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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的小游戏
弄堂是老人和孩子的天

下 是小孩们嬉戏玩耍 从事
各种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
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
世纪末的上海人 童年时代
几乎都有与弄堂里的小朋友
一起玩游戏的经历 女孩子
们玩的大多数是一些较为细
腻文雅的游戏 如跳橡皮筋
踢毽子 造房子 掼结子 挑
绷绷等 男孩子们玩的大多
是一些较为粗犷的游戏 如
打弹子 滚铁环 钉橄榄核
飞香烟牌子 等等 这些游戏
至今仍然影响着上海人的思
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综合各资料摘编

弄堂里的 亭子间 文学
亭子间是弄堂里最差

的一种居住房 民国时期
大批优秀作家因为种种原
因 蛰伏在亭子间里 笔耕
不辍 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
品 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
蔡元培 郭沫若 茅盾 巴
金 丁玲 丰子恺等 都曾在
亭子间里居住过 亭子间
上面是晒台 下面是灶间
太阳穿过晒台传递热量 烟
火水汽穿透薄薄的楼板向
上炙烤 一屋仿若蒸笼 冬
天又阴冷 但这些大家们正
是在这里创作出了许许多
多的优秀作品 鼓舞着一代
又一代人

本报记者 龚丹韵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
良 一直致力于上海史的相关研究
他和他的团队用八年时间 绘制成
一册上海历史人文地图 同样也用
十年的时间 写就一部 上海街区
史 个中艰辛 不足为外人道 那
么 在他看来 上海弄堂的价值究竟
是什么 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哪里
呢 于是就有了以下一次颇有意思
的关于上海弄堂对话

弄堂塑造了怎样的 上海性格

记 年 杨华生 笑嘻嘻
张樵侬 沈一乐 位老滑稽艺术家
以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为素
材 写就了轰动一时的 七十二家房
客 从此在观众心目中 七十二家
房客 成了上海弄堂住房狭小的代
名词 您曾经强调 上海的弄堂造就
了上海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似乎历
史上 上海人的小市民形象 比如斤
斤计较 七嘴八舌 等等 都与七十
二家房客式的弄堂有关 弄堂究竟
塑造了怎样的 上海性格 呢

苏 弄堂的变迁 是对上海人的
性格整合 从上海移民数量激增 七
十二家房客 现象开始 上海人性格
中呈现的某些特点 常常被人批判
冷漠 比如动不动就说 管侬啥事
体 言下之意 与我无关的事情我
不管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冷漠

在弄堂里 大家彼此拥挤在有

限的空间中 一些厨卫设施等 也是
公用的 所以长期在狭小的空间居
住 人们慢慢养成了这样一种处理
矛盾的习惯 还是先守住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吧 对于一些公用设施 居
民不 斤斤计较 也不行 因为当时
弄堂里的居民一共就这么点地方
这么点东西 如果不计较 会直接影
响到日常生活

此外 上海人非常遵守规则 这
种 规则意识 多少也与狭小空间的
居住经验有关 比如公用设施你什么
时候用 我什么时候用 彼此形成了
一定默契 达成共识 守规矩 成为处
理弄堂中潜在邻里矛盾的办法

反过来看 弄堂其实是充满温暖
的 串门子 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
遍 如果谁有困难 关系好的邻里会
互相照顾 走动频繁 小孩子们在整
条弄堂里撒欢 都没关系 因为即使
大人不在 也有邻里帮忙照看孩子
在滑稽戏 七十二家房客 中 小皮匠
和阿香同是天涯苦命人 正是在众房
客的帮助下 成功地让狡猾的二房
东 炳根 三六九 之流得到应有的
下场 这也是今天上海人住上了独门
独户的公寓后 反而会怀念弄堂生活
景象的原因 那里的居住空间虽然狭
小 虽然免不了摩擦和矛盾 然而它
同样造就了邻里间的温情 人与人充
分的交流 熟稔的人际关系

