢博物馆

选址于鞍钢集团炼铁总厂
原二烧车间厂房

鞍山钢铁厂入选首批国家工业遗产

海州露天矿
国家矿山公园

位于阜新市太平区

全国首批建设的
国家矿山公园之一

铁西曾被誉为“东方鲁尔”

如今的沈阳市铁西区高楼林立，但工
业历史犹存。行走在其中，无论是街道的
命名还是广场楼宇的标识都显示出浓厚的
工业色彩。

走进位于铁西区卫工北街 14 号的中
国工业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气
势恢宏的青铜浮雕，倾泻而下的钢水旁，炼
钢工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浮雕长22米，
高 11.5 米，重 50 吨，主题取材于新中国第
一炉钢水出炉时的场景，是目前我国最大
的工业题材青铜雕塑。

采访当天记者遇到来这里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苏家屯区民主街道南舍宅社区的
党员，在社区党委书记李彤的带领下，53
名党员在序厅青铜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

李彤说，社区很多党员是退休工人，他
们对工业遗址特别感兴趣，通过这次参观
更深切地体会到铁西的工业力量。

中国工业博物馆通史馆有400多件展
品，“走向工业化”5 个字概括了通史馆的
主要内容。通史馆内陈列的一枚直径2米
的仿制国徽吸引了参观者，它用特殊金属材
料铸成，与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
一样大。

“站在这里的每一个沈阳人都会感到
骄傲和自豪。”中国工业博物馆讲解员王雪
说，新中国刚成立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
是木质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后更名为沈
阳机床厂）接到铸造金属国徽的任务，全厂
工人既激动又倍感压力。

王雪说，当时技术条件非常有限，从第
一道工序模具制作到最后的浇铸，难度非
常大。尤其是麦穗饱满的国徽需要十分精
密的模具，另外国徽的材质也非常特殊，是
铜铝合金材质的，这两种金属的熔点不一
样，浇铸的火候不好掌握。沈阳第一机器
厂工人焦百顺带着工人们刻苦钻研，最后
凭着精湛的技艺成功铸造出了国徽。

1951 年 5 月 1 日，沈阳铸造的这枚金
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沈阳铁西被称为“东方鲁尔”“机床之乡”
等，它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了中国
工业的发展与变迁，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台
1.2万吨水压机、第一个铸造用机械手、第一台
万能钻床、第一台八轴立式机床……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 30 米高的展厅里
面 行 走 ，人 显 得 很 渺
小。中国工业博物馆
讲解部部长王鹤霏说，
这是由沈阳铸造厂的

大型厂房改造而成的，它是沈阳乃至东北第
一家工业类博物馆，保留了完整的沈阳铸造
厂车间，被评为国家重点工业文化遗产。

当年，这里销往全国的铸件累计达100
余万吨。2007年，沈阳铸造厂整体搬迁，留
下了服役半个多世纪的厂房和设备。在此
基础上建起了中国工业博物馆。馆藏 1.5
万件，留存了百年工业记忆，同时为工业遗
存再利用提供了可行性样本。

万余件文物讲鞍钢辉煌

鞍钢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经
历并记录了新中国钢铁工业起步、发展、振
兴的奋斗历程。经过70年的沧桑巨变，鞍
钢完整保存了钢铁工业遗迹。

记者在鞍钢博物馆采访时，鞍山水文
局正组织新员工来参观，领队苏浩告诉记
者，鞍钢英模辈出，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对职场新人是一种激励。

鞍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钢铁工
业基地，“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一座工
业遗产，这是始建于1953年的鞍钢炼铁总
厂第二烧结车间的主厂房，鞍钢博物馆就
是以该厂房和始建于 1917 年的炼铁一号
高炉为基础改造而成的。”鞍钢博物馆讲解
员宋鸽说。

鞍钢博物馆共收藏珍贵历史照片
3000 多幅、文物展品 1578 件，收藏实物 1
万多件，真实还原了鞍钢的发展历程。

鞍钢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大型
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
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共和国
钢铁工业的长子”。宋鸽说，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十余年间，全国50%的钢铁产自鞍钢。

