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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已是国际城市彰显特色、

提升影响力的核心策略。伦敦泰特美术馆由发电厂改造而来，

跃升城市文化新地标；纽约高线公园源于废弃的货运高架铁

路，通过政府民间合力已成为公共空间的典范；德国鲁尔区

自 1990 年代以来持续推进工业转型和创意复兴，变身工业

遗产旅游最佳目的地。这些工业起步早、经济发展快的城市

纷纷跳出固有开发模式局限，积极看待工业遗产与城市更新

的关系 [1]。

自 2006 年国内发布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以来，

关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保护方法

上对保全历史信息和创新功能用途的关注 [2]，建筑设计领域

针对空间改造模式的讨论 [3-4]，文化价值上对工业文化传承的

呼吁 [5]，景观旅游方面对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经验总结 [6-7]，

等等。整体来看，目前研究仍局限在相对单一的层面，理论

滞后于实践 [8]。近年虽涌现出上海杨浦滨江、北京首钢、广

州广钢等工业遗址改造的佳作，在规划、景观、建筑设计上

取得进展，但在实施管理层面的研究总结较少，表现为时常

看到的一些失当做法。有的城市保护意识淡薄，将工业遗存

视为城市开发的阻碍，不在保护框架里的就一拆了之 [9-10] ；

少数城市则不惜成本、跟风而上，将工业遗产打造成政绩工

程和商业炒作点 [11]；一些侥幸保全的工业遗产项目，在产权、

改造、运营中也面临种种困难 [12]。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好

地留下这些工业遗产，并将其融入当代城市生活，总结国际

上的先进经验、了解多样化的实施管理手段非常关键。

澳大利亚工业化脱胎于英殖民时期，拥有丰富的工业遗

存资源，工业遗产既被视作国家和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也

从城市再生的角度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13]。澳政府和保

护主义者积极开展了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保护理念和实

施经验推广，经受时间检验的遗产项目也获得广泛认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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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迅速展开，工业遗产再生时代已经

来临。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对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

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探索，实施成效显著。本文从遗产管理、经营模

式以及遗产与城市关系等方面，对澳大利亚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剖

析，提炼出城市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三种模式，即法定机构主导的

一体化模式、多方协力合作的微改造模式，以及政府持续引导的城市更

新综合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三种再利用模式的适用对象、范围、预期效

果等进行比较和归纳，着力探寻“能用管用好用”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实施模式，以期为我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提供借鉴。

Abstract: While global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dynamic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 the era of industrial heritage regeneration has already come. 
Australia has abundant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has conducted a lot 
of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n the adaptiv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most of which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in Australia from the aspects of heritage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and 
cities, and proposes three models of adaptiv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in urban built-up areas, which include an integrated model led by statutory 
agencies, a micro-remodeling model of multi-sector cooperation, and a 
comprehensive urban renewal model continuously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On this basis, the application objects, scope, and expected effects of the three 
models are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in order to expl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odels for different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adaptiv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ill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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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尝试从工业遗产管理、经营模式以及遗产与城市关系等方

面，选取澳大利亚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城市工

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三种模式并作比较归纳，着力探寻工

业遗产的可持续实施模式。

1  澳大利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实施模式 ：三个案
例的剖析

与管理体制相对应，澳大利亚的工业遗产按不同保护等

级被纳入联邦、州、地方遗产名录，分属联邦政府、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负责 [14]，并重视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的合作。

澳大利亚为联邦制，实行三级政府体制：联邦政府负责国家

事务；各州有独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政府是基层行政

单位，管理权限来自州政府授权 [1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非

垂直领导的上下级，而更类似分工不同的伙伴关系。联邦政

府一般不干预州和地方事务，但涉及国家层面或国家意义相

关的项目，也会介入或“圈地”管辖。各州行政机构、规划

立法和规划体系的具体名称有所差别，但主要特征相似，都

由州政府负责规划建设方面的立法并部分授权地方，形成州

层面的“规划政策 + 区域规划”、地方层面的“地方规划”

