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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Motify）: 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

名

002

第二眼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的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外滩、浦东、南京

东路、城隍庙、豫园、徐家汇大教堂、新天地……这些最

著名的地标。

其实“上海是无法被轻易阅读的”，作为一个中西文化的

交汇点，她的历史也许不算长，但风云变幻、名人荟萃。

这些盛满了故事的老街、老房子像散了页的老照片般遍布

上海，很容易被旅行者忽略。在此介绍三条徒步路线，不

仅包括老房子，还有美食和购物场所，走下了这些地方，

对上海的历史与现状多少就有一定的了解了。

对于没有来过上海的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没有太多

文化积淀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等你经历过、接

触过、阅读过上海以后再说，也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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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上海，人民广场不可不去，它可以说是上海

的神经中枢，集中了很多文化艺术展馆：美术馆、

博物馆、城市规划馆和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

若只看外型，我最喜欢的是上海美术馆，它原为上

海跑马总会，建于1933年，是新古典主义的建筑

风格。远远望去，整栋建筑非常典雅，与周围尖叫

的现代建筑比起来，它显得既传统又时尚，这也是

上海许多老房子的特色。它们的建筑风格带有鲜明

的时代烙印，但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无论何时看上

去，总是那么大方气派。也许，这就是经典与流行

的区别吧。

人民广场周围商场很多，北侧的新世界是个有年头

的百货商场，装修风格有些落伍，但每到傍晚，就

会有一些老克勒模样的老年人聚集在门口，播放舞

曲，很投入的跳起了交谊舞，很西化的氛围。人民

广场的饮食也非常方便。在广场南侧地下，有个迪

美购物中心，跟迷宫似的。除了肯德基这些快餐店

外，还有个美食广场，集中了口味各异的多个小

店，因为竞争激烈，所以物美价廉，一人16元就可

以吃到丰富的套餐，果盘果汁也很便宜。这个价格

在上海，绝对很实惠了。

如果想去远一点，广场北侧有黄河路美食街、西侧

有吴江路美食街、东侧有云南路美食街。云南南路

小吃历史最早，许多上海人现在则爱来此吃夜宵；

黄河路距离最近，但缺乏特色，我没觉得有什么吸

引人的馆子；吴江路比较远，但里面有家小杨生

煎，在上海很知名。生煎包有点类似西北的汤包。

小杨生煎开了几家连锁店，黄河路上就有，但公认

吴江路的味道最正宗。这条路口还有个“柏德里”

石坊，据说年代久远。

从人民广场穿过西藏中路向东走，就是南京东路

了，这里有许多著名的百年老店。南京东路不是个

购物的好地方，大商场价格贵，小店宰外地人。最

让人不舒服的是中年妇女售货员面若冰霜，成天挂

着一副苦瓜脸，令人很不舒服。中国的服务业水平

是越往北越糟糕。南京东路也可看展览，422号有

间朵云轩，创建于光绪年间，张爱玲在其小说《金

锁记》里就曾提及朵云轩特制的信笺，现在它是艺

术收藏机构，与北京荣宝斋齐名。楼上有展览馆，

不时举办些字画艺术展。

撇开繁华的南京东路，往南走，在西藏中路的九江

路口（西藏中路316号），有一座带钟楼的哥特式

基督教堂——沐恩堂，建于清光绪年间。1927年，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礼就在这举行。教堂平时不开

放，逢周日做四次礼拜，可进入参观。

福州路与南京东路平行，也通向外滩，但安静了许

多，它是旧租界最早开辟的马路之一，旧称“四马

路”，书卷味很浓，走起来很舒服。这条书街，集

中了古籍书店、外文书店、社科书店、书城等数家

大小书店。“福州路的兴旺，缘自1916年中华书局

总店建在河南路福州路上，书业由此从河南路棋盘

街向福州路延伸，1931年大东书局迁入福州路310

号营业，1932年世界书局也在福州路390号建店，

导致中国书业尤其是新书店的中心转向福州路，福

州路终于店多成市。”