展厅中一根高 1.7 米左右的木桩罩
在玻璃罩中，旁边放着实时监测温度和
湿度的温湿度仪。这是 1917 年老一号高
炉奠基时用的木桩，2005 年老一号高炉
熄火停炉后，拆除时出土了这根木桩。
建博物馆时，老一号高炉也被搬迁到馆
里，形成了独特的工业遗存景观，是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

鞍 钢 博 物 馆 文 化 传 播 部 靳 秋 瀛 家
里三代都是鞍钢人，大学毕业后她应聘
到 鞍 钢 集 团 工 作 。 2014 年 10 月，鞍钢

博物馆还没建成时靳
秋瀛就来到这里，“这
其中很多史料和文物
的布展是经过反复研
究 确 定 下 来 的 ，博 物
馆要尽可能反映出鞍

钢与鞍钢人的家国情怀和长子情怀，体
现钢铁工人拼搏奋斗的精神面貌。”靳
秋瀛说。

1949 年 4 月、6 月，鞍钢成功炼出了新
中国的第一炉钢水和铁水，当年7月9日鞍
钢举行了开工典礼，标志着鞍钢全流程恢
复生产。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鞍钢完成在全国影响至深的大型轧
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炼铁高炉“三大工
程”项目建设。

20世纪50年代起，鞍钢向全国各地钢
铁企业及冶金工业机关、科研设计单位、基
本建设单位，先后输送各类人才十余万人，
为发展我国钢铁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靳秋瀛说，她的爷爷当年是支援六盘水
钢铁厂建设的一员，每次讲到这段历史时她
都自豪地说：“我爷爷当年就曾去那里支援。”

2017年，鞍钢博物馆成为首批“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博物馆通过幻
影成像、球幕投影、数字沙盘、虚拟漫游、环
幕影院等高科技手段，让参观的中小学生体
验工业文化，学习鞍钢人钢铁般的意志。

海州露天矿成矿山公园

阜新市曾是一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
的资源型城市。现在，城中随处可见的工
业遗址、遗迹见证了那段历史。

半个世纪以来，海州人为中国煤炭事
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海州露天矿创造
了无数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见证了
中国煤炭工业百年发展历史，堪称中国现
代工业活化石。

2006年，海州露天矿被列为首批国家
矿山公园，成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
市转型试点的新亮点。

2008 年，王双园大学毕业后回到阜
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海州露天矿国家矿
山公园讲解员。回到这里是因为特殊的情
结，王双园说：“爷爷是第一代海州人，是开
发矿山的，父亲是第二代海州人，是建设矿
山的，我是第三代海州人，是要转型的。”

海州露天矿最早开采于1913年，经历
了 100 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是中国
现代工业发展的缩影。

1951年 1月 1日，海州矿工满怀激情，
带着重建家园的信念从祖国各地来到这
里，第一代矿工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
开发建设矿山。辽宁海州露天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郝明奎说，当时仅

用 2 年 11 个月就建成了
这座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一座大型机械化露天煤矿。
何世宁是海州露天矿第三代矿工。身

为海州矿工，何世宁感到很自豪。他的爷爷
何国柱是海州露天矿第一代矿工，后来曾
任煤矿总工程师，是全国劳模。爷爷的塑
像至今仍保留在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
园博物馆里。

2005年5月31日是所有海州人难以忘
怀的一天。这一天海州露天矿宣布闭坑，留
下了一个巨大的“矿坑”和“矸石山”。“矿坑”
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2公里、垂深350米、总
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矸石山”高120多
米、堆积量近10亿立方米。这个世界上最
大的人工废弃“矿坑”和人工形成的“矸石
山”，严重威胁着城市地质安全和生态环
境。自此，海州露天矿治理成为一件大
事。保护利用现代工业遗产、开发旅游
产品、促进矿区转型、实现矿工重新就地
就业……一系列工作全面展开。