等法定文件 [16]。自 2000 年来，联邦和各州重视工业遗产的再

利用，积极推广保护理念与经验，发布了《澳大利亚遗产战

略》《遗产场所的新用途》《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等指

导文件，本研究的案例样本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而来。

笔者侧重探讨工业遗产与城市的关系，故将所选案例限

定为城市型工业遗产。选取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业遗

产所在城市有一定代表性，均为工业起步早、经济势头好、

管理水平高的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城市更新与转型需

求；二是覆盖了不同尺度的工业遗产，既有单体建筑、一般

尺度的工业厂区，也有成片旧厂区组成的较大尺度的工业遗

产地段；三是选取不同保护等级的工业遗产，有联邦、州、

地方政府保护名录内的重点工业遗产，也有保护价值并不明

显的一般工业遗产；四是兼顾工业遗产与城市融合的不同阶

段，包括转型起步期、融合发展期、超越城市期三种。

1.1  悉尼鹦鹉岛 ：法定机构主导的一体化模式
悉尼鹦鹉岛（Cockatoo Island）是世界遗产和澳大利亚

国家遗产，位于悉尼港附近，距悉尼歌剧院 20 分钟船程。

鹦鹉岛占地面积 20 hm2，四面环水，经人工开山劈石后，呈

中央高地、四周平地的地貌特征，便于早期军事化管理和工

业化活动。其整体格局与工业遗迹保存较好，包括监狱时期

的牢房、禁闭室、地窖、隧道和巨大粮仓，以及造船厂时期

的旧厂房、老码头、吊装设备等（图 1）。因其承载的重大历

史意义，2001 年联邦政府依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保护再

利用，经修复整治后于 2005 年面向公众开放，定期举办音

乐节、双年展等文化艺术节庆，平时也有各种文化休闲活动，

现已成为悉尼新兴的文化目的地。

1.1.1  独立事权的实施主体

鹦鹉岛采用“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模式，由法定的专

责机构承担“产权持有、规划统筹、保护修复和管理运营”

全过程。因鹦鹉岛地处城市重要区位且具有国家层面重大历

史意义，联邦政府于 2001 年出台《悉尼海港信托法》（简称

《信托法》），成立法定机构“悉尼海港联邦信托”（简称海

港信托），负责接收海港周边包括鹦鹉岛在内的前国防工业

遗址，并进行整体管理运作，宗旨是向公众开放这些工业遗

产，创建世界知名的滨海公园，为澳大利亚提供可持续的遗

产和营造城市的文化场所 [17]。

1.1.2  严格依规的管理方式

鹦鹉岛严格按照生效的规划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工

作。《信托法》赋予海港信托高度自治的事权，属联邦政府

管辖范围，不受州和地方制约，其名下土地的规划建设活动

无需遵照州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法定规划文件执行，包括州政

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划政策（SEPP）、区域环境计划

（REP）和地方环境计划（LEP）。与其高度自治权相对应，

海港信托需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在“海港信托综合规

划、年度管理计划、专项行动、系列配套细则”的规划管理

框架下，采用公开透明、企业化运作方式，对鹦鹉岛等工业

遗产进行长期、持续的规划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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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鹦鹉岛工业遗迹分布图
资料来源：悉尼海港信托官网 https://www.harbourtrust.gov.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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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稳定持续的经营运作

