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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国 汞 都 ”变 身“朱 砂 王 国 ”
贵州万山：发展理念之变与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重生
有十年电商经验的 80 后陆晓文带着他的
团队从浙江来到了万山。对陆晓文来说，浙江
一个区县可能有 10 家类似的产业园，而万山
是一片蓝海。
“我们一方面和村里合作社合作，帮村民
将自己的农产品标准化，做好包装；一方面和
电商平台对接，把村里的产品销售出去。现在
我们已经代理了万山区 80% 村子的农产品。”
卢海栋说。
1993 年出生的卢海栋是万山区电商生态
城副总经理。不到两年时间，他已在万山的各
个村落间累计奔波了 10000 多公里。
“万山区是真心实意发展电商产业，甚至还
成立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促进局。在其他地方，
电子商务一般挂靠在别的部门。”
卢海栋说。
2016 年 5 月 1 日，电商生态城正式开张。
当年的销售额就达到 2 . 18 亿元。截至今年 8
月，电商生态城的销售额已经超过 2 亿元。

本报记者方立新 、刘茁卉 、李坤晟 、汪军
“用这块原石最终雕刻成的作品，现在的市
场价值可能达到百万元级别；如果拿去炼水银，
最多只能换来 1000 元，还没刨去生产成本。”
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田小江给我们算
账。他面前是一块 1 . 65 米长、 450 公斤重的朱
砂——
— 鸡血石原石。作为一家朱砂鸡血石工艺
公司的负责人，他将决定这块血红色矿石是雕
成雄伟壮丽的长城，还是繁花似锦的《清明上
河图》。
“抓革命促生产”
“工业学大庆”
……我们置
身于一大片不知是翻新，还是仿旧建造的排屋前，
这里距离田小江工作室只有几公里，迎面而来的
是半个世纪前“流行词”
做成的标语。尽管知道这
是为了吸引怀旧游客的旅游策划，仍不禁穿越时
空，遥想往昔这里“战天斗地”
的火热。
不是为了加工雕
只是，当年这里“战天斗地”
刻鸡血石，还真的是把鸡血石粉碎，从中提炼俗
称水银的重金属：汞。
“鸡鸣二省闻，一步跨三县”
，位于武陵深处
群山连绵的这片土地，叫万山，位于贵州省铜仁
地区。
“万山红遍”
，地层底下的红色矿石，决定了
万山与别的“山”
不一样的前世今生。
20 世纪 50 年代，这里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
融采矿、冶炼、科研于一体的汞工业基地。央企贵
州汞矿几乎成了万山的代名词。
“朱砂流丹、水银
生辉、百业兴旺、生机盎然”
，是贵州汞矿鼎盛时
期的真实写照。几十年间，万山生产的汞占全国
60% 以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永载史
册的贡献。万山生产的汞，因为国偿还苏联债务，
被周总理称为“爱国汞”
。
汞，给这片土地带来过荣光。这里被誉为“中
国汞都”
。1966 年，中国第一个县级行政特区在
万山成立。一时间，贵州万山特区遐迩闻名，日、
法、英、美等国汞专家也纷纷来此取“经”
。
汞，嵌入了这里几代人的温暖记忆。在铜仁
地区，贵州汞矿数万职工和家属曾是令人羡慕的
群体。年逾六旬的贵州汞矿末代生产矿长兼总工
程师李晓康回忆：
“那个时候，我们矿上的大学
生、研究生挺多，不少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呢！”
汞，也给这片土地留下“负资产”
。生产水银
的过程摧垮了很多工人的身体，森林覆盖率大幅
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更严峻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资源
枯竭、矿老山空、人口流失，曾给万山带来荣光也
带来“负资产”
的重金属汞，再也支撑不起这个工
业特区——
—
2002 年 5 月，贵州汞矿终因被实施政策性
永久关闭破产；
2009 年 3 月，万山被国家列为第二批资源
枯竭型城市；
2011 年，万山摘下了特区的帽子，成为铜仁
市普通辖区；
……
“汞都”
破败了，一时间似乎难逃矿尽城衰的
宿命。
连生产矿长兼总工程师李晓康，
也不得不远
走他乡打工糊口。
有人建议放弃发展这个地方。
然而，贵州没有放弃，铜仁没有放弃，万山人
没有放弃。用“五大发展理念”
重新审视脚下的土
地，万山人豁然开朗：告别水银，朱砂还在，而且
比水银价值要翻好多倍；
“万山红遍”
，围绕朱砂
可做的文章比汞要精彩好多倍；修复生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振精神，重建新万山获得
最强大的引力……
资源观一变，万山人发现，枯竭的只是汞，并
不是资源，万山有的是比汞更好的资源。为了建
设一个更美好的万山，铜仁市对万山实施“城市
异地转型”
，通过调整区划，铜仁市南部的谢桥、
茶店等地被划入万山，万山成了主城区的一部
分。围绕朱砂旅游、生态农业、新能源汽车发展新
产业，短短数年间，
“中国汞都”
变身“朱砂王国”
，
“资源枯竭”
的“死地”
变身生机勃勃的新城。
经历与汞告别的阵痛之后，万山真的像朱砂
了起来。
一样“红”