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海州露天矿国家
矿山公园矗立在辽西大地，这是在海州露天
矿采矿遗址上建立的集旅游观光、商务休
闲、科普实践、传统教育、工业忆旧、探险体
验于一体的世界现代工业遗产旅游项目。

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包括世界工
业遗产核心区、蒸汽机车博物馆及观光线、
孙家湾国际矿山旅游区、国家矿山体育公园
四大板块，上百个景点。站在观景台前，俯
瞰绝对深度175米的露天矿坑，令人震撼。

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依
据地质煤层走向而建，外形酷似一本大
书。王双园说，里面的每一件藏品都是宝
贝，全部由海州矿工及其家属捐赠。

记者在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采
访时，正遇到阜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
教授邢玉花带着 52 名学员上现场教学
课。“在这里可以让学员们感受到阜新以
及海州露天矿在共和国建设中起到的重
要作用，通过回顾历史让大家更好地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邢玉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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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展品都是宝贝 每处遗存都是一部大书

共和国工业脊梁曾在此挺起
本报记者 张 颖

党史学习教育 特别策划

新中国第一炉钢水在这里喷涌而出，第一台机床在这里组装完成，第一枚国徽在这里浇铸成型，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这里起飞……无数
个“第一”在辽宁诞生，这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

辽宁是共和国工业长子，新中国工业摇篮，辽宁为全国工业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我们通过探访中国工业博物馆、鞍钢博物馆、海
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重温辽宁工业发展历程，探寻辽宁深入血脉的工业精神。

阜新市委党校副教授邢玉花在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现场教学。鞍钢博物馆讲解员宋鸽讲述老一号高炉搬迁到馆里的过程。

更多内容

扫码观看

文物故事

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博物
馆里一个世界上最大的 1000W 的
工业用扬声器是当之无愧的“镇馆
之宝”。这个大喇叭外口直径约1.2
米，据说当年是一对，一只放在“大
露天”的东帮，一只放在西帮，当时
所有生产作业的调度及重要通知都
靠这一对大喇叭。即便是无线电对
讲机这些高科技通信设备兴起后，
因坑下地形复杂信号不稳定等因
素，大喇叭还发挥着余热。

海州露天矿的老工人对这个大
喇叭感情深厚，直到2005年海州露
天矿闭坑停产时，这对大喇叭才被
拆下来，珍藏在博物馆中。

博物馆外是一块占地面积 3
万平方米的主题广场，集中展示了
海州露天矿生产期间穿孔爆破、采
装和运输 3 个关键环节中广泛应
用的电镐、潜孔钻机、蒸汽机车、电
机车、推土犁 5 种大型设备，它们
默默地伫立在广场中央，仿佛在述
说着海州的百年沧桑和这半个世
纪的辉煌故事。

世界最大“大喇叭”

1000W工业扬声器。

电镐。

3 月 26 日，本报党史学习教育特别
策划“红色百年”推出首期报道，到今天，
这组报道告一段落。近 4 个月的时间
里，共31个整版报道与大家见面。记者
以体验式、调研式采访，走进 40 余个辽
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巡礼辽宁红色
地标，讲述百年党史，深入挖掘党史教育
基地的学习教育成果。

辽宁重要组织及机构旧址、重要人物
活动地、重大事件遗址、烈士陵园、东北抗
联遗址、抗美援朝遗址、雷锋足迹、工业遗
存……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党史故事串联
起辽宁党史发展脉络。

辽宁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第一位
辽宁籍共产党员的纪念馆、中国共产党
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最高统一领导机构
所在地、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出
生地……我们挖掘历史细节，以感人故事
讲述百年党史。策划报道既有历史的厚
重感，又有现实的贴近感。

与此同时，“红色百年”策划还在新媒
体平台同步播发，实现全媒体传播效果。
短短时间仅《北国》新闻客户端阅读数达
10万+。党史教育基地系列海报、馆长“晒
晒我们馆”系列小视频等新媒体产品，清
晰勾勒出辽宁党史教育基地的红色线路
图，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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