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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曦 成俊峰

【老街名片】

衡阳市原建湘柴油机厂历史文化街区，位于

珠晖区苗圃街道，占地 50 万平方米，包含原建湘

柴油机厂旧址和家属区。街区共有 269 处不可移

动文物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留存了大量苏

式风格建筑，保存了 2 条完整的上世纪 80 年代国

内最先进的柴油机生产线和一批生产设备、产品，

是衡阳制造业辉煌历史的缩影。

【老街行走】

衡阳是全国 26 个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门类

齐全，工厂林立。走在这座城市，可以看到一大批

由时代标志性工业企业命名的片区，原建湘柴油

机厂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其中之一。

建湘柴油机厂建于 1950 年，毗邻衡阳火车站

和 107 国道，交通便利，地段繁华，曾是“衡阳工业

骄子”。

70 余年悠悠岁月，这条老街见证了建湘柴油

机厂的稚嫩、青葱、辉煌、破产。老街依旧，在岁月

沉淀中，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存留有 269处文物，《奔腾年代》
等曾在厂区取景拍摄

如果您看过《奔腾年代》《百炼成钢》等热播年

代剧，那一定对原建湘柴油机厂的一些场景有印

象，这些热播剧曾在厂区取景拍摄。

泥灰色的平顶大门，两个门洞对称开着，中间

墙上书写着励志口号，门楣上面是繁体字标语“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一下就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再往里走，是笔直宽敞的厂区大道，隔着绿化

带可以看到两侧高大的砖墙建筑厂房：瓦房顶，高

大的合页铁门，老式木制玻璃窗。

厂区内外，这样建筑风格的房子很多。一幢幢

并肩相连，放眼看去，蓝天、绿树、灰瓦、红墙，带着

苏式风格，呈现一种异域风情。

“这是国内兴建较早、结构独特、保存完好的

苏式砖木建筑群。”衡阳五强动力有限公司（原建

湘柴油机厂政策性破产后托管企业）负责人邹开

利告诉记者，街区共有 269 处不可移动文物被列

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文物，厂区和周边家属区的道路旁，每隔

三五米就有一棵一人环抱粗的樟树，不少挂着“50

年古树”的牌子。

“这些树陪伴了几代人成长，我父亲每天走这

条林荫大道，后来我在外求学回来，到厂里做钳

工，也每天走这条路。”原建湘柴油机厂职工黄盛

清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到厂里上班的场景，他边走

边介绍：这里曾经是食堂，那是电影院，那是篮球

场……

透过他的讲述，记者仿佛看到了当时街区人

潮涌动、热闹欢快的场面。

“职工 4200 多人，加上家属足有万余人。”回

忆过去，黄盛清脸上带着笑意。

“学技术到建湘”，柴油机点燃
“奔腾年代”