福州路除了有书淘外，小吃店也不少。比如老正兴

外白渡桥

上海大厦

上海邮政博物馆

多伦路

鲁迅公园

沐恩堂

的浙江菜、王宝和的大闸蟹、振鼎鸡的白斩鸡、杏

花楼的粤式糕点。还有个逸夫舞台（701号），是

京剧界两大舞台之一，与北京长安大戏院齐名。周

末常有讲座。

从外滩（太知名，不用我细讲了）向北走，接近苏

州河的地带被称为外滩源（由苏州河黄浦江围出来

的三角地带）有14座历史保护建筑：英国领事馆、

上海大厦、浦江饭店等，有时间可以逐个看看。

外白渡桥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口的闸门，虽然外观

看起来普通，却是上海的象征之一，也是上海钢式

桥梁的“鼻祖”，到07年1月，已满百岁。苏州河

臭了几十年，因此当年电影《苏州河》中牡丹跳入

苏州河，上海人惊讶：“这样的河，也敢跳啊？”

我因喜欢周迅，因此对这条河有些亲切感，专门沿

着河边走了走。苏州河多年前已经在整治，清澈多

了。而且苏州河两岸有许多创意产业中心，也是一

条很值得徒步逛的地方，随后有专门的路线。

河畔北苏州路2509号是座邮政大楼，这栋建筑位于

桥头转角处，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

洛克钟楼建筑风格于一体，雄伟壮观，特别是从桥

对面看过来，气势磅礴。它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建筑的一部分被作为上海邮政博物馆，除了孤