鹦鹉岛能保持长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得益于其稳定持

续的良性运营。作为自筹资金的机构，海港信托在获得政府

初始注资后，后续不依赖财政拨款，而是通过名下土地资产

和工业遗产的合理利用，靠企业化、项目化运作实现盈利，

将收益用于反哺工业遗产的保养维护和管理运营，最终实现

了工业遗产保护、公共利益维护、项目可持续的平衡。其主

要做法是制定了长期融资的战略目标和一系列分解任务，运

用好政策优势，通过赠款、财税奖励、房屋和场地租赁等

不同渠道募集资金和获取回报。公开年报显示，海港信托在

2016—2019 财政年并未获得联邦政府的经常性资金拨款，大

部分收入都来自其营运自足的业务。

1.1.4  适应场地的文化活动

发展特色文化活动是让工业遗产“活起来”的重要手段。

海港信托通过策划多样化的文化项目，持续提升鹦鹉岛的文

化活力，成功举办了鹦鹉岛音乐节、悉尼双年展等有影响力

的活动。鹦鹉岛的可取之处在于跳出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的

保护束缚，寻找到了符合地理特点、遗产特征和当代需求的

新用途，比如：依托悉尼经典的城市天际线背景和海边观日

出日落活动，建成世界首个城市水岸露营地（图 2）；利用“教

堂式”、大空间的老船坞工厂，举办悉尼双年展等文化艺术展

览；借助岛上神秘的监狱历史和“废墟式”工业遗存氛围，

策划互动性强的夜晚探险游等项目。2018—2019 年度举办各

类大型活动 18 项，几乎每个月都有重量级活动来持续增强场

所文化活力，这些主题化的项目带来了较好的收益回报，也

助力城市文化特色的彰显和国际知名度的进一步提升。

1.2  墨尔本河滨工作坊 ：多方合作的微改造模式
墨尔本河滨工作坊（River Studios in Melbourne）由一

座建于 1930 年代、未列入任何遗产名录的旧仓库改造而来，

是维多利亚州艺术协会的首个“创意空间”项目，在保持产

权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了地方政府、艺术社群和业主共同出资、

合作共建的工业遗产实施模式。该项目位于墨尔本富茨克区

马瑞巴农河畔，与区公共艺术中心隔河相望，地区文化艺术

氛围浓厚。2011 年由州艺术协会旗下“创意空间”团队具体

运作，按“结构外观不动、成本严格控制、空间划分灵活、

装修建材可再利用”的保护策略，以低成本、可负担的改造

方式，将一个旧仓库转变为 60 余个艺术创意工作室（图 3）。
经过近十年发展，河滨工作坊现已成为墨尔本新兴的创意产

业集聚地。

1.2.1  全面务实的风险评估

全面的建筑安全风险和财务风险评估，是微改造类工业

遗产项目成立的基础。“创意空间”驻场之前，这座旧仓库

已闲置近 20 年，亟须全面整治维护，结构上的隐藏问题也

随着场地踏勘逐渐暴露。为规避安全隐患和财务风险，团队

在专业评估后进行了详细的成本预算，一方面将房屋结构加

固、安全措施、水电工程、无障碍、卫生清洁等基本需求作

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成本清单；另一方面对内部空间分隔和室

内装修，则鼓励用经济灵活的方式来压缩成本。同时，项目

还借助州艺术协会的官方平台，在启动前充分调研市场接受

度，掌握目标用户需求。
图 2  鹦鹉岛远眺悉尼城市与海港风光
资料来源：悉尼海港信托官网 https://www.harbourtrust.gov.au/en/

图 3  墨尔本河滨工作坊室内改造实景
资料来源：墨尔本“创意空间”官网 http://www.creativespaces.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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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既有框架下的临时用途

既符合上位规划又适应场地约束的合适用途，是工业遗

产短期再利用的前提。项目位于墨尔本法定规划的 1 号工业区

范围内，根据相关法规，该类工业用地允许被改造为艺术工作

室、小型集会地点等，这为项目功能的转变提供了保障。艺术

家的需求也与场地环境相吻合，多数艺术工作空间无需像住宅、

办公楼那样精致装修，特别在墨尔本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

下，低租金、大空间、良好采光通风才是最受关注的内容。河

滨工作坊位于正常运行的工业仓储区，周边虽有一些工业噪音

和灰尘问题，但找准了既适应场地短板又符合上位规划的临时

用途，最终实现了良好的入驻率和综合效益。

1.2.3  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

严格的产业和用户准入门槛，是促进工业遗产项目主题

特色的保障。河滨工作坊并不在墨尔本官方的创意产业集群

规划中，但项目团队主动与之呼应，依托周边已有的文化艺

术氛围自下而上作出努力，首先明确项目准入业态必须是创

意产业，并对具体覆盖的业态进一步细化，包括文学和平面

媒体、表演艺术、设计、视觉艺术和手工艺等行业。其次，

根据艺术作品的影响力与成功潜力、艺术家个人能力与创造

力、对城市创意产业的贡献度等因素，进行严格的准入筛选。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工业遗产项目聚焦主题特色，形成良好的