走在厂区大道和新建的建湘厂史馆内，随处

可见展陈的柴油机生产设备，一个个块头很大，不

少需要抬头仰视。

这些设备与展陈物品，见证了建湘曾经创造

的一个又一个“第一”。

“建湘是衡阳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最开始

它是给铁路生产配套零件的。1951 年，当时的企业

股东之一张曰琳机缘巧合捡到一台煤气机，他就

组织几个技术工人拆解，通过绘制图纸、临摹仿

制，做出了建湘厂第一台煤气机。有了这次经验，

他们又大胆创新，1954 年自主研制了一台柴油机，

这在当时填补了省内空白。”衡阳五强动力有限公

司负责人邹开利指着一摞绘有零部件尺寸的图

纸，娓娓道来。

此后，建湘柴油机厂的名气一炮打响。“单缸、

双缸、三缸、四缸，缸数越多动力越强，技术难度越

大。”邹开利指着地上依次排开的展陈产品介绍，

上世纪 80 年代末，建湘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中

小缸径多缸柴油机生产基地和衡阳机械行业龙头

企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欧美及东南亚。

“那时候业内有句话，学技术到建湘。”邹开利

说。

展柜里的一张名为《衡阳新闻》的泛黄报纸，

佐证了他的话。在报纸头版头条位置，大标题赫然

写着：衡阳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建湘机械

厂。

正如影视作品《奔腾年代》里讲述的故事一

样，建湘人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进行技术革

新，开创了属于他们的内燃机“奔腾年代”。

资料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建湘有自动化、半

自动化流水生产作业线 15 条，开展技术革新 2618

项，还研制相关设备 75 台，为国家创效和节约资

金达 168 万元。

不卖一寸土地，让工匠情怀在
这片土地延续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受市场冲击，建湘生产

经营跌入低谷。为走出困境，工厂在改革经营管理

模式上做了许多探索。

“当时有两种声音，一个是直接把土地和设备

转卖变现搞房地产，一个是延续这片土地上的工

业脉络保持产业存续。显然，第一种解决方案简

单，见效也快。但如果一卖了之，建湘几十年的历

史就成为单薄的几行文字介绍，很快就会被大众

遗忘。”邹开利介绍，2006 年原建湘柴油机厂政策

性破产以来，企业顶住压力，不卖一寸土地，逐渐

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既搞工业又搞文化，要让工匠情怀在这里延

续下去。”邹开利说。老旧厂房，依旧热闹。原本斑

驳的墙砖、两侧的行车架、房顶的天窗都保留着，

只有地面做了硬化，方便设备进出与作业。

“这些厂房现在不单是工业遗址，还是一个大

型的‘孵化器’，不少大厂下岗的工人带着技术来

这里创业。”邹开利说，他们将老厂房打造成湖南

省第一批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吸引 42 家企

业 700 余人在此创业、就业。

有一处厂房是个例外，这里没有企业进场，只

有一群工人在施工。“这里即将建成一个工业文化

研学基地，尽量保持原汁原味。比如这个隔断墙用

的铁料，就是当时冲床用后的边角废料。”邹开利

说，如果说做创业基地是为了延续工业脉络，传承

工业基因，搞研学就是为了让建湘故事、建湘精神

走得更远。

记者踏入未完工的场馆看到，脚下还混杂着

当时铸造车间存留下来的模具细沙，原本白色的

沙子混着机油和灰尘，已成黑色，2 条柴油机机体

和缸盖加工线完整保存。

“这边将设计成车间办公室、钳工班、职工之家

等场景展示区，还会请当年厂里的职工来‘坐班’。

我们还设计了十几门课程，可以让中小学、高职院

校的学生来这里体验，预计今年 5 月中旬完工。”