品与珍品邮票外，还有1909年上海邮政总局运输邮

件用的马车、上海第一条定期航空邮路时所用的的

火车、飞机，可惜都是复制品。但大楼的屋顶为一

新建花园，从上面可以有很好的观看黄埔江两岸的

建筑以及外白渡桥的视野。特别是早上拍外滩日出

的很好位置。

沿着商业街四川北路一直一直往北走，左侧有个路

口转进去，就是多伦路。这是一条不能错过的文化

街，长550米的街道，有100多幢英法日荷式洋房，

有孔祥熙的旧居、白崇禧的旧居，白先勇的童年就

是在210号的白公馆里度过的。还有居住过鲁迅、

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丁玲、夏衍、冯

雪峰、柔石、沈尹默等几乎当年左翼文化运动所有

知名人士的景云里。“景云里”建造于1924年，只

有坐南朝北的3排三层小楼，是上海很普通的石库

门，当年租金很低。住在这儿的文化人几乎前门对

后门，叶圣陶住11号，茅盾和冯雪峰住11号甲，后

门对面18号住着鲁迅，23号住柔石，17号住周建

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艺术剧社也在多伦路

创建。真是“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

多伦路上，行人非常少，多伦路清净优雅。这条L

型的小街，除了诸多名人故居外，还有一些茶馆、

咖啡馆、收藏馆、字画店，还有一座钟楼和中国庙

宇外型的基督教堂，均小小巧巧的，很精致很舒服

的模样。故居和洋楼的周围有着上海地区最大也是

保存最完整的老式石库门建筑群，常看到一些老年

夫妇从弄堂里互相搀扶着出出入入，有时候提着

菜，有时候溜着狗，很有生活气息。弄堂有个小小

的理发店，尽头还有个宾馆，是石库门的房子改建

的，很低调的隐藏在居民区。楼梯窄窄的、通道暗

暗的、窗子小小的，曲里拐弯的，上海人家想必就

是这样的风格。最高一层的标间窗户大一些，房

价150元上下可以来这里住住，体验一下住在石库

门，与名人为邻的感觉。

从多伦路出来，沿着四川北路往山阴路方向回走，

四川北路2050号就是内山书店。现在它的一楼成

了工商银行，二层还保留着原貌，免费参观。山阴

路比四川北路安静，又比多伦路热闹，有很多老公

寓、小店和梧桐树，杂而不乱。老房子虽不如南京

东路那般耀眼，又不如多伦路修整的那样体面，但

旧虽旧，面目齐整，像刚洗好了的家常衣服，很亲

切自在的感觉，是上海市民最真实寻常的生活。

如果你从山阴路穿过，也许不会注意到132弄。它

由两排相对的石库门建筑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独立

院落，尽头9号就是鲁迅先生住过的三层小楼，也

是在这里，他与世长辞。不同于有些名人故居的花

枝招展，鲁迅故居沉默可亲，很朴素的与众多邻居

打成一片，唯一的区别是阳台上没有晾晒衣服。楼

下有个小天井，简简单单的种了一二株植物。这里

很安静，却有种力量，让你一接近就自然的放轻了

脚步。室内陈列由许广平亲手布置。

与山阴路几乎平行的另外一条通向鲁迅公园的是甜

爱路，这是一条据说是上海最浪漫的马路，曾是非

常有名的“情人墙”。路两侧是成排的水杉，白

天看起来没有特别之处，但一到夜晚，这条幽静

的小路才有味道。在路的尽头，有一间“甜爱咖啡

馆”，它的浪漫都凝缩在店名里了。

其实在甜爱路和山阴路之间，还有一条甜蜜的曲折

小巷，叫做千爱里（即内山书店后弄——山阴路2

弄），据说当年鲁迅和许广平常来此散步。千里爱

是“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产业，建于20世纪20

年代初。取‘千爱’名，因日文中的‘千爱’两字

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当时在

此居住的均为日侨，寓居在3号的房主就是内山完

造”，是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就在这

里，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左

翼作家避难。

再往北走就是鲁迅公园了，原名虹口公园，当年是

英国人设计的体育公园，现在里面有鲁迅墓地、纪

念亭、纪念馆等。鲁迅公园周围绿化很好，这里曾

经是英美租界，四处可见欧式小洋楼的红砖屋顶。

从繁华的人民广场、南京东路一路走来，心情从浮

躁趋于平静。虹口区的生活节奏似乎比黄浦区缓慢

从容许多，人们的神情也较轻松。一网友评价说虹

口是娴静温雅的，这也是我的感受。

路线A:从人民广场到鲁迅公园

上午：人民广场——南京东路/福州路

下午：外滩——外白渡桥——苏州河——四川北路

          ——多伦路——山阴路/甜爱路——鲁迅公园

名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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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B：这一带道路错综复杂，花园洋房西式公寓星