产业生态，并为项目自身影响力提升和城市战略产业的壮大

打好基础。

1.2.4  适应成本的改造方式

低预算限制了工业遗产建筑的改造力度，但也带来了低

影响、可负担的工作空间。创新之处是尽可能保留建筑原

始结构和内部表皮，运用灵活的、建材可拆卸再利用的设

计策略，将仓库大空间划分为 62 个不同大小、封闭程度各

异的多用途工作室。为压缩成本，空间分隔时使用了很多

免费或廉价的二手建材，人力则由“创意空间”团队与艺

术家、志愿者合作完成，所有附加设施均可再利用。比如

新添加的门窗、楼梯、电梯等都用螺钉螺栓固定，使其在

租期结束时可轻松拆除并重新使用；施工中没有使用任何

湿性粘合剂，为最大化保护工业遗产、保全历史信息作出

了积极贡献 [18]。

1.3  布里斯班羊毛厂码头区 ：政府持续引导的城市更新

综合模式
布里斯班羊毛厂码头区（Woolstore Precinct）是以工业

遗产再利用为契机推动地区整体更新的案例。该项目地处布

里斯班河沿线，邻近市中心，1900 年代因水运和铁路优势，

成为羊毛加工厂和羊毛商店集聚、经济繁荣的工业商贸区；

1980 年代随着地区经济减缓、居民企业大量外迁，羊毛厂码

头区也关停生产线，大量工厂房屋废弃空置，迅速滑向衰败。

为缓解市中心人口压力和居住需求，重振地区发展活力，当

局于 1992 年启动该地区 730 hm2 旧工业区的整体更新，实施

过程严格依照市区更新计划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历经 30
年更新，现在的羊毛厂码头区创造了可持续的生活工作环境，

实现了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互促共赢，成功变身为布里斯

班最受欢迎的河滨生活休闲空间。

1.3.1  超越一般事权的联合主体

三级（市议会、州政府、联邦政府）联动、超越地方一

般事权的布里斯班市区更新委员会（URB），是统筹推进工

业遗产地段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保障。这类规模大、投资

巨、周期长的更新项目尤其需要政府背书，整体推进城市公

共交通、公园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建构和布局优化，

建立羊毛厂码头区与外部优质资源要素的紧密联系，提升片

区的吸引力和可达性 [19]。同时，积极开展工业遗产的识别与

保护，9 处列入州文化遗产名录，4 处列入市遗产登记数据库，

明确价值特色和保护要求，对邻近工业遗产的新建建筑也提

出了具体的建设引导。

1.3.2  适应时代需求的混合用途

在法定规划框架下，对住宅、商业、工业和娱乐用途的

“兼容组合”是工业遗产功能更新时的重要依据。羊毛厂所

在的纽斯特德区和特内里费区编制了更新委员会成立后的第

一个规划，兼顾灵活性和约束性，在其指导下开展了保留工

业遗产、转变功能用途的大量实践。1995 年特内里费羊毛

商店改建成的公寓是第一个建成项目，至 2000 年，该地区

大多数羊毛商店已转变为住宅用途，建筑底层可混合便利商

店、办公、餐饮等功能。绝大部分工业遗产改造成的住宅外

观保持历史原样，墙体上的历史店名、招牌广告都得以保留 

（图 4）。此外，市议会还将原发电厂改造为表演艺术中心等

公共建筑。

1.3.3  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供给

对高品质、特色化公共空间的投入，是工业遗产类更新

项目的最佳催化剂。地方当局将羊毛厂码头区置入城市区域

整体考虑，在更新过程中基于公共空间对城市品质和项目价

值提升的正效应，沿布里斯班河岸规划控制了滨河长廊步道、

滨河公园、景观街道、艺术文化场馆等一系列公共空间项目，

并由政府机构负责逐步落实。蜿蜒曲折的河岸现已成为城市

最具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每年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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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滨徒步节、烟火节等活动也进一步增添了空间活力。

