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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艺术区所在地，原是“国营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
厂”，即718联合厂。它是“一五”计划期间东德在中国援建
的最大的工程，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156个援建项目之
外单独立项的第157个项目。

1953 年动工，1957 年 10 月投产，718 联合厂的建设速度
之快、建筑质量之高，在当时实属罕见。这是中国第一个现
代化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供了许
多重要的元件和零部件。

1964年，联合厂分解为多个独立的单位，原三分厂定名
为798厂。798这个称号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2001年，包括
798在内的5个分厂与700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

从21世纪初开始，798一带的闲置厂房因为低廉的租金和
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入驻。各种
文化艺术活动相继举办，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聚落逐渐形
成。2003年，美国 《时代周刊》 将 798艺术区评为全球 22个
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然而，按照有关建设规划，这片区域面
临拆迁的可能。

2004年2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象群提交了关于保护798
艺术区的议案。随后，北京市和朝阳区派出调查组进入 798。
拆迁还是保留，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2006年，798被列为北
京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发展方向确定下来。
2008年初，798入选北京奥运会期间六大游览景点之一，“登
长城、吃烤鸭、游 798”成为游客到北京的首选。2010 年 7
月，朝阳区成立798艺术区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
负责798艺术区综合协调管理工作。

从旧厂房转变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区，798堪称工业遗产转
型的成功样本，为国内众多工业遗存的改造和发展提供了积
极的借鉴。

北京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需要一个活动或平台，把国际
藏家吸引到这里。798聚集了许多画廊，是非常有潜力的，这是
我选择在这里举办画廊周最直接的原因。现在“画廊周北京”
已经成为一场重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盛事。

我觉得798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丰富的混合体。这
里不仅有美术馆、艺术机构，还有装潢精美的餐厅、咖啡馆，
形成一个活跃的社区，这与其它城市的艺术区有所不同。

——德国策展人、第一届“画廊周北京”发起人之一艾墨思

今年3月我来北京参加活动，第一次去798。听说这里可以
看到北京最时尚的创意设计，去了后感觉果然名不虚传。这里
融合了各种形式的艺术，能够激发起创作的灵感。那些奇特的
雕塑、现代主义的建筑、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店，都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我很希望把家乡的蜡染非遗艺术带到798来，借助
这个国际化的平台，让全世界领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贵州省安顺市蜡染非遗传承人杨婷婷

“长城、故宫、798”是北京必去的三大景点，这是朋友知
道我要来北京时跟我说的。我去的那天是周末，798里正在举办
大型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几乎每一个展馆都挤满了观
众，每一处有特色的景观或雕塑前，都有精心打扮的人拍照。
除了展馆和精品店，798还有不少艺术工坊，游客可以亲自动手
制作工艺品。整个园区本身就是一件宏伟壮丽的艺术品，旧厂
房与新派建筑融合，不少建筑物上有着色彩斑斓的涂鸦，为园
区增添了活力。

——香港恒生大学学生罗浩濂
（邹雅婷、周缘采访整理）

“艺术能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与精神，甚至促
成一个城市经济的迭代与发展。”在今年北京国际
艺术高峰论坛上，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总裁、798 文
化创意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彦伶如是说。

1986年，王彦伶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被分配
到798厂磁钢分厂做研发工作。当时的他不曾想到，
30多年后，“艺术”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词。

2000年初，在国企改革大潮下，北京电控公司
将 798 厂等 6家工厂整合重组为七星集团。798 厂 5
个效益不佳的车间陆续关停，大面积的厂房空置，
厂里决定将它们出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厂
房鲜有人问津。偶然的机会，一些艺术家发现了这
里，798由此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2年，时任 798厂厂长王彦伶考入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攻读 EMBA。《管理学概论》 的第一堂课
讲到了“差异化战略”，这让他产生了一个朦胧的
想法，“艺术家、艺术机构特别喜欢798。如果干脆
把 798变成一个艺术园区，刚好就形成了差异化。”
当年年底的工作总结中，负责 798物业的七星物业
管理中心六分部提出了保留旧厂房、在此建立艺术
区的建议，王彦伶表示支持。

“21 世纪初，国内对当代艺术的认识还很模
糊，集团里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这让王彦伶颇有
些无奈。2004 年，集团内部“冻结租赁”的决策通知
下来。2005 年，事情发生了转机。七星集团的领导
层最终决定，让这个新生的艺术园区继续发展下去。

2010年，王彦伶担任七星集团总裁。如何发展
798 艺术区，是他反复思考的问题。“798 有上百家
画廊，我不能再开一家，和我的客户抢生意。我们
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2012 年，王彦伶又一次进

修，去中央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管理硕士。那一年，
中国人均 GDP 超过 6000 美元，在他看来，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机遇已经到来。