罗棋布，是一条之字型路线。

愚园路在中山公园与静安寺之间。如果是春秋季，不

妨清早先逛逛中山公园，它是上海原有景观风格保持

最完好的老公园，而且植物特别多，除了有樱花、水

杉、银杏外，华东地区最大的一棵悬铃木也在此园。

公园北面就是华东政法大学，它的前身是圣约翰大

学，是上海最漂亮的花园校园。

愚园路乍看起来是条杂乱的街道，各种时代的建筑和

风格毫无章法的排列在一起，但寻觅之下你会发现，

这里其实有不少深宅大院，只是有的变成餐厅、糕点

店、杂货店、广告公司、小诊所；有的变成幼儿园、

学校、大杂院，破败而温情。少数几座保护完整的也

被移做它用，不能擅入。这不仅仅是愚园路，也是上

海老建筑的普遍命运。上海不像青岛或鼓浪屿，能够

较完整地保留殖民地时期的城市风貌，上海做的往往

只是“点”的保留，建筑物周边的风貌绝大部分已被

破坏，新开发的建筑无论在风格还是高度上都没有受

到限制，使不少原本优雅的旧洋房在现代建筑的蚕食

下显得尴尬局促，与周围格格不入。

回头再看愚园路，它还保留了什么呐？395弄的涌泉

坊，是三层西班牙式的新式里弄的经典示范；419

弄的十栋洋房，是当年犹太人建造的，称为“十样

景”；749弄63号，曾经住过汪伪特工头头李士群，

65号则住过大名鼎鼎的周佛海。这条路上最气派豪

华的建筑当属1136弄31号汪精卫的旧公馆，它的前

身是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别墅，现在属于

长宁区少年宫。愚园路1320号是锦江饭店传奇老板

董竹君的宅院；愚园坊11号是沈钧儒的旧居；愚园

上海政法大学

华亭路

延庆路

武康大楼

路218号（与乌鲁木齐交界处）是百乐门大酒店，它

就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百乐门舞厅，梁实秋的妻子韩

菁菁还曾经是百乐门的“一代歌后”呐。

从静安寺往南，转入常熟路前记得去看看华山路303

弄16号——蔡元培的故居纪念馆，这是一幢三层高

的英式花园洋房。常熟路下接衡山路，又有地铁站，

十分热闹，两侧的街道可就安静多了。它的东侧是华

亭路和延庆路，均有大片联排旧欧式公寓与别墅，这

一带解放前曾经是上海最昂贵的高级住宅区。80年

代后，华亭路也一度非常著名，大量出售从港粤打包

来的境外旧服装或私人仿制的新潮服装，被称为“上

海小香港”。后来，附近的襄阳路代替了华亭路，成

为上海的“秀水街”，06年市场被关闭。现在的

襄阳路沉默了许多，华亭路也基本恢复了它原来

的平静。

常熟路西侧是五原路，乌鲁木齐中路到丁香花园之间

的一段，是我在上海最美的收获。这是一条没有什么

人会注意到的马路，没有商店摊档、没有名人故居、

没有车马喧扰，没有刺眼突兀的现代建筑，路边几乎

是清一色的保存完好的欧式联排公寓，外墙在岁月的

浸染下，当年鲜艳的柠檬黄变成了淡黄。不时也会出

现一二个浓荫蔽日的深宅大院，像古堡一般沉静，偶

有行人如我一般慢悠悠的从爬满常春藤的围墙下走

过。两排整齐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凋零，朝天那一

侧枝干的树皮是白色的，远远望去好像覆盖了一层

雪。走着走着，会有些恍惚，好象时间变缓了，世

界也静止了；又仿佛是回到了过去，走进了微微发

黄的历史画卷里。五原路也许不是上海最美丽的，

但绝对是走起来最轻松舒服的马路，它的秋天更令

人向往。

五原路北侧平行的一条路是安福路，有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斜对面有个面积不大的马里昂巴咖啡馆，

是艺术青年聚集地，周末有时会放映中外话剧。与

五原路相交的武康路，也是条安静的马路，欧式别

墅一幢连着一幢，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

形容武康路的老房子有一种“江河日下的精致”。

确实，单看每一座都很漂亮，但整条路看上去不如

五原路那样浑然一体。武康路113号是巴金的居所，

在这里他写下了《随想录》；393号是黄兴故居，曾

作为学校使用，现在是普通民居。

武康路与淮海中路（1842号）交界处有一栋庞然

大物，像是乘风破浪而来的巨轮，让我想起了武汉

黎黄陂路的巴公房子。它就是武康大楼，昔日的诺

曼第公寓（或称东美特公寓）。1924年由法商承

建，是当年上海著名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的

作品。诺曼第公寓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

极具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它的斜对面是淮海中路

1843号宋庆龄故居，早前是蒋纬国的寓居，后来由

蒋介石划给宋庆龄，她从1948年一直住到1981年逝

世，长达30余年。

穿过淮海中路再向南走是余庆路，这条狭窄的小

路，安静清幽，和五原路的气质一脉相承，据说也

是上海的情侣路之一。余庆路190号是一幢具有现代

装饰风格的花园住宅，陈毅和柯庆施都曾在此居住

过，现为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

余庆路的尽头就是徐家汇公园和衡山路。徐家汇公

园是个比较大的街心公园，园内有中国唱片业的鼻

祖——老百代公司的旧址“小红楼”，冼青海、聂耳

都曾在此工作过。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常在它

南侧的广场举行露天音乐会。

衡山路应该是上海最具风情的一条路，它曾是法租

界著名的贝当路，1943年更名为衡山路。全长不足3

公里，绿树成荫，一路有很多老房子，被改造成了餐

厅、酒吧、唱片店、艺术品店、饭店、公寓等，橱窗

精致洋气，很有设计感。衡山路53号，与乌鲁木齐

交界处的转角是国际礼拜堂，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1925年由当时在沪的外侨集资兴建。这座教堂的面

