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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地理

一周地铁族

武汉地铁站名趣谈

交通路的书香
湮没在时代发展大潮中

地铁里有了催生广告
下班通勤时光想放松都难

沧桑大汉口曾是
内陆外贸发展的奇迹

记者马梦娅
胡榴明

董玉梅
抗战胜利后， 西迁的文化机构陆
续迁回武汉， 新的书店又源源不断地
进驻交通路。 譬如，1945年底，中共地
下党组织在交通路21号设立联营书店
分店，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
1947年， 开明书店汉口分店也把营业
地址迁到交通路25号。 短短的时间里，
文化气息又在交通路复燃并延伸到了
新中国成立。
交通路的书店多，出版社多，与之
—文具
相关的产业也来此扎堆经营——
店、测绘仪器店纷纷开张，短短的一条
街上，几乎把学校用品包了下来。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在张铁
夫的带领下， 中原局机关报 《中原日
报》 派出的先遣队于5月22日到达武
汉，当日接收了伪《武汉日报》，23日便
发行了毛主席题写报头的中共中央中
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 在此期间，张
铁夫、陈笑雨(司马龙)和郭小川(丁云)
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合写专栏《思
想杂谈》，每日一篇千字文，在《长江日
报》 连续发表近两年， 由于其思想敏
锐，主题突出，短小精悍，针对性强而
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思想杂谈》问世
不久， 位于生成北里13号的武汉通俗
出版社便陆续结集出版， 前后共结集
11辑，并反复再版。 据不完全统计，《思
想杂谈》的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册，在
中国新闻史、中国出版史上，是令人难
以置信的业绩。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中苏友好
的蜜月期。 在交通路上的国际书店汉
口分店，发行了大量的俄、英、法文版
的书籍。 该店的营销业务相当广泛，
其触角还伸到了广州、长沙、南昌、南
宁、株洲和百色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大
专院校，成为这些地方的外国图书供
销站。
20世纪80年代初， 交通路的文化
氛围还是相当浓厚的， 这里有几家很
大的书店，还有专门的古旧书店。 学生
和科研人员最爱来这里淘书。 1979年
到1983年我就读武汉师范学院期间，
国家每月发给我17.5元生活费，再加上
周六晚餐和周日一天的饭回家吃，每
月还是可以省出5元钱。 拿着这钱，我
几乎每周都会到交通路古旧书店 买
书。 前不久，从书架上翻出了一套精装
本的《辛亥革命前十年论文集》，5本一
套， 是我1980年10月在古旧书店淘的
旧书，居然只要人民币4.56元。
在90年代之后，古旧书店，这个历
史丰厚、建筑精美、充满文化气息的老
建筑，被美特斯邦威占用，人们似乎不
再需要书店了。 仔细回想，原来交通路
的没落，其实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
那时， 交通路独有的由小块花岗岩石
铺成的路面上， 已经飘了60多年的书
香被集贸市场所替代， 水产品的腥味
终于淹没了久远而浓烈的书香。 很快，
交通路的一边， 曾经是中华书局和世
界书局所在的生成南里就被拆掉了，
高大的王府井商场拔地而起。 此后，交
通路剩下的生成北里也开始从著名的
大书店、 文具店转向普通而狭小的餐
饮和服装业，修建地铁时，生成北里也
拆掉了，包括生活书店旧址、上海杂志
公司旧址、悦新昌绸布店、品珍珠宝行
旧址， 还有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邹协
和金号。
变成了繁忙的地铁2号线的出口，
交通路承载的历史信息， 还有那些活
生生的历史， 仍然保留在许多文化人
的自传中，保留在相关的书籍中，还有
我们的记录中。