重建“朱砂王国”
。朱砂情结”
老路不能再走了 “
源远流长的万山人心有不甘：
这片
兴盛了数千年的丹红之地 ，
岂能说
衰就衰了？
面对记者，李晓康至今坚持认为，万山地下
仍然还有一座金山：如果能投入足够的启动资
金，万山人随时能变现脚下这座金山的价值——
—
接近 9 亿吨露天钾矿，1 亿吨的石煤，地下 1 . 5
米到 2 米的重稀土……
直到有人提醒他，现有的开采生产技术达不
到环保要求，有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万
山不能再靠挖山开矿过日子，这个对采矿情有独
钟的老人才无奈地止住了话头。
老路不能再走了。
“朱砂情结”
源远流长的万
山人心有不甘，自己这片兴盛了数千年的丹红之
地，岂能说衰就衰了？
悠久的采冶历史，为万山留下了扎实的技

“人气”回来了
人回来了，
这是“没落汞都”
奋
力转型、
破茧重生的最强有力信号

。采 访 对 象 供 图 ）
朱砂古镇悬崖玻璃栈道（

术、人才及品牌基础。很快，在贵汞关闭后的艰难
岁月中，一些头脑灵活的下岗矿工重新唤醒对朱
砂的记忆，重新挖掘这些曾经粉碎后炼汞的原
料——
— 朱砂的艺术价值。
相传在西周时，从巴方来了一个梵氏女子，
教土民在崖壁上沿着丹脉敲凿取丹。梵氏将凿得
的丹砂献给武王，武王服之，不仅心悸不宁的毛
病被治好了，而且神清气爽，颜面红润，智慧超
。
人，体力倍增，便敕封产丹之山为“大万寿山”
“大万寿山”
在元、明、清代简称大万山，民国
开始称为“万山”
。故民间传说：
“万山，是以丹得
名”
。道家的仙丹、佛像的开光、皇帝的御批、美人
的胭脂……朱砂是中国红的缘起。丰富的朱砂储
量和可追溯到夏商时期的采冶历史，让地处西南
的万山平添了根正苗红的中华底蕴。
万山的朱砂储量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在全
，
世界，重 50 克以上的朱砂，均可称为“朱砂王”
据可靠统计，现存世的“朱砂王”
仅有 56 颗，其中
50 颗产于万山。
贵汞过去也生产朱砂。但按李晓康理解，这
不过是跟水银价格差不多的工业原料。
事实上，万山朱砂石自唐代起，就被列为贡
品。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博物馆和斯密森
博物馆都有它的身影。
在挥手告别水银的新时代，万山朱砂的价值
得到了重新评估。这次不再是工业品，而是工艺
品。一字之改，价值之差不可以道里计。
2016 年，万山区政府出资 3 亿元，建设以发
展朱砂工艺产业为主体，产品研发、培训、生产、
检验、销售、展示于一体的万山朱砂工艺产业园。
目前，朱砂工艺产业园入园企业 28 家，生产
的产品种类有朱砂雕刻、朱砂摆件、朱砂首饰、朱
砂印章等 20 多个品种，已远销北京、山东、湖南、
江苏、浙江和云南等地。越来越多的昔日汞矿工
人，变身朱砂文化的传播者。
鸡血石与朱砂同种，化学成分都是硫化汞，
常相伴而生。有 20 余年从业经验的田小江认为，
( 鸡血石血色褪去 ) 的万山鸡血石，有
不易“跑血”
不输昌化鸡血石和巴林鸡血石的艺术价值。
田小江任总经理的公司就位于万山区朱砂
工艺产业园内。扎根贵州 4 年多，这位浙江人希
望，未来万山鸡血石能有老家昌化鸡血石的名
气。那么，他眼前的这块原石将会雕刻出千万元
级的作品。田小江从不怀疑自己的憧憬。
