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1
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炜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shb@163.com 城市目击

1919-1943

（ 本版面每逢周五出版）

王 唯 铭 创意团队出品

欢迎读者交流探讨
来电请致13501734536
http://weibo.com/1035959870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唯铭
本版摄影 记者 施培琦

雨开始下了起来，不松不紧，淅
淅沥沥，似有似无。天色似乎更加的
阴沉了起来，让当年爱多亚路这一
带的景物泛着冷冷微光。

车子在马路上飞驰而过，还有
头上那个笨重的高架，也有无数车
子正一路驰去，有声响传来，是轮胎
压着雨水与地面发出的摩擦之声。

这就是1923年的秋季吗？或者，
这就是1923年秋季时的爱多亚路
吗？

如是，但马路右边怎会出现这
一幢崭新的阿达迪可建筑？马路左
侧又怎会占据着这么一大片青色树
木？而在我站立的面前，又怎会横贯
着这么一个巨大、笨拙的高架道？那
高架道强横、霸道地挨近了我身后
的这幢建筑，仿佛生生地要将建筑
压扁了似的。

转过身子，端详这幢建筑，1923
年扑面而来。

但见，大门两旁有爱奥尼柱子
两根，相当的古意；柱子两边有精美
的装饰，有幽然的古情；目光上移，
有多层灰色、凝重的墙体，长长檐口
上有巨大山花，亦是十分的古雅；西
部转角处，又有穹顶塔楼，走的是先
施大楼、永安大楼那一路，十分的巴
洛克，彰显着19世纪欧洲的那些伟
大岁月，也彰显着被叫作“ 殖民主义
者”的男女们来到上海后的美学趣

味。
毫无疑问，这里正是占地面积

2601平方米、建筑面积12320平方米
的那幢建筑，它坐北朝南，钢框结构，
建筑学家将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风
格，而在遥远的1923年，当它经通和
洋行之手落成时，是被用作华商纱布
交易所，那是遥远的1923年啊！

此刻，我沿水磨石的台阶向高
高的二楼走去。

台阶时有损坏，然黯然表面令
我感觉到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二
楼，推门而入，门厅里的古意分明萦
绕并盎然了起来。

先见大片青色、带小花图案的
水磨石地坪，是经典的上世纪20年
代流行的风尚。水磨石地坪的一个
局部区域，可以瞥见有熊猫造型。看
着我不解的眼神，上海自然博物馆
赵鸿先生便解释道：“ 就这个是后来
做的，时间大概在50年代。那时，这
里刚刚成为上海自然博物馆。”

除此之外，门厅里的所有都源
自1923年。

木门、窗户、吊顶乃至窗户上的
装潢，全是当时模样。时光倏尔80多
年，但那暗红色的木门一点也不变
形，足见当时用材之好。环视四周，
房顶上有类似中国藻井般的装潢，
窗户上则有充满了古典意趣的装
饰，所有这些韵味都不是今日能够

焕发。
由门厅进入大厅，眼前更是蓦

然一惊、一亮。
挑高将近30米左右的大堂，气

派足够恢弘，场面足够开阔。尽管原
先的六根巨柱此刻有三根被包裹在
了墙壁里，但就留在空间中的这三
根巨柱来看，当年纱布交易所的奢
华气派端的是不同凡响。

此刻，巨柱的柱身十分斑驳，在
这个有意营造的泛着暗黄色灯光的
空间中，你依稀可辨高高头顶上的
那个个“ 牛腿”，天光从更其高远的
天棚漏了进来，让这个浩荡、幽暗的
大空间充满了别样的视觉感受。

立刻，我看到了那头传说中的
恐龙。

高为22米，宽为3.5米，合川马门
溪龙，中国大地上曾经的巨无霸，在
六千万年之前，被一次意外的打击
而毁灭了整个生物种群。这刻，它巨
大的骨骼正诡异地呈现在了我的眼
前。

它几乎是这座城市数代人的集
体记忆，无论你是50后，抑或60后，
乃至70后、80后，在所有这些人的童
年生活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能够回
想起自己当年站在这个巨无霸之前
战战兢兢的情景。只是此刻我必须
将它放过一边，那是因了我们要进
入的是1923年，上世纪的20年代。

华商纱布交易所：

高高天棚下的变幻时光

1937年，因了中日之战的正式打
响，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宣布停牌歇业。

而1958年，上海自然博物馆迁入
这幢新古典主义的大楼中，那个时候，
当年对日不落帝国表示敬意的爱多亚
路路名，已经被改成延安东路了。

作为自然博物馆，它的筹建要在
更早一些时候，1956年的12月27日，
自然博物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
馆的性质为“ 自然历史”，将要筹建
并推出的是动物、植物、人类、天文、
地质5个专业馆。

1958年8月，上海自然博物馆正
式迁入其中，在当年纱布交易员鼓噪
不止的这个大厅里，22米高的马门溪
恐龙耸立在了玻璃天棚下，此外，还
有另外一个镇馆之宝：黄河古象。

几代少男少女在这里度过也许
是他们漫长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段。
多少年后，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都
这么说道，当年自然博物馆中的许多
东西都忘却了，唯独那头高大威猛的
恐龙，却在记忆中深深地扎了根。而
且，随着时光的消失，那恐龙仿佛越
发清晰地从幽暗中浮现。

