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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鐵路沿線上的位置
橫道河子站

克制重建護文遺
百年古鎮神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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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供圖

哈工大助力 黑龍江橫道河子獲聯國文化遺產保護獎

2018 年 11 月 ， 因中東鐵路的修
建而興的國家歷史文化名鎮—
建而興的國家歷史文化名鎮
—黑
龍江省海林市橫道河子鎮榮獲
「2018 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
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榮譽獎」，
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榮譽獎
」，成為
成為
中國首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
可的近現代城鎮文化遺產保護成功
案例，
案例
， 亦成為首個以鐵路工業遺產
項目獲此殊榮的歷史城鎮。
項目獲此殊榮的歷史城鎮
。自 2010
年以來，
年以來
， 哈爾濱工業大學城市規劃
設計研究院用
設計研究院
用「 克制
克制」
」的規劃理念
的規劃理念，
，
對小鎮區位和功能作出了完美詮
釋 ， 使得小鎮的歷史工業景觀重現
昔日神采，
昔日神采
， 煥發新活力
煥發新活力。
。 隨着哈牡
高鐵線
高鐵
線（哈爾濱—牡丹江
哈爾濱—牡丹江）
）的貫通
的貫通，
，
這座百年小鎮再次走向
時代潮頭，
時代潮頭
，倩容以待
倩容以待。
。

機車庫如扇開 延續工業文明
1897 年，隨着中東鐵路（綏芬河-滿洲里段）的
修建，橫道河子鎮應運而生，比哈爾濱建市還早一
年。由於橫道河子站地理位置特殊，是九個二等站
之一，二十多個鐵路重要段、所駐地，因此保留了
大量中東鐵路時期的建築遺存，也是中東鐵路沿線
俄式建築遺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小鎮。
鎮內有沙俄時期遺留下來的俄式保護建築 104
處，其中，東正教聖母進堂教堂、機車庫、大白
樓、俄羅斯民居等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5 處，而最具
中東鐵路印記和代表性的當數機車庫。
橫道河子機車庫佔地面積 2,160 平方米，可同時
容納蒸汽機車頭 15 台。其形制完美詮釋着「建築
是凝固的音樂」這一俄羅斯建築理念——該建築平
面像一把打開的摺扇，庫房為扇面，鐵軌為扇骨，
15 個連續拱門連接起來構成了道道起伏的波浪；
簷下層層磚砌參差有序，鋸齒狀的排列具有極強的
韻律感；隨着「扇骨」延伸、交匯，有一處用於火

■ 扇形機車庫
扇形機車庫。
。 受訪者供圖

年至 1905 年建成的俄式風格建築。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亞太區域文化專員 Richard Engelhardt（理查德．恩格哈特）在第十九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頒獎典禮上說：「橫道河子鎮是規模巨大的
歷史城鎮修復類項目，屬於工業文化遺產，
尤其是如何保護鐵路沿線的建築遺產是非常
困難的。小鎮的規劃尊重了地方工業景觀遺
產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歷史保護與
現代需求之間的平衡。」

歷經風霜洗禮 仍然美得震撼

數字科技給力 規劃專業精準

■ 機車庫的形制詮釋「建築是凝固的音樂」的建築理
念，圖為機車庫後側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 機車庫舊貌
機車庫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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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響低開發 尊重自然環境