1.3.4  密切的政企合作与公众参与

确保工业遗产的良好实施成效，离不开市场企业的力量

和社区公众的关切。当局十分重视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始终

保持密切接触：一方面需要通过企业介入对工业遗产地段更

新开发；另一方面又要加强监管，确保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符

合保护要求，改造时不减损遗产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为

确保上位规划的传导落实并及时干预，一是派出政府建筑师

参与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开发过程；二是加强与当地社区联

系，在更新改造中加强规划宣传，充分征求社区公众意见，

唤起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使其主动配合反馈遗产再

利用时的突发问题。

1.4  三种实施模式的特点与比较
三个案例处在不同城市地区的规划体系与法制框架中，

工业遗产的尺度规模和保护等级各有不同，遗产与城市融合

发展的程度也有所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选择了与工业遗产

相适应、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实施模式（表 1），让曾被遗忘

的“工业锈带”重焕活力，实现了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更

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鹦鹉岛所采用的“一体化模式”适用于官方遗产名录

内、历史渊源深厚、在行业发展史或国家地区历史上具有重

大影响力、被普遍认同的重点工业遗产。采取自上而下的方

式，依专项法案成立专门机构，明确任务和路径，严格按规

划、计划开展保护利用工作。高度自治、独立的事权是其最

大优势，专门机构负责工业遗产的产权持有、规划编制、保

护利用、管理运营全过程，能确保初始意图的坚决贯彻。当

然，也对经营水平有更高要求，既要在严苛保护限制下寻找

最契合的用途，也要获取良好收益以支撑遗产后期维护和对

外开放所需资金。鹦鹉岛成功实施这一模式，为国内外游客

喜爱，在保护遗产、铭记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城市特色，

提升了国际知名度。

河滨工作坊的“微改造模式”适用于未列入保护名录、

价值特色不明显，但有一定年代历史和空间潜力的工业遗产。

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民间团体和产权所有者发起，在官

方指导或介入的情况下合力完成。这种模式秉承最小扰动原

则，通常在产权不变、建筑原状不变、上位规划不变的条件

下进行，一般为短期临时行为。虽然低预算限制了改造力度，

但通过精细化设计和组织管理，可化弊为利，在供给可负担

空间的同时，为最大化保全工业遗产原貌和历史信息提供可

能。考虑到普遍存在这类“一般型”工业遗产，该模式具有

图 4  特内里费羊毛商店改造成的公寓实景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rban_renewal_in_Woolstore_Precinct,_Teneriffe

表 1  澳大利亚三种工业遗产实施模式的特点与比较

实施模式 代表案例 适用对象（工业遗产特征） 实施主体 主要特点

法定机构主导的一

体化模式

悉尼鹦鹉岛 官方遗产名录内、历史渊源深厚、在行业发

展史或国家地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被

普遍认同的重点工业遗产

专门成立的法定机构 需积极运用政策优势，统筹遗产保护与后续运营，

创造性地为遗产寻找最合适的用途

多方协力合作的微

改造模式

墨尔本河滨工

作坊

不在官方遗产名录内、价值特色不显著、不

鲜明，但有一定保留价值、可利用空间较大

的工业遗产

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产

权所有者协力合作

在现有法规框架许可范围内，对工业遗产进行微改

造再利用，具有短期性、历时性、可复原的特点

政府持续引导的城

市更新综合模式

布里斯班羊毛

厂码头区

规模较大、工业遗产集中成片、建成情况复

杂的旧工业区

公共部门、私营企业与社

区居民共同参与

开发难度大、周期长，政府层面的保障和承诺尤

为重要，需指定总体规划和专项行动，分阶段、

分重点推进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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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的推广意义，适应场地、成本和规划约束的精准化微改

造，以最少投入、最小干预的方式，通过主动作为对这些潜

在的工业遗产进行点状保护和激活，并有望带动工业遗产的

“面上开花”。

羊毛厂码头区采用的“城市更新综合模式”适用于规

模较大、工业遗产集中、建成情况复杂的旧工业区。该模式

的开发难度大、周期长，因此特别需要政府层面的组织与

协调，统筹制定总体规划与专项行动，通过公共部门、私

营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密切合作，分阶段、分重点地持续推

动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更新。在项目实施建设时，地产

开发商需在规划框架和过程监管下进行，赋予工业遗产新

的住宅、商业或娱乐等兼容用途，配套建设高品质公共空

间和服务设施，从而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活力的

综合效益。

2  对我国城市工业遗产再利用实施操作的启示

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在澳大利亚取得了较显著的成

功。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专门保护工业遗产的特别法规和特

定部门，而是将之纳入既有管理框架和规划体系中，确保其

实施成效的关键是正确看待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观

念的转变是首要之举，当工业遗产不再只是一个特定行业的

行为或静止尘封的“博物馆”，而是开始与城市关联，与政府、

市场、社会团体结合，当其进入城市发展体系中成为可持续

发展要素，成为城市功能转型和特色彰显的途径，成为开放

共享的文化和空间资源，也就有了更大的保护价值和更广泛

的保护认同。整体来看，国内城市工业遗产在实施层面的研

究和经验依然欠缺，加上全国性的法规并未强制要求对工业

遗存的保留保护，导致不少城市对待工业遗产项目只是简单

处置 [20]。结合澳大利亚成功经验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中的不

足，笔者提出四点实施层面的具体建议。

2.1  多措并举，拓宽工业遗产的保护面
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正处在探索期，国家和地方正着手