积很大，有7330多平方米，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基督

教堂，庭院绿化得相当出色，如果能在这里举行婚礼

一定非常浪漫。教堂平时不开放，逢宗教节日和周

末、周三开放。

从衡山路来到了东平路东段，这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

条马路。如果说五原路、武康路、余庆路是小家碧

玉，清秀可人，那么东平路就是大家闺秀，多了一

分华美与贵气。一走进东平路就立刻会觉察到它的不

同，这里进出的人很少，两旁都是独门独院的豪华别

墅。庐山有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美庐”，东平路9号

是他们的“爱庐”，这是一幢三层的法国式建筑，是

宋子文买给宋美龄的陪嫁，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基本

居住于此，这里也就成了蒋介石的上海官邸。可气的

是现在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9号楼”，门口有个

大爷看着。我去的时候是黄昏，只有几个学生在门口

玩，我晃着晃着就溜进去了，但房间都是办公室，不

能随意参观。孔祥熙故居也在这里，现在是上海音乐

学院附中“7号楼”。我真是妒忌附中的师生，能在

如此优美的环境中上学办公。

宋子文的别墅东平路11号在爱庐隔壁，被改成了西餐

厅。宋子文还有一幢别墅在岳阳路145号，那可真像

一座欧洲古城堡，现在是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这

些别墅无法任人参观，真令人遗憾。

从东平路进入汾阳路，与桃江路、岳阳路的交岔口是

当年法租界的俄国小区中心，有个小小的街心花园，

一座普希金铜像置于花岗石碑顶端，这是1937年旅

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 100周年而集资

建造的，后经多次损毁重建，现在看到的是1987年8

月，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50周年重建的，恢复普希金

胸像惟一的依据只是一小张模糊不清的旧照片。

汾阳路是一条通向上海音乐学院的路，沿途有不少

乐器、音响专营店，名人故居也不少。比如150号的

“宝莱纳”餐厅，曾是白崇禧的别墅（另一套在多

伦路，上集已说过）。79号（汾阳路与太原路交界

处）是公董局总董府邸，这是一座法国宫廷气派的

洋楼，庭院的树木是如此茂密，把整个建筑遮盖得严

严实实，很容易被路人忽视，现在它成了上海工艺

博物馆。45号（汾阳路和复兴中路交界处）有一幢

奶黄色别墅，有着西班牙风格的明快与精巧，

是 1932年海关为总税务司建的官邸，也是由邬

达克设计。抗日战争时期，丁贵堂在总税务司

任副职，才入住这幢洋房，是第一个入住的中

国人。建国后，丁贵堂举家迁至北京，原宅改

为上海海关专科学校。20号是上海音乐学院，

1927年由蔡元培与萧友梅共同创立，校内的礼

堂是原上海犹太人俱乐部。

汾阳路走到尾又是淮海中路，走向陕西南路

地铁站途中，会经过一个红瓦尖顶的花园洋

房，巴洛克式的装饰风格，这就是淮海中路

1131号的席德俊住宅。席德俊是旧上海银

行世家出身，是汇丰银行第五任洋买办，这

幢别墅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

倍高洋行老板海因里希•倍高的杰作。建国

后，曾一度作为比利时领事馆馆址，现如今

是达芬集团总办事处。

这天的徒步穿过了长宁、静安、徐汇三个区，

主要集中在徐汇区的法租界内。这一片以衡山

路为对角线的两翼，是最有欧陆风情的地段，

到处都是历史的影子，也是我最喜欢逛的一个

区域，还有许多角落值得细细寻觅。

上午：（中山公园地铁站）愚园路——静安寺——常熟路——五原路——武康路——余庆路

下午：徐家汇公园——衡山路——东平路——汾阳路——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地铁站）

名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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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路线：路线呈U字型，主要集中在卢湾区。我认为

思南路与绍兴路是来上海不能错过的两条街，值得

消磨大半天的时光，因此这条路线最短，但文字篇

幅最长。

复兴公园——思南路——泰康路——绍兴路——茂名

南路——淮海坊。

上午：每条路线几乎都从一片草坪出发，绿色的早晨

会带来一天的好心情，这次也不例外。复兴公园位于

皋兰路，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法式园林。公

园原是一片农田，座落着一个小村名顾家宅，1900

年租给法军建造兵营，后来改为公园，由法国园艺家

柏勃（Papot）任工程助理监督。1909年6月公园建

成，定名顾家宅公园，并于同年7月14日（法国国庆

日）开放。由于当时仅限法国侨民出入游览，故俗称

"法国公园"。里面有旋转木马哦，应该是为数不多的

有旋转木马的公园了。在公园通向皋兰路的门口，有

个著名的官邸酒吧，由吴大维投资。刚开业的时候是

私人俱乐部的性质，经常有演艺明星出入，现在对外

开放，谁都可以进入消费。

  