在今天的万山，以朱砂为名重新焕发生机
的，不止工艺产业园中等待巧匠雕刻的矿石，还
有朱小俊脚下的土地。
这个个子不高的江西人，现在是万山“千年
丹都·朱砂古镇”
的管理者。
贵汞关闭后，曾经的矿区厂房不可避免地走
向破败。万山区将曾经是厂区核心部分的工业遗
址，改造成国家矿山公园。然而，在十多年里，除
了矿上的下岗工人和家属来散步纳凉外，这座免
费的 4A 级景区大多数时候冷冷清清，在外界没
有半点名气。
虽然矿山公园长期门可罗雀，但万山人对它
的定位很笃定——
— 轰轰烈烈的开采创举，在岁月
的长河中渐渐变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万山
矿洞内留下了采矿工人数千年来开凿的石梯、隧
道、刻槽、标记、矿柱、巷道等遗迹遗物，以及在采
矿、选矿和冶炼中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的工艺技
术，是研究中国矿业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正如万山区委书记田玉军所言：
“资源挖完
了，资源下面的文化还在。而文化恰是旅游业的
。两者相融合，能产生 1+1>2 的效应。”
‘根’
与‘魂’

2015 年 7 月，万山区引进曾打造江西婺源
景区的江西上饶吉阳集团，投资 20 亿元，将国家
矿山公园进行开发，并取名为“朱砂古镇”
。2016
年 5 月中国第一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
山休闲怀旧小镇，开门迎接八方来宾。
“因为万山 2000 多年的朱砂开采历史，我们
把这里定名为朱砂古镇。”
朱小俊说。
如今，970 公里人工采矿坑道变身如梦如幻
的“时空隧道”
；关闭多年的汞都电影院就地重新
开张；陡峭险峻的矿山悬崖架起了惊险刺激的玻
璃栈道；门口写着“身在万山胸怀世界，为国分忧
无私奉献”标语的职工家属区已修整为影视基
地……重要的是昔日冷清的矿山公园、破败的厂
区又有了热闹的人气。
“世界朱砂看中国，中国朱砂看万山。”
如今，
这个集特色文化、休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于一
体的旅游小镇总面积达 1 0 5 平方公里，包括朱
砂大观园、矿山休闲怀旧小镇、矿山博物馆、工
人文化村、丹砂文化历史感悟区等，万山实现了
由“卖汞”
向“卖景”
的转变，连怀旧都成了一种资
源。
朱砂古镇，已经成为万山吸引八方来客的耀
眼名片。古镇开业以来，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带
动万山区重现生机，昔日废渣废气废水遍地的汞
矿，成为游人如织、商贾云集的旅游新区。
万山旅游资源，不只是朱砂。这里年均气温
15 摄氏度，素有“凉都”
“避暑公园”
之称，经过矿
山治理，万山重现青山绿水，成为地地道道的“氧
吧”
。万山邻近张家界、凤凰古城、梵净山，将共同
打造黄金旅游线路，万山确定将发展大健康、大
旅游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关键
一招”
。
站在玻璃栈道上，两侧青山入眼，崖下绿树
丛生。对面山体上刻着 5 个用中国红写成的气势
雄浑的毛体字——
— 看万山红遍，预示着万山旅游
业的美好未来。