比如说 到了夏天 弄堂中随处
可见乘凉大军 由于居住狭窄 通风

环境差 每到夏天晚上 弄堂里的居
民早早就把长凳 躺椅 凉席之类的
物品 摆放到自己所住的弄堂口 冲
一个凉水澡后 就开始躺在椅子上
扇扇子 与邻居 谈山海经 老人们
大部分半眯着眼 扇扇风 年轻人精
力旺盛 不少人聚在一起打牌 小孩
子们则互相捉迷藏 玩弄堂游戏 寻
找自己的乐趣 嘈杂 热闹 充满人
情世故的弄堂景象 充斥于各种描
写上海的小说 电影中 直到今天
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已经大为改善
但依然有不少老人怀念乘风凉的景
象 因为它不只是一种 纳凉 方式
更有一种小家庭里体会不到的群体
气氛和人生乐趣

弄堂成就了上海的方言和文化

记 某种程度上说 弄堂也是上海
居民在家门口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

苏 是的 比如 弄堂成就了上
海的方言和上海的滑稽戏 上海方
言的形成 一直以吸纳五湖四海各
地读音 甚至是英语读音为特色 这
种混杂各种读音的方式 背后意味
着各种人群长期混杂在一起交流
弄堂正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当来自各地的人都在弄堂里居住
彼此交流 最终形成了上海话的种
种说法 上海话又叫 上海闲话
闲话 的意思 就是指这是一种拉
家常中产生的语言

此外 不得不提的是滑稽戏 它
正是弄堂的艺术 滑稽戏演员在
说 唱 和形体动作等方面都有
许多明显特点 比如 不但要会多种
戏曲唱腔 常用民间曲调或流行歌
曲 而且还要学会各种流派唱腔 滑
稽戏演员能讲漂亮的各地方言 从
上海话 宁波话 绍兴话 杭州话 苏
州话 无锡话 南京话 扬州话 到山
东话 四川话 广东话等 而且往往
以会讲混杂的方言为妙 如广东上
海话 北京四川话等 有时还根据需
要说英语

从这些特点不难看出 作为上
海的地方戏 滑稽戏要求的 混杂
正是反映了上海人日常弄堂生活的
风貌 七十二家房客 就是其中
的典型

记 弄 是比 街 更小一级的
道路名称 然而今天的上海人再说
到 弄堂 其中喻义 已经不独指一
条小路 它更是一种地方文化 一种
生活形态 引人无限遐想 我还特别
好奇 上海弄堂的名字 是否有一定
规律可循

苏 弄堂的名字 我大致归纳为
三大类 第一类 是比喻 吉祥 据
统计 在上海以 福 字打头的里弄
名称有 条 以 德 字打头的里
弄有 条 以 永 字打头的里弄
多达 条 比如 永安里 叫这个
名字的弄堂上海曾有 条 如今尚
存的最大一个 就在四川北路上 第

听苏智良教授解读上海弄堂

从弄堂故事中 可以读到上 海如何一步步城市化
二类 是知识分子避世色彩的名字
比如 耕读村 隐庐 息庐 等 听
起来像农村的名字 其实也是弄堂
第三类 是以职业命名 比如说铁匠
弄 杀猪弄 混堂弄 等等 弄堂的名
字 大多逃不出这三大类

七十二家房客 现象从何时开始

记 您觉得弄堂究竟代表了上
海的哪些城市特点

苏 上海的弄堂曾经深刻影响着
上海的城市性格 造就了上海人的某
些性格特征 它的发展 背后其实是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 快速城市化过程
的缩影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待这
个问题 先从物理形态上说

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世
纪 石库门建筑的诞生 开启了上海
的弄堂历史 早期的石库门产生于
世纪 年代初 起初 它并没有

那么拥挤 石库门还是江南民居的
住宅形式 为三开间或五开间 保持
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
布局的特点

然而到了 世纪以后 城市化
过程中的上海 人口膨胀 地皮紧
张 年 上海有 万人口 到
了 年 膨胀到 万人口 短
短 年 就增长了 万人口 这
种老式石库门 逐渐被新式石库门
取代 新式石库门的特点 当然就是
更节省地皮 比如说 大多采用单开
间或双开间 双开间石库门只保留
一侧的前后厢房 单开间则完全取
消了厢房 新式石库门在内部结构
上的最大变动是后面的附屋改为平
顶 上面搭建一间小卧室 即著名的
亭子间 亭子间屋顶采用钢筋混
凝土平板 周围砌以栏杆墙 作晒台
用 为了减少占地面积 节省建筑用
材 新式石库门还缩小了居室的进
深 降低了围墙的高度