建立不同层面的工业遗产名单。值得提醒的是，不是列入名

单名录才应被视作工业遗产，大量潜在的甚至使用中的工业

遗存同样值得保护，这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企

业、社会团体、公众的多方合力，多渠道拓宽保护面，最大

限度地保留城市工业文化印迹。对于旧厂、旧工业园类的更

新类项目，可参照鹦鹉岛和羊毛厂码头区案例中的做法，由

官方机构联合专业力量与民间线索来识别潜在的工业遗产及

其历史信息载体，明确文化价值和保护重点。在规模较大的

项目中，还应明晰原生产流线与功能格局，将重要关联性要

素一并纳入。

2.2  建规立矩，建立强约束的管控机制
无论工业遗产的实施主体是谁、保护等级如何、置于何

种规划体系和制度环境下，规划管理都不能缺位，需要积极

在既有框架下灵活运用，建立与遗产价值匹配的管控机制。

国内工业遗产再利用经常看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博

物馆式”的过度保护，缺少造血机制，开局容易维护难的

不在少数；另一种则完全放手给市场，过度依赖开发商的

自觉，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 [21]。工业遗产的保与用，是一

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无论重点工业遗产还是一般工业遗产，

都需要严格管控和积极引导。只有建立保用互促、灵活有

效的管控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并唤起广泛的保

护自觉。可通过政府层面的一揽子规划、计划和专项行动，

既约束保护要素和保护要求，又充分保障工业遗产再利用

的功能性和灵活性，并为产权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清晰的

公开承诺和操作路径。对于不在名录内、价值特色尚不明

显的工业遗产建筑，也需审慎对待，可参考河滨工作坊的

做法采取临时措施，并遵照“日落条款”，即在短期使用后

恢复建筑原有状态，避免因一时认识不足、大拆大建导致

无法挽回的缺憾。

2.3  功能适宜，筛选契合度高的新用途
寻找与场地特征和当代需求相契合的新用途，是工业遗

产再利用的核心。不同于其他类型建筑，工业遗产建筑转民

用时有一定局限，但其空间大、结构坚固、环境氛围独特，

适合创造性地植入新用途。目前澳大利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

常见用途包括创意文化、教育培训、办公、酒店公寓、休闲

游憩场所，以及临时用途。为确保实施成效，应精心筛选适

应性强、契合度高的新用途，在保护历史信息、传承场地文

脉、满足现代需求、支撑城市转型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对于

一时难以找到合适、固定用途的工业遗产，可采用低影响的

改造方式 [22]，仿照河滨工作坊案例的做法植入临时用途，确

保短期使用不影响长期遗产价值，而处在使用状态的工业遗

产，也能最大化避免空置毁损。

2.4  动态反馈，重视可持续的运营维护
工业遗产会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变化渐增新的风险，应

在项目之初就将可持续的维护监管和动态反馈纳入整体保护

框架。对于政府部门持有的工业遗产项目，比如悉尼鹦鹉岛，

可采取主动公开管理年报或保护工作技术报告的方式，由全

社会进行监督；对于产权归属市场企业或私人业主的工业遗

产项目，比如羊毛厂码头区由羊毛商店改造出售的公寓，可

建立政府建筑师定期回访制度，检查遗产的维护保养情况，

同时发动热心社区团体提供及时反馈。良好的动态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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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续保护好工业遗产，还有助于及时响应使用者对空间、

功能的新需求，促进遗产保护与人民需求之间的和谐。

3  结语

随着国内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

变、旧城改造更新理念升级，大量的城市工业遗产将成为新

一轮焦点。保护工业遗产与促进城市空间发展并不矛盾，寻

找“适应场地文脉、适应城市战略、适应人民需求”的工业

遗产再利用实施模式是其关键。本文结合澳大利亚工业遗产

实施的三个成功案例，从遗产管理、经营模式以及遗产与城

市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三种实施模

式——法定机构主导的一体化模式、多方合作的微改造模式，

以及政府持续引导的城市更新综合模式；比较归纳了三种模

式的适用范围和预期效果；最后结合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面临的困境，提出“拓宽保护面、管控不缺位、功能相契合、

经营可持续”的实施策略。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

注，共同将工业遗产融入城市生活，在实践中探寻工业遗产

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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