始发车

“吃光家里的饭，至少需要三张嘴，让我们生个孩子吧。 ”看到这样的广告
语，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最近，长沙地铁车厢内广告引发争议。 网友晒出的照
片，一列地铁车厢被包装成淡粉色，随处能见到“生孩子的1001个理由”等字
眼。
除了上面提到的广告语外，还有一些广告语，均以“生孩子的1001个理
由”开头，诸如：“爱的魔力不可思议，该来点生命的奇迹，让我们生个孩子吧”
“世界不能损失我这样的盛世美颜，让我们生个孩子吧”……
据了解，这是某针对孕妇的医药健康品牌在地铁车厢打出的广告。 这组
广告被曝网上后，很多人质疑广告是在“变相催生”。 对于地铁乘客中的年轻
人而言，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孩子，看到这样的广告难免会产生反感。 同时，
—这些广告语也许是针对
也有人表示，广告贴在那儿，看不看是你的选择——
已经怀孕准备生宝宝的人，单身的人瞎操什么心呢。
地铁是一个很微妙的空间。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很难保持安全、得体的距
离，它也因此成了观察人的完美场合。 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地铁车厢里，愁容
总是比笑容多，疲倦总是比活力更主旋律，高峰时段尤甚。 那些形形色色、不
那么意气风发的人，构成了有趣的地铁图鉴。
生活不易，生娃更不易。 因此每个人就都具备了敏感的神经，提起那些容
易刺痛内心的话题，难免跳脚。
上下班路上乘坐地铁，这节车厢是我们精神逃离的利器。 干练的OL服装
下有一颗期待放松的心，若是发现空位，则是一天劳累后的小确幸。 隔壁姑娘
的手机上在播放《延禧攻略》，对面大叔在迅速翻阅头条新闻，邻座小哥的《王
者荣耀》都多了一个观众。
生活不容易，人人都是生活路上背负重压前行的孤独者，在短暂休憩的
地铁里还要被“催生”？！ 难怪大家会如此激动。
然而日子本身就是期待我们逐渐淡定，归于平静心态的旅程，以乐观应
对调侃，以从容态度表达奋斗的过程，心灵才会得到愉悦自然。

武汉公交记忆

聆听三轮车工人余宏杞的报告
刘宝森
1971年春节前夕，交通邮政系统组织新工人到汉口海员俱乐部参加英模
人物报告会，台上作报告的有武汉公共汽车修理厂锅炉工陈幼龄、武汉三轮
车合作社工人余宏杞等人。
我对余宏杞的报告印象特别深。 他回忆起旧社会三轮车工人之苦，让会
场的气氛一度很沉闷和沉重。 当讲到三轮车工人翻身得解放时，整个会场似
乎云开雾散，红日喷薄而出。 余宏杞被树为先进典型的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
发展最困难的一年。 少数三轮车工人不执行明码实价，多要钱，引起乘客不
满，意见很大。 余宏杞却坚持明码实价，不多收一分钱。
20世纪50、60年代，对三轮车管理较为规范。 在武汉三镇的主要路口都设
有三轮车站。 站上有一个木质的四面洞开的站亭，用于发车调度之用。 站亭前
有一口用木盖盖着的大水缸，里面泡的是花红茶。 木盖上有竹筒制成的勺子，
三轮车工人可随时舀水喝解渴。 所有的三轮车头朝着同一方向，一辆接一辆
整齐摆放着，站上有专门的发价员，按顺序发车，按里程计价。 车前把手处有
铁丝串着深红色、青灰、谷黄、咖啡、象牙白等各色如铜钱大小的牌子，用以计
量劳动效益。 三轮车工人多要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未在站上叫车的情况；还
有就是发价员还未上班的时段，早8时前，晚6时之后，被称为“自留地”，三轮
车工人可以随便要价。
9月的一个清晨，三民路铜人像三轮车站来了两个乘客，要雇车到汉口大
智门车站。 这时站上的发价员还没有上班，由三轮车工自己发价。 余宏杞很热
情地迎上去：“到汉口车站，请上车，三角六分。 ”等余宏杞走后，其他的三轮车
工人议论开了：“要是我，少八角钱不踩，有钱不赚是‘苕货’。 ”有人惊叹地说：
“过去只听说他坚持明码实价，我还不相信，今天算是见了真包公。 ”
这是余宏杞坚持明码实价大量事例中的一例。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毫
不含糊地不多要一分钱。
现在我们坐出租都是打表的， 在机场火车站出租车更是有监督服务，只
要不坐黑车，就不会上当受骗。 虽然也有优秀出租车司机之类的评选，但是明
码实价这一条已经不能作为优秀的标准，而是每一台出租车都应该做到的一
般标准了。