此外 新式石库门不再用石料做
门框 改用清水砖砌 早期的石库门
门楣 还是江南传统建筑中的砖雕青
瓦压顶门头 而新式石库门 似乎受
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 用三角形 半
圆形 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 类似西
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 花饰多
样 成为石库门建筑中最有特色的部

分 有些新式石库门还会在门框两边
使用西方古典壁柱的样式

到了 世纪 年代 上海的
人口膨胀已经超过 万 石库门
里弄显然不足以承担这些人口 尤
其是当时 正处在战争时期 各地来
的人纷纷逃难到上海 这个时期的
上海 面临 过度移民 的压力 最
终 石库门里弄逐步成为城市下层
居民的居住场所 一座石库门 各个
不同的房子 分隔住了好几户人家
也就是现代人说的 群租 七十二
家房客 现象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弄堂里居住着各色人等 各行各业
彼此混杂

所以 从石库门里弄的物理形态
变化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上海是一
座移民城市 短短几十年 人口快速
膨胀 城市化急速发展 最终造就了
居住形态之一石库门里弄的变迁 在
这个过程中 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
汇的特色 可以说 上海的弄堂历史
正是上海城市化过程的浓缩

为什么要回忆老弄堂的故事

记 上海的弄堂从空间分布上
看 是不是也体现了城市发展走过
的烙印 弄堂一般集中在哪里呢

苏 世纪初到 年代 是弄
堂发展最快的时期 当时 公共租界
弄堂数量最多 所以现存的弄堂 也
以黄浦区为多 华界虽然发展滞后
但是模仿能力很强 紧随其后 反倒
是法租界 弄堂最少

年 公共租界迅速扩张 由
于当时的市中心尚且一片空白 大
量石库门建筑 弄堂开始出现 这种
居住形态 当时比较适合中产阶层
居民居住 华界迅速模仿 数量也不
少 法租界在 年扩张以后 定
位一直是高档居住区 所以花园洋
房 别墅比较多 弄堂数量反而少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华界中一
块区域 即今天的闸北区 从
年开始 短短 年中 发展成当时
的模范城区 其中原因 主要是因为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等机构驻扎 为
了安置职工 这些重要企业模仿租
界的房屋形态 开始打造一批弄堂
并且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则 管理

严谨 秩序井然 成为华界自我开发
出来的优秀城区 也在短短 年
间 改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

闸北一带在上世纪 年代成
为上海民族工业 新文化运动 革命
斗争发源地之一和上海的陆上北大
门 主要是因为地价低廉 水陆交通
便捷 一些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纷纷
来此投资 争购地皮 建厂开店 商
务印书馆 闸北水电公司 福新机制
面粉厂等先后落成 根据 闸北区
志 记载 年代末 闸北华界地区
有较大工厂 家 几乎占全市的
一半 缫丝 化工 制药 印刷 粮油
加工 机器制造 玻璃 搪瓷等 多
个行业在此兴盛 被誉为 华界工厂
发源之大本营 成为上海华界商业
中心之一 新闸桥以北一带 日到米
船百余艘 沿街米行 米店近百家
是沪上著名米业北市场所在地 大
统路开设各类商店 多家 有 闸
北南京路 之称 光复路竹木行和新
民路皮草市场闻名全市 是闸北西
南部的繁荣中心 宝山路一带 商
业 饮食服务业形成规模 至 年
代初 有编辑 出版 发行单位
家 出版报刊 种 闻名远东的东

方图书馆等图书馆 座 大小剧场
电影院 座

可见 居民居住的形态 必然与
一个城区的发展历史 功能需求紧
密相连

然而上世纪 年代以后 一
二八 八 一三 事件爆发 闸北惨
遭日军毁灭性破坏而衰落 成为沪
上最大的棚户地区 今天的上海人
总把曾经 滚地龙 和 棚户区 密集
的闸北当做 下只角 很少知道这
里曾经是模范的优秀城区代表 今
天 当我们再来回顾上海弄堂的发
展历史 华界在其中的影响之深远
同样不可忽略