2016年夏天，王彦伶对 798的未来有了比较清
晰的构想，“中国在当代艺术领域起步较晚，话语
权也比较弱。但近10年来，带有中华文化传统和时
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很快。我们需要一个与
国际艺术界对话的平台，通过对话交流，获得外界
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唤起文化自觉与自信。”

2017 年 3 月，七星集团与站台中国、常青画
廊、魔金石空间、杨画廊及德国策展人艾墨思共同
发起“画廊周北京”活动，18家画廊、美术馆集中
推出一系列重要展览。“第一届是探索性质的，第
二届画廊周影响就比较大了。300多位嘉宾中有155
位国外来宾，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美术馆的馆长、策
展人和重要的收藏家。”王彦伶说。

今年画廊周期间，七星集团还举办了首届国际
艺术高峰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探讨艺术在推动城
市发展中的作用。

据七星集团统计，截至 2018年，798艺术区内
各类机构达到515家，其中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63
家境外文化艺术机构。每年在 798举办的艺术展览
及品牌活动有 2500多场。2018年，798参观人次多
达808万，其中25%来自海外。

2018 年 1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 798。马克
龙说，“我来 798 是想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
想。”这更加坚定了王彦伶把798打造成国际艺术交
流平台的想法。“交流能促进文化自信和自强。当
外国人被中国的当代艺术打动，我们的文化传播就
真正起到了效果。”

如果有人问，北京最具活力的文化艺术区在哪里？798一定是你能想到的最佳答案。
60多年前，一片高大坚固的厂房在北京郊区拔地而起，中国第一个电子元件生产基地就此诞生。近20年

前，一群艺术家来到这里，把废置的车间改造成当代艺术的聚集地。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798作为北京最
具代表性的文化旅游景点之一，被世界所熟知。

从电子工厂到文化地标，798的变迁，折射了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近日，我们走访了几位与
798有深厚渊源的人，听他们讲述798诞生、成长的故事。

一扇深绿色的铁门上，印着“国营七一八联合厂
文献展委员会暨文献资料征集办公室”两行大字。
推开门，一栋红砖建造的锯齿形房屋映入眼帘，程大
鹏的“度·建筑与艺术设计机构”坐落于此。

2008 年，程大鹏如愿搬进这里，为了租下它，他
等了整整一年。“现在还有许多人排着队想要这个空
间。”程大鹏说，“这是798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包豪
斯简单、实用的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装修工作室时，程大鹏觉得新家具没特点，想买
一些二手家具。他挑中了工厂的长木桌，还顺手收
了一批老档案和旧仪器。他对这些过去的精密仪器

“一见钟情”，“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经典的设计。”电
子管厂的最后一个车间迁走时，旧家具、旧设备装了
整整10卡车，运进了程大鹏工作室的院子。

室内摆满了他的收藏品。有些是大件的精密仪
器，比如一台 20 世纪 40 年代出厂的卡尔蔡司倒置
金相显微镜照相机，长 2.2 米，占掉了一整张长
桌。程大鹏花了一年时间与一位70多岁的相机藏家
沟通，用一套徕卡相机换来了这台仪器。另一些则
是寻常的生活用品，工厂给第一批职工发放的木质
脸盆架，20 世纪 50 年代工人们使用的收音机、手
风琴，等等。这些老物件诉说着工人们的旧日生
活，718 联合厂里曾有篮球队、话剧团、西洋乐
队、文学社等，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为了能系统展出这些藏品，程大鹏开始策划展
览。2016年，“718联合厂历史文献及设备陈列展”
在 798 艺术中心开幕。718 联合厂 11 研究所原党委

副书记庞成奎为展览提供了几千张底片，那是原所
长罗沛霖给他的。一张张照片再现了 718厂筹建的
故事。718 联合厂是由东德援建的重大战略工程。
联合厂筹备组组长罗沛霖曾两度赴东德考察，开出
一份包罗万象的订单，大到仪器设备，小到一个量
杯、一个水盆。从 1954 年到 1957 年，几乎是汇集
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终于建成了这项大规模、
高标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工程。

在展览的前言里，程大鹏写道：“以此回顾新
中国电子工业从奠基到破土的艰辛而精彩的历程，
以此纪念那段充满朴素崇高理想的激情燃烧的岁
月。”718联合厂的退休员工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展，
很多人又送来一些老物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带着
20 世纪 50 年代工厂的 《星火报》 来找程大鹏，谈
起曾经的酸甜苦辣，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们给我
东西的时候，都会跟我讲故事。”胡光曾是工厂技
术员，他跟程大鹏谈起一段往事：1985年，一台叫
做“双轭测试仪”的重要测量设备坏了，没有人会
修。胡光牺牲了一个“五一”假期自己琢磨怎么修，
把设备拆开，又把0.09毫米宽的线圈重新缠上，最后
奇迹般地修好了。