无中生有闯新路
新万山是“丹砂王国”，
但不能
”
“
要彻底摆脱资源
只是 丹砂王国 。
型城市的束缚，
永别矿尽城衰，
万山
的目光更长远
朱砂古镇和朱砂工艺产业园连系着万山
3000 年的血脉传承。
新万山是“丹砂王国”
，但不能只是“丹砂王
国”
。要彻底摆脱资源型城市的束缚，永别矿尽城
衰，万山的目光更长远。
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强调，有着深厚工业传
统的万山，要着力发展一批新兴产业和龙头企
业，要打造为黔东工业聚集区的重要板块。
如今，从朱砂古镇往南约 10 分钟车程，就是
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的总装车间。干净整洁的厂
房里，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装配新
能源汽车。生产线上的新能源汽车价格适中，一
辆仅 2 . 3 万元，充一次电能跑 120 公里。
然而，仅仅在 1 年前，万山的装备制造业还
是一页空白。现在的园区当时也是一片荒山。不
过，对立志发奋图强的万山人，这不是问题——
—
过去没有的，今天就要无中生有。
2016 年 4 月，山东潍坊坤泰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投资 20 亿元落户万山经开区，建设万仁新

能源汽车项目。
万山人用两个月完成 1435 亩征地拆迁，
两个半月完成 420 万方的场平工程，半年时间
完成 12 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设，一年时间完成
4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宿舍楼建设，同时完成
了边坡绿化、厂区道路等工程建设。
2017 年 7 月 31 日，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
首辆汽车下线。据总装车间负责人介绍，现在
总装车间有 200 名员工。公司设计产能可实现
年产整车 15 万辆，解决 4000 余人就业。
新制造业有了龙头企业，新农业也没有落
后。
因矿而兴的万山，过去一直被认为不适合
发展农业。然而，在万仁新能源汽车厂区附近
的高楼坪乡，1 8 个月的时间，贵州省第一个
4A 级现代农业博览园——
— 九丰农业博览园拔
地而起。
2 0 1 5 年 5 月从山东寿光招商引进的项
目，从签约到开工仅 15 天，从开工到第一批蔬
菜产品上市仅 3 个月。
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近 5 年在黔山秀水
间屡见不鲜。
如今的九丰农业博览园内，13 . 8 万平方
米的现代化蔬菜生产、育苗、观光和成果展示
大棚，大约有 1 9 个足球场大小，可年产蔬菜
6 . 6 万吨，
直接解决 2000 多人就业。
过去在寿光的时候，博览园负责人王守明
对整个贵州的印象，一直是“天无三日晴、地无
三尺平”
。直到他亲自来贵州，来了万山工作，
才知道西南山区在农业上也有自己的优势。
“贵州的日照比不上山东。但海拔高、温差
大、虫害少。这里的水是山泉水，蔬菜的品质就
上来了。”
王守明说。
8 月底，大棚里面有点闷热。30 岁的徐福
秀正弯着腰犁地。她最近的工作是把大棚里二
三月份种的小西红柿摘下来，然后种上秋葵。
在进入九丰农业工作以前，家住附近的徐
福秀种的水稻仅够自家吃，没有任何经济收益。
现在她每天工作 8 . 5 小时，工资每天 60 元按
天结算。如果没有缺勤，月底还有 300 元奖金。
像九丰农业博览园这样集农业、农产品加
工业和观光业于一身的企业带来的先进农业
技术正重塑万山的农业。徐福秀奇怪：
“我们自
己种的黄瓜一年一季，一株三五斤。九丰的黄
瓜一年三季，一株产量能到三五十斤。”
在万山区新工业和新农业闯出一条新路
的同时，第三产业也不遑多让。
随着国家持续投入，过去总被诟病交通闭
塞的贵州，正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交通枢
纽。数千年最大发展瓶颈被打破，过去被大山
所困的贵州人开始学会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
万山人发现，以万山区为中心，方圆 200
公里内没有大型游乐设施。
2015 年 7 月，万山区就在交通便利的位
置招商引资建成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娱乐项
目——
— 万山·彩虹海。
今年 5 月，项目的水上游乐设施已经开
园。经理龙顺军介绍，彩虹海不仅可以辐射整
个铜仁市，距重庆秀山县和著名的湖南凤凰景
区都仅有 1 . 5 小时车程。
随着交通物流环境改善，电商产业的发展
也是应有之义。
万山区过去没有电商。2015 年，万山区就
开出百万年薪的招贤榜吸引人才打造电商生
态城。