从复兴公园西侧紧挨着的就是思南路了，在复兴中路

以北，与两条小路垂直相交，一条是皋兰路，一条是

香山路，这两条看似不起眼的小路上，住过不少风云

人物。皋兰路1号被视为西班牙建筑的典范，这幢三

层的花园洋房是张学良的故居。有乳白色的外墙，楼

前有个一千平米的大花园，以赵四小姐的名字命名为

“狄园”。解放后，此楼曾是卢湾区工商联民主建国

会的办公处，现作为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迎宾馆。

皋兰路16号有座拜占廷风格的宗教建筑，它别致的

外型绝对不可能被旅行者忽视，这就是圣尼古拉斯

教堂，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窗顶是半

圆拱形，顶端高耸葱头形弯顶，大堂四周、弯顶有彩

色壁画。它建于1928年，是当时漂泊在上海的俄国

建筑师亚•伊•亚龙的作品。东正教在上海最盛时为

1931年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后，那时外籍东正教徒从

全国集中到上海，曾建立了七个教堂——新乐路教

堂、皋兰路分堂、衡山路俄国学校传道所、惠民路教

堂、绍兴路修道院、茂名路圣母堂、衡山路提唤堂。

这座教堂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上部的圆尖顶，改

为一家工厂。20世纪末，这座教堂大修，恢复了尖

顶。现在是上海知名的法国餐厅，叫作Ashanti。

皋兰路18号是虞洽卿的住宅，他是当年名闻上海滩

复兴公园

圣尼古拉斯教堂

绍兴路

思南路

的商界领袖人物。“现在人民广场附近的西藏中路旧

上海时叫“虞洽卿路”，用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一

条大马路，这在当时的上海尚属首例，虞洽卿在十里

洋场的地位可想而知。”这条路上还有著名的哲学家

冯友兰的寓所。

       

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故居，从1920年迁入直至1924年

11月北上，与宋庆龄一直居住在此。他的《孙文学

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等重要著作，都

是在这里完成的。室内的陈设是1956年宋庆龄按当

时原样布置的，绝大部分是原物。孙中山逝世后，宋

庆龄继续居此，先后会见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埃德

加斯诺和作家肖伯纳。短短的香山路上，还居住过原

国民党的立法院长孙科，GCD高官胡厥文。

         