不过，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那
头高达数十米的恐龙，其实不是真正
的化石，而只是翻模而成的石膏。真
正的化石是不能长久地置放于室外
的，这样的置放有着极大的危险性：
空气的侵蚀，以及参观者因强烈好奇
心产生的侵蚀。但即便只是石膏，将
它做出也相当的不容易，外形必须有
极高的精准度，而每块骨头上的颜色
也不一样，“ 当年是一块一块地上色
的”，陈鸿如此解释道。

我想，没有人可能看到后来的历
史，就如同没有人可能预知自己的前
生。

在1923年的这个宏伟的大厅内，
脚步匆匆、渴望着抓住命运每一个稍
纵即逝机会的交易员们，他们中没有
人会知道自己的职业将在1937年便
宣告终结，同理，他们中也没有人会
知道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在1958年迁
入其间。

但空间总是比人具有更强的生
命力，在这个恢弘的大厅，无论奔走
的是欲火中烧的交易员，还是安放着
那头不可思议的恐龙，建筑却总是不
动声色地穿越着悠远的时光和不同
时代的不同制度。

1923年，那是上海的第一个黄金
时代，这时代生发了罗兹·墨菲关于

“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把钥匙”的那声
绵长的感慨，也是在这个年份，在爱
多亚路260号的地基上，通和洋行设
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拔地而起，自它
生成那天起，它其实便获得了永生。

那时，上海开埠已有80年，租界
的越界筑路将这座城市无限地拓展
了边界，哈同们早已在“ 冒险家的乐
园”中站稳了脚跟，而后来的马勒们
也正野心勃勃地梦想着开创他们生
命的新天地。

那时，中国人的意识有了全新
的觉醒。这觉醒，发生在那些充满了
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者身上，便是
做出艰苦卓绝、改朝换代的行动，而
发生在同样具备着理想主义色彩的
实业家或商人身上，便是华商力量
的凝聚以及集体的声音发出。

在先施大楼与永安大楼，我们
听到了中国南部区域产生的冒险家
们在成功之后的心声，只是，他们的
成功之地在澳洲的昆士兰或悉尼，
这让这种成功沾染了过多的异域色
彩。而在上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上海
地域中含辛茹苦地打拼成功的人
们，他们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

136家华商交易所的风生水起
旋即烟消云散，堪称1920年代的重
大事件。

说到交易所，在洋务运动中初
试莺声的轮船招商局，其以所发行

的股票筹集资金，堪称中国近代史
上最早的股票雏形，时间为1872年。
192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立，
是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上的一大事
件。而在该年年底，上海掀起了一场
设立交易所的狂潮，仅在上海外国
领事馆注册领照的交易所数量就高
达80余家，而在全国，成立的交易所
则达到了136家。交易的品种林林总
总、无奇不有，从公债股票到杂粮油
饼，更有棉纱、煤油、火柴、麻袋，以
至到最后绝大部分交易所炒作和投
机的主要对象竟然是自身股票，此
等疯狂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投机者终将死于投机，如同贪
婪者必定灭于贪婪。

到了1921年的年终，上海金融
市场银根紧缩，危机显现，死局初
定；而进入次年3月，便是大江东去、
落花流水，绝大部分交易所只能在
一阵疯狂之后关门大吉，最后剩下
的只有六家，六家中的一家便是上
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华商纱布交易所不在狂潮中沉
没，自有它的道理。

1919年8月日商取引所（ 即交易

所） 决定从9月1 日起兼做棉花贸
易，并在浦东建设栈房作囤花之用。
日商取引所的用意无非是操纵中国
的棉花市场，将众多华商纺织厂家
置于死地。

上海的“ 纱联会”自然不甘束
手就擒，听闻后立刻制定对策，其中
之一便是联合棉业设立花纱交易
所。

交易所由荣宗敬、穆藕初等人
发起，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资
本为300万元。交易物品为棉花、棉
纱、棉布这样三类，生意则是上述三
类物品的现货和期货交易。该交易
所有经纪人180名，交易为竞争买
卖，每日午前、午后两市四盘，期货
交易为6月期。该所的期货交易大部
分是买空卖空，其成交价格影响全
国的棉花、棉纱的市场价格。

华商纱布交易所最初租房于爱
多亚路（ 今延安东路）9号，作交易
空间。终究这个空间过于狭小，不久
便将整个交易所搬进通和洋行设计
的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大
楼的大厅挑高为30米。

你 完 全 可 以 作 这 样 的 设 想 ：
1923年的那些深秋下午，天如同今
日般的阴寒湿漉，那爱多亚路上，因
了雨水缘故，使得奥斯汀轿车开过
后响起了四溅开来的水花声。不远
处，传来外国轮船驶过后的高亢汽
笛声，但在大厅里来回穿梭的180名
经纪人，他们却紧张得不可开交，全
然无意于门外景色或声响，他们从事
这份工作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要将
日商取引所打将下去，当然，更大的
目的则在于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我在一边提出一个问题：他们
中有谁经历着交易所在1937年时的
颓然败象？又有谁目睹了交易所
1958年时的社会变故？

1923年的那幢华商大楼

一枝独秀的纱布交易所

留存记忆中的马门溪龙化石

延安东路260号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原为华商纱布交易所。

厚重的木门和青色水磨石的地板颇有新古典主义风格。

让人印象深刻的合川马门溪龙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