情迷俄風小鎮
畫家紛至取景

建築文化遺產信息的三維模型數據化採
從哈爾濱出發，乘坐高鐵一個半 受到遊客的青睞，近兩年小鎮年接
集、存儲與處理工作，推動文化遺產保護
小時就到達了這個依山勢隨河流東西 待遊客達25萬人次，並成為《林海雪
利用事業的發展及科學技術進步。
方向延伸的橫道河子鎮。蜿蜒細長的石 原》、《智取威虎山》3D、《戰火中的芭蕾》
另據趙志慶介紹，近年間哈爾濱工
板小路、黃白色相間的俄式房屋、鏤刻 等近百部影視作品的取景地，進一步提升
業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還開發製
精美的窗簷和牆圍，還有從細窄豎長形的 了小鎮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作了中東鐵路（黑龍江段）數據庫
同時，濃郁的俄風情調讓小鎮成為內地
窗戶裡透出來的瓷器小擺件、老舊的燭
展示平台，把沿線 1,504 棟建築的
台、墜着花邊的簾幔，每一眼都似油畫般 12 所美術院校的培訓基地，不少美院師生
坐 標 通 過 地 圖 文 本 WEB GIS 落
緩緩鋪展……伴隨着街頭隱約飄來的《喀 會前來創作寫生。鎮上的「油畫村」自
位，並集中收集整理了建築年
秋莎》、《紅莓花兒開》等俄羅斯經典老歌的 2013 年成立以來，至今共接待 5,000 餘名
代、級別、建築結構、遺產類型等
國內外油畫家和繪畫愛好者來此創作，並
動人旋律，使人彷彿漫步在異國村落間。
詳細信息，為未來中東鐵路黑龍江
據小鎮工作人員介紹，該鎮自上世紀九 舉辦了「首屆中俄國際油畫創作大賽」。
段保護和規劃提供數據參考。
未來，小鎮將建設油畫產業創業
十年代末確定了發展文化旅遊路線
園，延伸油畫產業鏈條，
以來，小鎮獨有的中東鐵路
將油畫村打造成為中
歷史文化、俄式風情文
國最具異域特色油
化、紅色抗聯文化、
畫創作基地、展
東北虎文化和綠
示中心和
色生態文化等
集 散
特色旅遊
■ 小鎮的異域風情吸引大
地。
資源逐
量油畫愛好者在此創作。
漸
在橫道河子機車庫後身，一座 下，王洛賓逐漸走上了音樂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獨棟的磚石結構房前，一把胡琴造 路，也正是這段經歷，奠定了他中
型的樂器雕塑安靜地佇立。門簷下 西結合、親切優美、生動流暢的音
「王洛賓紀念館」幾個燙金的大字總是 樂風格。
在王洛賓的紀念館裡，陳列着不少他
讓第一次來到小鎮上的人格外驚喜。
「八年來，小鎮的保護規劃是自上而下
王洛賓（1913—1996），名榮庭，字 在當地生活時用過的日用品；除此之
和自下而上的完美結合，這次獲獎更重要的也
洛賓，曾用名艾依尼丁，漢族人，生於 外，這裡還展出了這位「西部歌王」曾
在於強調保護規劃的全過程。」趙志慶說。
北京，中國民族音樂家，一生獻給了西 用過的樂器及大量的樂譜創作手稿。走進
「初到小鎮時，現狀基礎資料嚴重缺乏，甚至沒有
▲
部民歌的創作和傳播事業，有「西北民 紀念館，一段段經典旋律彷彿在耳畔響
做規劃設計必須具備的地形圖，國保單位也沒有建築測繪
起。一位16歲的少年，從這裡踏上了音
歌之父」、「西部歌王」之稱。
圖。在此情況下，我們只能爬上教堂屋頂進行歷史建築實物
1928 年，16 歲的王洛賓來到哈爾濱 樂之路。
測量，沒想到工作剛剛開始就被鎮民們給喊停了。」趙志慶
的姐姐家，經姐夫介紹在橫道河子車
回憶道，他們用非常生氣的語氣責問我們：「這是全國重點
站擔任信號員打小旗，並結識了沙
文保單位，如果造成傷害，你們負得起責任嗎？」這種對歷
蒙、賽克、金劍嘯等共產主義音
■ 王洛賓紀念館
史建築負責的保護意識令我們感到特別震驚又十分敬佩。
樂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工作
中展示這位音樂巨
讓趙教授至今仍然感動的是，當年為恢復歷史街區風貌需
之餘，王洛賓會跟賽克學吉
匠在小鎮生活的點滴。
要拆除很多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設施，如放置木柴的棚子、
他，並組建了人生中的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養雞養鴨的籠子等，甚至有百姓後來搭建的廚房和倉房。
一支樂隊。在俄僑音
吳千 攝
樂家的影響
「儘管拆除工作會給百姓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但他們依然
非常配合，全心全意為了小鎮能夠擁有更好的明天，這種
『捨』也是規劃項目能夠獲此殊榮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趙志慶表示，在規劃之初最首要的就
是數據採集，基於材料整合與研究來製作
規劃方案。因此，我們團隊用哈工大計算
機、測量學等學科交叉和人才優勢解決了
數據來源問題。
據趙志慶介紹，為了保證規劃與設計的
科學性，團隊給小鎮的每一棟歷史建築進
行了普查和編號，綜合運用計算機、空間
信息、數據庫等技術手段，通過無人機遙
測技術平台、SuperMap GIS和ArcGIS空
間信息分析平台以及 Local Space Server
數字化空間信息展示平台，實現大量歷史