站在市区某一超高层建筑的高
处，俯视地面上的街道和房屋，红色
的和灰色的瓦顶，波浪一般在身子底
下起伏，那里藏着老屋和老街，藏着
老汉口的过去，陈旧的光影掩在开阔
如海洋的城市建筑群里，只有深入进
去，才能一点一点地发现。
英国现代作家毛姆的小说 《面
纱》，2006年由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全
球上映，片中提及20世纪初期中国大
陆海外通商大都市， 第一是上海，第
二是汉口。
晚清以及民国，中国境内外将武
汉三镇统称作“汉口”，有意或无意忽
略武昌和汉阳两城——
—从长江下游
来，称“到汉口”；从 长江 上 游来 ，称
“下汉口”；从周边县乡来 ，称“去汉
口”——
—汉口,当年人们的梦，梦中的
繁华，化作历史上的真实，平湖大泽
之间浮起一座新城，150年的沧海桑
田，这就是汉口。
明末清初，汉口成为长江中下游
商业重镇，因为有长江、汉水两大水
系的船舶运输，商贸集市，加上随商
贸集市兴盛而汇聚的城镇民居大都
集结在两江交汇之地，沿汉水之滨形
成城镇初期雏形——
—今天汉口的中
心，沿江大道、中山大道周边的城区，
当时根本还不存在。
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地属湖北
省江汉平原，古云梦泽遗址，湖泊沼
泽遍布，其中，长江北岸的汉口地势
最低，当年（19世纪初期）的汉口，在
汉水入长江口建城，即汉正街方圆街
区， 城区范围非常小——
—西临汉水，
北止于后湖（指今中山大道上段长堤
街一带），南临长江，东止于两江交汇
地龙王庙。
18世纪末19世纪初，商贸繁荣导
致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自龙王庙以下
（指长江水流流向）的沿江地段，渐次
有人居住， 木屋板屋的街衢巷陌，一
直延伸到今天的花楼街。
因水而生， 也可能因水而覆，当
年的长江大水，是汉口城区建设最大
的阻碍。
从西陵峡口冲出的长江，在平原
上流淌得放诞恣肆， 汉水入江口一
带，二水撞击，水流激荡，每年夏天涨
水季节更是来势凶猛，浑黄色的江水
扑向江岸，掀天裂地，清廷官府修筑
的堤防溃若败絮散沙。 那时候，人们
居屋不敢离长江太近， 洪水若猛兽，
当人们还不能驾驭它的时候。 那时
候， 汉口长江江边还是一片荒滩，滩
上长几枝芦苇， 江边飞几只鸥鸟，水
退了一片白沙， 水来时一片汪洋，那
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地
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城区。
1861年，汉口开埠，清政府沿长
江江边割地为英俄德法日五国“永久
性”租借使用，很快乌瓦木梁的中国
传统式建筑被坡瓦砖墙的欧洲近现
代建筑取代了，武汉城市建设近现代
化从租界开始。
五国租界建在长江之滨， 为的
是通商的便利， 当年只要登上长江
江面任何一艘外洋轮船， 便等于走
出了中国国境。 汉口深居内陆，开放
商埠 较东 南 沿海 城 市晚 二十 年 ，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资
源， 使居于大陆腹心的这座口内通
商城市很快卷入世界经济贸易的大
潮，其后数年，发展势头迅猛直逼上
海， 被称为中国内陆外贸勃兴的一
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