2017年，718厂落成暨开工60周年之际，程大
鹏策划了第二个展览，将其命名为“创业家精神之
路”。这个说法来自首任厂长李瑞。他曾感慨，718
联合厂能以超常规的速度拔地而起，创造出中国电
子工业史上的奇迹，正是得益于全体职工的“创业
家精神”。

程大鹏：纪念激情燃烧的岁月

舒阳：保护旧厂房孕育的艺术区

2001 年底，第一次来到 798 的舒阳，见到的是
一派荒凉的景象：闲置的厂房里尘土飞扬，还在生
产的车间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由于生产效益下
滑，798 厂把一些闲置的空间出租给机构或个人。
舒阳供职的 《新潮》 杂志社租下 798 内一个体育
馆，将它改造成既能办公、又能举办活动的场所。

“房租很便宜，每天每平方米只要5角钱，但整体条
件不好，比较乱，旁边吃饭的地方很少，同事们只
能一起订盒饭。”

《新潮》 报道了许多当代艺术现象，却未对所
处的798留下只言片语。“虽然已经有个别艺术家租
用 798 的空间作为工作室，但成规模的艺术园区还
没有形成。”1997 年起，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租用
798 原 95 瓷烧窑车间制作抗日战争纪念雕塑。随
后，美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在 798 建立了自己的工
作室。出版人洪晃、音乐人刘索拉等也相继迁入。

在几位雕塑家的引荐下，“中国艺术”网站创
始人罗伯特·伯纳欧进驻 798。2002年 2月，罗伯特
的艺术书店“东八时区”开业。“来自美国的罗伯
特是798第一个境外租户。”舒阳回忆说，不少艺术
界的朋友正是因为罗伯特的缘故发现了798。

不久后，由艺术家黄锐牵线，日本的东京画廊

在 798 开设“北京东京艺术工程”。2002 年 10 月，
画廊首展“北京浮世绘”开幕。“当时的北京很少
有这样的展览。开幕式来了很多人，非常热闹。”
沉寂的旧厂房第一次以展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工
业文明与当代艺术的碰撞，给大家带来极大的震
撼。那时，由黄锐设计、徐勇开办的时态空间开始
装修，舒阳对此印象深刻，“时态空间有 1000 多平
方米，还是锯齿形的屋顶，非常壮观，我们看了都
很兴奋。”作为798空间重塑的代表，时态空间的照
片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

2003年春节刚过，舒阳在黄锐邀请下办了一场
“越界语言”行为艺术活动。此后，“再造798”“蓝
天不设防”“左手与右手——中德艺术家联展”等
活动也相继举办。798 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聚集
地，人气越来越旺。

然而，艺术家们心里清楚，这样的繁荣景象可
能是短暂的。“我们签的都是短期租约。按照七星
集团的规划，这一片将要拆掉，建成又一个‘中关
村电子城’。”舒阳说，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因
此达成了一个共识：通过举办活动扩大 798 的影
响，改变它将被拆迁的命运。

2004年，黄锐、徐勇、舒阳和黎静等人共同策

划了首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邀请了一些国外艺术
家和使领馆的文化机构参与，并请来外媒报道。26
场大大小小的活动，让游离于公众生活之外的当代
艺术变得触手可及。“第一届艺术节就吸引了8万名
观众。”舒阳回忆道，“以往这类活动只有艺术圈的
人才关注。有了 798 就不一样了，社会各界的人都
可以在这里直接看到当代艺术。这种公共性，在中
国是前所未有的。”

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798 现象也进入了政策
制定者的视野。2004年 2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李象群向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 《关于原
718联合厂地区建筑及文化产业保护议案》。这份议
案由 798 的艺术家们共同起草，呼吁保护这片工业
遗产和新兴的文化艺术区。当政府的调研工作组和
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舒阳知道，798 保
住了。

“我是一个在 798 成长起来的策展人。”自 1999
年起，舒阳开始在北京做独立策展，当时北京能展
出当代艺术的空间加起来不超过 10个。2002年后，
798 涌现出来的艺术空间数以百计，策展的需求也
越来越多。“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爆发。798 的变
迁，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同步的。”

王彦伶：打造国际艺术交流平台王彦伶：打造国际艺术交流平台

798涂鸦墙前的行为艺术引来游客拍照
高跃曦摄

798艺术区内有多栋风格独特的锯齿形建筑，该栋现为佩
斯北京画廊 周 缘摄

798小传

程大鹏在“创业家精神之路——纪念国营
第七一八厂落成暨开工六十周年展览”现场

程大鹏供图

798的“艺术人生”
□周 缘 邹雅婷

印象798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日前在 798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
重要的毕加索作品展，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参观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