吳千 黑龍江報道

橫道河子是座百年古鎮，有「花園城
鎮」之稱，鎮內至今仍有 256 棟 1901

車自由轉換方向的「轉車橋」，據說依靠人工拉動
即能旋轉，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由於蒸汽機被內燃
機取代，機車庫才停止使用。

「隨我一同前來考察的台灣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
教授、建築文化遺產保護領域著名學者傅朝卿曾
說：『這棟建築太棒了，機車庫的建築形制之精美
堪比哈爾濱索菲亞大教堂！』」趙志慶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機車庫同時代表着當時工業發展水平和
建築藝術的水準之高，是最好的近代工業文明的見
證，很難想像這個存放火車頭的倉庫，歷經一個多
世紀的風霜洗禮仍然美得令人震撼。
如今的機車庫已華麗轉身變成中東鐵路機車博物
館，讓人們在其中了解百年鐵路工業的發展歷程，
在傳承工業文化的同時，也作為一處重要物證，重
塑並延續着歷史工業城鎮的精神。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西部歌王
西部歌王」
」
王洛賓
自此啟程音樂路

「2010 年我們接這個項目時，全國正處
於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高峰期，當時的海林市
和橫道河子鎮領導卻拋開經濟發展等因素，
請我們大學研究機構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
幫助小鎮做規劃設計。」哈爾濱工業大學建
築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城市規劃設計研
究院院長趙志慶說。
「我們堅持『低影響低開發』的規劃理
念，把嚴守小鎮文化特色與自然生態保護作
為底線，充分尊重當地建築及其環境的歷史
韻味和功能特性。」趙志慶說，有別於城市
建設的大拆大建，我們堅持以「克制」的方
式開展規劃與設計。
「克制，應該是尊重自然環境、謙虛、低
調，建築高度得到嚴格控制，尤其在歷史街
區中。開發建設是有衝動的，建築的體量變
大就會破壞原本的歷史文化街區風貌。」趙
志慶表示，根據測算，嚴格控制小鎮保護範
圍內建築高度為 6 米，建設控制地帶建築高
度為 9 米，再到整個小鎮的其它區域建築高
度控制在12米以下，現在依然嚴格執行。

匯東西方文明 跟隨時代變遷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級景區，充滿樸素簡約的異域風情。
橫道河子俄羅斯小鎮風景區為國家 AAAA

居民重視文保 積極配合修復

規劃設計之初，趙志慶教授團隊幾經輾
轉，從位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找
到了橫道河子鎮原始手繪規劃建設圖紙。
「從圖紙上看，小鎮是完全按照歐洲「花園
城市」理論進行建造的，直至今天，聖母
進堂教堂依然是小鎮的制高點，教堂和機
車庫、火車站之間構建了整個城鎮的空
間邏輯、結構和秩序。同時，小鎮背山
面水（橫道河）又是中國傳統城鎮選址
的模式，這裡體現着東西方文化與智慧的
碰撞。」趙志慶說。
「小鎮佔據地理要塞位置，是中東鐵路東
段十分重要的車站，功能和鐵路管理的等級
比較高。先進的建築技術工藝方式，二等火
車站點的等級設置，功能配套的建築和市政
設施配備，使小鎮具有獨特的完整性和代表
性。」趙志慶說。
一個多世紀的時代變遷，歷史的更迭和
交通方式的改變在小鎮原始的空間肌理上
不斷做着加減法，適應新時代發展變化也
促使小鎮擁有無限美好的未來。100 年前
中東鐵路規劃建設為這裡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隨着高鐵時代的到來，小鎮將成為緊
密連接東北亞區域的重要節點，為海內外
遊客們提供魅力獨特的文創樂土及安寧愜
意的心靈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