提起工业研学规划，邹开利侃侃而谈。

在他的描述中，建湘老街有了更多新的意义

与生机。作为老工业基地衡阳的一颗“遗珠”，老街

经历了辉煌与没落，也正以全新的面貌，在蕴含着

建湘精神的土壤里萌芽、重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袁春华 林振林

“这根梁柱，圆圆的柱子中嵌进了一块

四四方方的石头，蕴含坚持原则、有方有圆、

堂堂正正处事经商的要义。”5 月 9 日，在洪

江古商城一甲巷的“徐复隆”商行，导游指着

一根特殊的梁柱介绍“外圆内方”警示柱蕴

涵的道理。

“‘徐复隆’商行外圆内方的警示柱可谓

家喻户晓。而鲜为人知的是，‘徐复隆’商行还

曾走出过郑氏父子等洪油界知名人物。”导游

告诉记者，郑氏父子即是洪江著名四大家油

号“复兴昌”油号奠基人郑瓞生和其子郑惠

群，父子俩早年均在“徐复隆”商行任要职。

携子创业，经营有方

江西省新干县三湖乡人郑瓞生，自幼聪明

过人，10余岁应试科场，便中得清末“秀才”。后

弃学从商，先在本乡“吉盛和”钱庄帮工。

后来，他自感三湖乡乃一小镇，无法遂

其志。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洪江“徐复隆”油

号当一名“信房”先生。从此，郑瓞生的才华

得以展露，深得“徐复隆”管事徐东甫赏识。

徐东甫后与东家分手，开设“徐荣昌”油

号。此时郑瓞生也离开“徐复隆”，被“徐荣

昌”油号聘为镇江庄管事。

郑瓞生携子郑惠群在身边，从此，父兼

师、儿为徒，言传身教，为郑惠群日后兴家创

业打下坚实基础。

因镇江庄为肥缺，父子俩收入颇高。后来，

徐东甫指派其外甥赴镇江庄充当郑瓞生的副

手，表面看是为郑分劳，实则下一步是以外甥

代之。郑瓞生明白其义，趁机与“徐荣昌”分手。

1935 年，郑瓞生与挚友邓益华、邓靖初

等在洪江开设了“新昌”油号。开业刚两年，

遇上抗战全面爆发，油运受阻。同时，驻洪江

国民党湖南省第四区保安司令谭自侯制造

“八大油号冤案”，“新昌”油号受牵连，只得

停业分伙，邓益华也因此退股。

虽遭受重大挫折，但郑瓞生不气馁，指

派专人护油、守房，择时重振旗鼓。他将手边

的全部流动资金集中于贵阳。因抗战期间纱

布需求大，他便在贵阳经营纱布生意，创立

“复兴昌”布店。

郑瓞生内倚儿子郑惠群，外则广交工商

巨子、金融权贵以及摊贩顾客，热情迎送，殷

殷相待。当时，人们都夸郑瓞生是“贵阳工商

界的交际公”。由于交谊之广，郑府筵席频

频，宾朋济济。

郑瓞生不惜花钱、花精力广结交谊，其

目的在于借机获得灵通信息，求得金融权贵

给予低息贷款。

为了缩短进货、销售周期，郑瓞生采取

抛售期货的办法，货给买主，先取部分货款，

谓之“前搭后”，如此循环往复，以招买主，以

畅销路。

郑氏父子经营有方，换来年年盈利。就

在父子俩企盼抗战胜利准备重整旗鼓、在洪

油上东山再起时，郑瓞生却因患“十二指肠

溃疡”不治，于 1945 年 4 月逝世。

子承父志，用人不疑

郑惠群接过父亲手中的帅旗，把“复兴

昌”布店的业务抓得有条不紊，保住了洪江

原“新昌”榨坊、存库洪油，且在洪江购买办

公楼，新建油榨坊等。

1946年春，郑惠群在洪江创办“复兴昌”油

号。继承其父“必登油号大户行列，不达目的决

不堕志”的遗愿，扬其父经营决策之长，重视人

才的作用，“复兴昌”迅速登上辉煌之巅。

郑惠群用人不疑，尽其所长，并施以实

惠，感以知遇，不吝分沾，不妒分肥。

他看中了曾在洪油业长期供职的聂姓、

吴姓两人，为了罗致用之，便聘任他们到“复

兴昌”任要职，并特许两人以积蓄经营小伙。

所谓“小伙”，就是雇员利用东家的人力物

力，在东家大业之中立小业，以自己的本金求

利，不缴费用开支，只计入而不计出。此事惟

“复兴昌”有之，同业其他油号没有此例。

于 是 ，聂 、吴 心 情 舒 畅 ，效 力 有 加 。自

1946 年至 1949 年间，聂、吴二人为“复兴昌”