如今 回忆老弄堂的故事以及当
时的人情世故 似乎成为一种流行
我们不能只当做一个表象 一种叙事
来看待 因为弄堂的背后 是上海城
市化过程中百万人的历史记忆 也是
世纪以来上海走过的烙印 弄堂不

只是地理名称和故事的舞台 它对上
海的方言 文化 艺术 居民的性格
城市的特征等等 都影响巨大 从弄
堂中 我们可以读到上海如何一步步
城市化 上海的移民如何一批批到
来 上海的中西文化如何在此交汇

弄堂的变迁 是对上海人的性格整合 上海人性格中呈现的某些特点 常常被人批判 冷漠
比如动不动就说 管侬啥事体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冷漠 在弄堂里 大家彼此拥挤在有限的空间中
慢慢养成了这样一种处理矛盾的习惯 还是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

上海人非常遵守规则 这种 规则意识 多少也与狭小空间的居住经验有关 比如公用设施你
什么时候用 我什么时候用 彼此形成了一定默契 达成共识

弄堂其实是充满温暖的 串门子 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 这也是今天上海人住上了独门独
户的公寓后 反而会怀念弄堂生活景象的原因

弄堂成就了上海的方言和上海的滑稽戏 上海方言的形成 一直以吸纳五湖四海各地读音 甚
至是英语读音为特色 这种混杂各种读音的方式 背后意味着各种人群长期混杂在一起交流 弄堂正
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弄堂的名字大致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比喻 吉祥 第二类是知识分子避世色彩的名字 第
三类是以职业命名

从石库门里弄的物理形态变化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 它
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 可以说 上海的弄堂历史 正是上海城市化过程的浓缩

苏智良教授 函飞摄

弄堂里的一些俚语
孵太阳

孵 这个字十分形象 就像老
母鸡孵蛋一样蹲坐着 浑身慵懒 气
息里透露着一种舒坦 上世纪 年
代以后 在天气晴朗时 特别是冬天
在没有寒风的日子里 居住在石库
门里的人三三两两携了一把小座椅
或小板凳 坐于弄堂口 在那里一边

享受暖洋洋的日光一边闲聊 这就
是孵太阳 孵太阳 现在仍然是上
海话中的常用语 不过去其象而赋
予新意 一般把无精打采不想干事
的人 称作在 孵太阳

乘风凉

在空调普及前 大部分住在弄
堂里的人 一到大热天屋子里闷热

呆不下去时 就会跑出去 乘风
凉 男人们更是会赤膊到弄堂里
或小马路的上街沿 或拿块铺板或
拿把躺椅凳子 或坐或躺 晚上直
至深夜 昏暗的路灯下 一作堆一
作堆横七竖八地享受自然风的凉
爽 乘风凉一直是上海石库门弄堂
三伏天的一道人文景观 虽然不
雅 但生活状况使然 现在虽然乘
风凉的场景很少能见 但是由这种
生活状况而形成的生活俚语尚存
现在上海人一般把不愿加入其中
商量事情的人 很委婉地劝其到一
边 乘风凉 去

螺蛳壳里做道场

大意是说螺蛳壳分为三级 而
道场也分为三级 所以有一定的相
似性 螺蛳壳里做道场 意思是在狭
小环境里井井有条做事情 这十分
符合弄堂的生活习惯

打开天窗说亮话

天窗即为三层阁的老虎天窗
天晴气爽的时候 住在里面的人会
打开天窗晒晒太阳透透气 不然的
话真像是住在一个大闷葫芦里 这
种情形上海人很自然将它引用到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中 譬如碰到什么
问题 上海人讲究不必委婉而直截
了当说清楚 以利于双方沟通 就像
天窗一样打开才能透亮 现在 打开
天窗说亮话 仍在上海人的生活中
使用 年轻一代也常会用这句俚语
但对它的出处却不一定很清楚

风情万种的上海老弄堂 邵剑平 摄

平台转角处为亭子间 邵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