59 岁的李来娣过着早上散步、中午休息、
晚上跳广场舞的小日子，作息非常规律。
2012 年，李来娣拆迁安置搬进了汞都大
道旁的同心社区。当年在矿上 30 平方米的砖
木结构平房换成了今天 90 平方米的楼房。女
儿出嫁去六盘水市后，房子稍显冷清。
不过，李来娣并不介意。偶尔女儿女婿带
着外孙回万山，再不会“捉襟见肘”
。
汞矿关闭前，李来娣在贵州汞矿机选厂工
作了 23 年。被政策性退休后，一开始她每月只
能领到几百元的工资。为了供女儿读书，长期
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她在镇上的超市打了
10 年零工。
“我知足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来娣
说。沙发对面是一台 55 吋的液晶电视。如今每
年增长的工资，保障她一个人的晚年生活绰绰
有余。现在李来娣给自己的任务是养好身体。
说着，李来娣从自己卧室衣柜最下层抽了
一件用塑料薄膜装好的灰色防寒大衣。那是她
最珍贵的收藏。
2008 年 1 月，万山区遭受特大凝冻灾害，
习近平同志踏积雪、冒严寒，亲临万山察看灾
情，看望慰问万山受灾群众，并叮嘱万山干部
群众要坚定信心，战胜困难，走出困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过上富裕生活。
李来娣是当年习近平同志看望慰问的受
灾户之一。习近平同志亲手交给她两床棉被、
两件防寒大衣。
“当时习近平同志来看望我的时候，他像
亲人一样问我，生活条件怎么样？有没有困难，
工资收入有多少？”
9 年前，李来娣根本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
能住进楼房。
9 年后，李来娣说：
“非常感谢习主席当年
来看我。如果他再来万山，我想告诉他，现在我
的生活好多了。”
事实上，2011 年以来，按“产业原地转型、
城市异地转型、民生保障托底”
的思路，万山区
投入 2 . 3 亿元在老城区和谢桥新区修建廉租
房 4080 套，安置了 3728 户矿工家庭。
与贵汞刚刚关闭的艰难岁月比，现在的万
山开始重现火红年代的盎然生机。随着汞矿变
成朱砂古镇，在外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
在朱砂古镇地下矿洞景点入口，吴计系正
在给游客检票。他的父亲曾经在贵州汞矿工作
30 多年，年少时吴计系还梦想着有一天能接
替父亲，当一名汞矿工人。然而，汞矿关闭后，
一家人失去收入来源。20 多岁的吴计系选择
外出务工。去年，吴计系成了景区的一名工作
人员，圆了儿时梦想。
“工作地点没变，但环境和收入完全变好
了。”48 岁的李远军在 2016 年底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
李远军从小在万山汞矿长大。下岗后，李
远军和工友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离开家
乡，南下广东务工。
得知以前废旧的汞矿遗址已被开发成了
旅游景区，李远军回到了万山。现在他和过去
的工友们在景区上班，每月工资有两三千元。
“现在景区员工 320 人左右。其中 300 人
是当地矿工和他们的子女。除了我们直接雇佣
的工人，很多老工人下岗后，在街上开三轮车，
开 小 饭 馆 。现 在 游 客 多 了 ，他 们 也 有 了 新 活
计。”
朱砂古镇负责人朱小俊说。
矿工们的住房逐步安置了、景区道路硬化
了、万山的空气干净了许多。
对贵汞关闭心有遗憾的老矿长李晓康也由
衷点点头道：
“现在跟过去比，
那肯定好得多了。
”
当初很多老工人都投靠外出谋生的儿女，
离开了万山。
“去年，在贵阳的好几个人回来看
了之后，他们想落叶归根了。”
李晓康说。
人回来了，这是“没落汞都”
奋力转型、破
茧重生的最强有力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