精打细算，并勇挑重担，兼任验油、配料的

“签子客”，省却了油号油品检测的专职人员

“签子客”。“复兴昌”所产洪油从未因不设专

职保质要员而出过质量问题。

镇江庄是油号售出洪油、买回适销商品

的要津所在。郑惠群以优于同业同职的优厚

待遇，聘请自己的挚友习逸鏖为镇江庄管

事，并授权习起用其妹夫为副手，让他俩放

手行事，习逸鏖遂对东家鞠躬尽瘁效力。

“复兴昌”油号开张时，有两个抗战时期

进店的刘姓、张姓老店员。郑惠群见刘长于

写算、张善言谈交际，便任刘管贵阳总号信

账，任张管购销。由于身边这两人用之得当，

收到了言听计从、得心应手的理想效果。

运筹帷幄，择利图之

1950年至 1951年全盛时期，“复兴昌”油

号、布号，按人民币与银元比价折算，共拥有资

本 50 万元银元以上。与起家时的“新昌”油号

2.4万银元相比，增加了20多倍。当年退股的邓

益华称赞道：“‘少帅’比‘老帅’更精明。”

郑惠群赢在掌握信息、观测商业动态、

把握商机等方面，他看准了什么生意有利可

图，择其利厚者而图之，便马上调拨资金、人

力全力以赴。

1950年、1951年，郑惠群曾调拨大量资金

做桐油生意。有人见其洪油有所减产，讥笑他

不务正业。其实，郑惠群准确把握了商机，因为

当时桐油上市量大，价格合算，交通条件好，生

意运程结束快，脱手快，资金周转快，洪油则运

程长，产销周期长，因此资金周转慢。如果紧抓

洪油不放，无异于捉了小鱼丢了大鱼。

郑惠群在商场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料事亦准。他常年坐镇贵阳，对产、销区市场

讯息及业务开展进度，规定洪江号上及各分

庄要定期书面汇报，急要者以电报、电话代

替信件，因此得以事事了如指掌，成竹在胸。

由于郑惠群运筹帷幄，才有了“复兴昌”

的勃勃生机，长盛不衰，从“复兴昌”油号创

立至 1954 年，一直是同业中的佼佼者，成为

洪江洪油业“四大家”油号之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小雷 王文

进入 5 月，正值建设工程施工“黄金期”。湘一

史家坡小学改扩建工地现场，建筑工人挥汗如雨，

干得热火朝天。这里是长沙市开福区重点项目，湖

南高岭建设集团正快马加鞭推进建设。企业青年

突击队员在岗奋战，开足马力，确保 9 月 1 日顺利

开学。

在湖南高岭建设集团，青年突击队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72 小时援建长沙“小汤山”，铲雪除冰保

三汊矶大桥畅通，创建“支部建在项目上”标杆工

地……

攻坚克难在一线，青春力量是主角

发挥主力军和先锋队作用，高岭青年在“急难

险重”工作中挑大梁担重任。作为一家始创于 1962

年的湖南“老字号”建筑企业，长期以来，湖南高岭

建设集团在高质量发展中，青年员工发挥了重要

作用。2019 年，团中央授予该公司计划经营部“全

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2020 年 1 月 26 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湖南高岭建设集团接到紧急建设任务——3

天内完成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一

医院北院）改建，建设长沙“小汤山”。

高岭集团团委主动请缨，迅速组建多支青年

突击队，200 余名青年工人响应号召从各地奔赴施

工现场。3 天时间，1.4 万平方米的长沙“小汤山”医

院改建项目如期保质完工交付。

2020 年 11 月 30 日，湖南省抗疫表彰大会召

开，高岭集团成为唯一获得“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

民营建筑企业。

党建引领带团建，青春涌动在主场

2020 年以来，高岭集团开展“党建铸魂、先锋

筑功”行动，把青年员工特别是入党积极分子、党

员发展对象放到项目一线磨练。同时，组织青年精

英班培训，结合“百日会战”等重大任务，充分激发

青年人潜力，有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在高岭集团史家坡学校项目部，工地一线建

起了临时党支部、团支部。项目部将党建工作、团

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结合，从人员安排到后勤管

理，从工作流程到工程质量要求，高岭青年充分发

挥带头示范作用。该项目被评为湖南省建筑行业

党建进工地标杆。

通过“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团建”，高岭项目

建设涌动着青春的热潮。目前，9 年一贯制的湘一

史家坡学校项目施工处于扫尾阶段，预计 5 月底

竣工交付、下学期顺利开学，切实缓解片区就学

难。

科技攻关勇创新，青春创造是主体

作为湖南第一家国家特级资质民营建筑企

业，高岭集团年产值突破 100 亿元，8 个项目获“鲁

班奖”，创省优质工程、芙蓉奖 100 余项。长期以

来，该集团与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在多个重点项

目开展“产学研”合作，校企携手，助力人才培养。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今年 4 月 23