再回到思南路。如果外滩是上海最漂亮华丽的橱窗，

那么思南路就是上海优雅可人的后花园。思南路及周

围街区，几乎囊括了上海包括花园洋房、乡村别墅、

公寓民居在内的所有建筑样式，而且基本保存完好，

可称为建筑博览街。外滩的知名建筑也多，但多样性

上不如思南路；淮海路上的经典建筑名人故居也很

多，但不如思南路安静浓缩。上海的生活节奏快，在

上海逛街，常常心情很浮躁，静不下来，没有耐心细

细的看，更没有心思拍照。可是一走进思南路，就好

像茶叶遇着了清水，完全舒展开了，仿佛走在了鼓浪

屿的小路上，又可以慢悠悠的边走边看了。思南路上

的人很少，而且路边还提供了长椅，走累了就坐坐，

翻翻书，想一想再继续，一点也不着急。思南路最好

从北往南逛，因为南端的建筑保留不那么完整，接近

建国中路时，就嘈杂起来了。

思南路的花园洋房样式极其多样，有英美法俄德式以

及现代式和中西合璧式，有些别墅就好像童话中的小

房子，有点梦幻，有点浪漫，令人驻足凝望，百看不

厌，“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

区”。但遗憾的是，在上海不管多漂亮的建筑，都有

内衣裤随时随地出现在窗口，挂思南路的别墅外窗特

别刺眼。这也是上海街景的一大特色，自我感觉也是

很有意思的。

息，据说是上海现今仅剩的最后一批篱笆了。

继续往南，思南路61号是国民政府高官薛笃弼的

故居，系法式风格三层花园洋房，现为普通住宅；

思南路46号原法国巡捕房，解放后为部队警备区房

产，现为普通住宅，部队家属居住。思南路44号是

卢汉故居，卢汉是云南昭通人，抗日爱国将领，40

年代寓居与此，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现为普

通住宅（外事局房产）。思南路39-41号是上海文史

研究所，原是三四十年代金融界头面人物之一袁佐

良的寓所。

思南路36号是英国风格的花园住宅，红砖木构坡顶

建筑，但庭园内却以湖石假山构成主景，可见中西

合璧是当年的时尚。住宅原为杨森府邸，后转手黄金

荣，其两个小妾（梅兰芳挂名弟子）居住于此。“梅

兰芳近在咫尺，所以经常来此吊嗓子、演唱和会友，

附近的邻里经常可以隔墙聆听梅兰芳大师优美动听的

唱腔。”现为普通住宅，居民多为民政局退休干部。

看报道说思南路将被政府打造成“新天地”第二，

“改造后的思南路将与侧重商务消费的新天地实现错

位，吸引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海内外人士前来入住。”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思南路安静淡雅的气氛将荡然无

存，要去的赶紧去吧。

思南路走到底往西拐是泰康路，这是条艺术街（田子

坊），有许多书画店、工作室和设计室。泰康路与上

海的苏州河艺术家仓库风格近似，原是打浦桥地区的

一条小街，自从1999年陈逸飞利用这里的旧仓库建

起了工作室，这就成了艺术人士扎堆的地方，也很受

老外的青睐。我去的时候，道路和房子正在装修，似

乎正要包装成北京798那种风格。这条路上也有一些

小餐饮店，有间广东人开的凉茶店，兼卖甜品和小

吃，里面有我最爱的双皮奶等，做得比较地道，价格

也不贵。

下午：从瑞金路北上左拐进了绍兴路，这是条非常短

的街，原是法租界的一条住宅街，现在可谓是出版

街，集中了包括上海新闻出版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数家上海最知名的出版社，还有多

间画廊茶馆咖啡馆、书店、名人故居和昆剧团，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是上海最有韵味的一条路。