日，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设计院成立。集团董事长胡

锷介绍，通过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引进，集团目前拥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4000 余人。其中，具有高、中

级职称人员 1358 人，博士、硕士 60 余人，国家注册

建造师 300 多人。

5 月 7 日，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市民包

宁来到县人民医院复诊，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医师于洋涛与湖南援疆医生仔细复查了他

术后恢复情况。

包宁对鄯善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特

别是湖南援疆医疗专家十分感激：“半年多

前，我心脏反复停跳 70 多分钟，医生把我从

死亡线上救回来，真正的医学奇迹就发生在

我身上。”

2021 年 10 月 24 日晚 11 时，包宁吃完夜

宵回到家中，突然感到胸口发闷，疼痛难受。

在症状持续 3 个小时并愈发严重后，包宁没

有惊醒家人，独自前往县人民医院就诊。“25

日凌晨 3 时，刚安排他进入病房，还没开始

询问病史，他就神志不清了，检查后发现已

经心脏骤停了。”心血管内科值班医生回忆

起凌晨接诊时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这是 ICU 近几年收到的情况最危急

的患者。”重症医学科主任何剑根据患者各

项生命体征数值进行会诊，每一项都是致

命的。

除 了 短 暂 的 间 断 性 心 跳 恢 复 ，包 宁 的

心脏反复停跳。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心肺复

苏，实施多次电击除颤，71 分钟后他终于恢

复了心跳。

然而，包宁仍在一步一步向死亡线滑去。

鉴于病情复杂、充满变数，医院迅速启动危重

患者抢救预案，多次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重

症医学科、心内科、消化内科、血液净化病区、

放射科、检验科共同努力，与死神赛跑。

患者心脏长时间骤停，导致多脏器出现

衰竭情况，使用“人工小心脏”“人工肝”“人

工肾”，为受损脏器辅助代谢。当时，患者感

染超级耐药细菌鲍曼不动杆菌，对几乎所有

抗生素耐药免疫。医院没有相应药物，便派

人火速赶往乌鲁木齐取药。

11 月 20 日，昏迷 25 天后，暴瘦 20 多公

斤的包宁终于意识清醒，脑功能及身体各项

指标逐步恢复。

湖南衡阳市“组团式”援疆医疗团队进

驻鄯善县人民医院以来，与该院同仁一起组

织开展“组团式医疗定制套餐”——多学科

综 合 治 疗 (MDT)研 讨 会 。经 过 近 两 个 月 打

磨，这项技术在包宁的救治过程中得到极大

发挥，为该院外科技术水平打开了新局面，

完成了又一个挽救生命的医学奇迹。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供稿 湖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孟姣燕整理）

衡阳建湘老街：

“奔腾年代”70载完好如初
快时代·慢时光快时代·慢时光
——走进三湘历史文化街区

街区游玩打卡地推荐

1.网红打卡地：建湘工业艺术馆

2.回忆上世纪80年代：原建湘家属片区、

鲤鱼池公园

3. 影视剧取景地：原建湘车间、厂区大

门、厂区大道等

小贴士

“老字号”建筑湘企青春勃发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侧记

新湖南 新旅游·洪商故事

“少帅”旗下多忠臣良将

心脏反复停跳71分钟……

4月 19日，俯瞰建湘老街街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俊峰 摄

洪江古商城景区景点“徐复隆”商行。

通讯员 摄

红石榴援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