走进绍兴路一定要去汉源书屋看看，如果你曾经对电

影中出现的欧洲古老温馨的小书店心驰神往，那么这

间书店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它很老上海也很欧洲，说

不清楚它是书店还是咖啡馆，又或者是个小型的艺术

沙龙。从街头望过去一排晶莹的落地玻璃既古朴又现

代，隶书写就的“汉源书屋”四个大字像印章一般落

在玻璃门窗上，室内有着温暖的淡黄色的光，灯光下

的爱书人坐在圆圆的木桌前阅读或品尝着咖啡，背景

是一排排厚重的书架，屋檐外挂着老式马灯。

“汉源书屋里的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时尚书，凡

是近期荣登书市排榜的书，这里都有；一类是老板收

藏的各种画册和摄影集，多的是建筑摄影集，它们是

非卖品，但可以坐下来慢慢看。……假如看书看累

了，不妨留意一下散落在屋子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古

收藏品。汉源书屋的洗手间也是很文化的：古朴的木

门上，悬挂着一块古匾，上面写着“祈雨必灵”四个

大字，也只有在汉源书屋这样的洗手间门口才配得上

这样高雅的匾。”书店的斜对面是卢湾区图书馆，它

的前身是创办于1931年的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

如果要看建筑，绍兴路18号的金谷村里6排砖木结构

的联排别墅，其折腰式的大坡顶设计颇具异国风情。

其建于1930年，是旧上海市长吴铁化名为吴子祥而

建造的新式里弄房子，共有99幢。以前这里曾是旧

时俄国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地，现在这里据说住了不少

演员导演文化名流。绍兴路96弄是目前上海保存最

完整的石库门之一，许多表现老上海题材的电影电视

剧都喜欢到这里来取外景。在绍兴路的中段还有一个

小小的免费公园，叫绍兴公园，园内还有一个盆景

院，上海市盆景协会就驻扎在此。

绍兴路里的咖啡店也各具特色：96号的“小小咖啡

馆”是来自东京的日本女孩代岛法子开设的，她原

是“无印良品”的设计师，这间小咖啡馆随意、简

洁、环保，不少家具是法子在街头拣来的，经过她

一番重新的布置，又有了新的魅力。菜单是几张手

写的“破纸”，咖啡也只有一种，来自东帝汶，因

为她觉得“这咖啡很好喝，就推荐大家喝，有时候

面对太多选择，就要浪费时间在选择上了”。25

号是一间不起眼的狭小的“维也纳咖啡馆”，老板

是奥地利人，据说这是上海唯一的奥地利式餐馆。

23号是间以广告为主题的咖啡馆，聚集着一批广告

人、传媒人，咖啡馆内有许多广告书籍与杂志，屏

幕上经常放映国内外著名广告作品。

晚上：从绍兴路出来经永嘉路转上茂名南路，这条

路的风情与衡山路有些相似，但更小巧妩媚。茂名

南路筑于1914年，1919年以比利时主教迈尔西爱

名字命名为迈尔西爱路。1943年改称桂林路。这

条路既前卫又怀旧，有人说它浓缩了上海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与遍布法国梧桐的衡山路不同，茂名

南路两旁是茂密的香樟树，集中了几十家酒吧和咖

啡馆，有最正宗的法国西餐厅和名人开设的酒吧咖

啡馆，“有巴西、哥斯达尼加、危地马拉、哥伦比

亚、美国、印尼、瑞士、马来西亚等世界各种口味

的咖啡”，还有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

的1931咖啡馆（近南昌路口）。

茂名南路往北与淮海中路交界，路口附近有国泰电

影院和淮海坊。国泰电影院建于 1930年，由旅沪

的外商英籍广东人卢根集资筹建，匈牙利建筑师鸿

达设计，是上海优秀近代建筑。淮海坊原名霞飞坊

（淮海中路927弄），“1924年由教会普爱堂投资

建造，共有3层砖木结构房屋199幢。霞飞坊属新式

里弄，里弄宽阔，由于地形狭长，将30个单元拼接

在一起，在上海里弄住宅中也是不多见的。建筑式

样上摆脱了石库门的模式，当时隶属法租界，仿法

国式住宅，有不少文化界名人都曾居住在此，如巴

金、许广平、夏丐尊、徐悲鸿、竺可桢等。”附近

就是陕西南路地铁站了。

上海的每一条马路都沉淀着一段历史，每一座老

房子的背后都有一段往事。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

(Massenet，Rue)，始筑于1912年，因为该年法国

一位著名音乐家Massenet去世了，为纪念他，法

租界公董局就将此路命名为Massenet，Rue——即

马斯南路。这片高尚的住宅区是法租界在上海第三

次扩张时逐渐建造起来的，“旧法租界以重庆路为

界，路东以华人住户为主，路西因密度低，环境幽

雅而租金昂贵，故以西侨为多。唯马斯南路是例

外，基本上为华人住户及少数日侨，”屋主非富

即贵。

思南路91号为时任中华民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住

宅，现为幼儿园；他的东邻是曾任国民政府湖南省

主席的程潜。思南路87号是梅兰芳故居，斋名梅华

书屋，为一栋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

层，梅家在这里住了25年，直到全家1958年迁到北

京。 1936年2月9日，梅兰芳在这里接待了卓别林。

思南路的门牌并非一直连续的，比如从周公馆到薛

笃弼故居之间，有一二十号不见了，原来这里面隐

藏了一条弄堂，连续的23幢独立式花园洋房，有着

欧洲乡村别墅的风情。临街的那间就是最知名的周

公馆，即“中国gcd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这

一片别墅是原义品洋行房产，于是这条弄堂，被上

海人称为“义品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要在法租界

的中心打造一片齐整的“东方巴黎”，“马斯南

路”便成了最好的改造点。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远

东信贷社出资建造其中大部分洋房。它们式样上有

统一规定的欧式，讲究艺术性，“和早期的一味追

求占地面积大、房子尺度大、讲究豪华气派的大型

花园住宅相比，义品村住宅的单体规模、档次，并

非是当时最大最考究的，但以群体形成的环境，尤

其是共享的绿化空间却是极为独特的，就是和之后

出现的花园里弄相比也胜出一筹。”周公馆是义品

村73号，更独特，它的围墙不是砖墙砌的，而是

竹篱笆围的，篱笆上攀附着花草藤蔓，有种乡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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