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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111年历史
20路公交延承 1路公交线路

一说起 20路公交的历史， 上海巴士第
一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八车队队长王建青便
滔滔不绝。

1908年 3月 5日，上海首条有轨电车线
路 1路公交开始营运，线路从静安寺开至上
海外滩。1928年，20路无轨电车开通， 线路
从中山公园到静安寺。线路开通的新闻还上
了当天的《申报》。记者查阅这张 91 年前的
老报纸发现，在报纸第八版最右侧，有一则
原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发布的通告，其中
特意写明线路：“愚园路驶行无轨电车，自静
安寺起点至极司非尔公园（1944年改称中山
公园）。”

1963年，南京东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被
拆除，20路公交与 1路公交合并，20路公交
开始改走 1 路公交线路。 当时本报也于 8

月 16 日刊登南京路无轨电车通车的好消
息。文中写道：“第一辆开出以后，第二辆、

第三辆……随着朝日东升，几十辆无轨电车
来回奔驰在南京路上，代替了几小时前还在
行驶的有轨电车。一路上，行人驻足而观；有
的还排坐在人行道上，像欢迎游行队伍似的
欢迎它们。”当时，一位残疾老人还特意让儿
子背着来到南京路，他说要“看看拆掉旧的，

建设新的，看看我们自己的无轨电车在南京
路上行驶”。

就这样，20 路公交延承了 1 路公交的
线路， 因此才说 20 路公交有 111 年历史。

王建青说， 当时 1—10 路公交线路都是有
轨电车，10 路以后的才是无轨电车，所以 1

路与 20 路合并后， 沿用了 20 路公交的线
路名。

线路合并后，两条线路的交汇处———静
安寺站，成了当时 20路公交的中心调度点。

王建青说，中心调度点不仅是职工交接班的
场所， 也是正常线路的运营紧密度调节点。

更重要的是，20路静安寺站还成了当时的调
头点。“如果对面车站人员聚集太多，中心调
度站就可能让反向车辆上的乘客全部下车，

乘坐下一辆车。车辆调头去对面载客，及时
疏散乘客。” 王建青说， 当时只有调度员打
铃，司机才能发车。

111岁的 20路公交， 车型也几经变化。

最早，20 路使用的是苏式电车，9—10 米的
单机车，满载 50 人左右；从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用的是 18米的铰接式公交车，满载时
可达 170 人左右。“当时的公交车从凌晨 4

时一直运营到 24 时。”王建青回忆说，高峰
时乘公交车，都得“推屁股”才能挤上去。

到了 80年代中期，20 路公交车高峰时
期， 每班车间隔仅 30秒，18米长的铰接式
20路多达 65部。 记者翻阅巴士一公司保存
的《上海巴士电车有限公司简史》查到，1978

年 20路公交的行驶长度为 7.52公里， 日均
客流量为 187329人次。

如今，20 路公交车还是保留着人们熟
悉的“小辫子”，车型则变为 12 米左右的单
机车，但现在的车辆可以脱网行驶 30 多公
里。地铁二号线开通后，分流了不少乘客，

日均客流量约为 1.3万人次。虽然客流量大
幅减少， 但一些站点附近的上班族依然青
睐这条线路，“现在乘坐公交车几乎都有座
位，一点儿也不拥挤，挺舒服的”。又因为 20

路公交线路不少站点是老上海的经典地标，

大光明电影院、新世界百货、市百一店……

不少观光族也愿意乘坐 20 路感受老上海
情怀。

目前，20路公交共有 18 个站点， 其中
80%的站点和线路都和 100多年前初创时一
样。王建青说，只有南京东路改为步行街后，

20路公交的线路才改走九江路。

“上海 20 路公交过生日”上热搜后，引起
一批公交迷的注意。80后上海人张渊源业余研
究上海电车历史 10余年。他说，20路公交车是
电车迷和游客中最受欢迎的线路之一，“不管
是百年前还是现在，20 路公交线路都特别经
典，沿途的地标独具代表性”。

上世纪 80年代，20路是上海最密集的公
交线路之一。 不少游客来上海， 点名要坐 20

路，那时候不仅南京路是景点，南京路上的 20

路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时，最后一排景
观位是要靠“抢”的，隔着大大的玻璃可以直接
欣赏南京路沿路的风景。

对于游客来说，乘坐 20路是种乐趣，但对
行人来说却多有不便。 在搜集历史照片时，张
渊源发现几组对比照。照片的拍摄对象都是南
京路上的 20路公交车， 但拍摄时间却分别是
上世纪 70、80和 90年代。

上世纪 60至 70年代，大量外国消费品拥
入上海，洋杂货店日益增多，南京东路的商业进
入兴盛时期。 在一张拍摄于70年代的黑白照片
中，20路公交车只能在南京东路拥挤的人群中
艰难穿行。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上世纪90年
代，只不过在80和90年代的照片中，道路两边设
置了人行道围栏。1999年， 南京路步行街建成，

才逐渐成为现在人们熟悉的样子。“可以说，20

路见证了十里南京路的历史变迁。”张渊源说。

除了南京东路步行街， 乘坐 20路公交车
还能看到哪些风景？近日，记者从九江路乘车
至中山公园终点站，体验 20路公交之旅。只需
2元车费，就可以跨越长宁、静安、黄浦三区。从
繁华深处穿过海派经典，20路公交车沿路的地
标建筑、怀旧商号、人文馆舍不胜枚举，堪称上
海城市最精华部分。

在外滩起点站，还没等司机上车，车上已
零星坐了几名乘客。天气晴好，外滩沿线随处
是拍照的游客。车开出几分钟便来到九江路上
的人民大舞台，这座著名的百年剧院门口贴着
几张大幅话剧海报。春日午后，阳光投射进车
里。行至人民广场附近，车外行人明显增多，车
流也更密集。望向窗外，西藏中路上一片盛放
的白玉兰格外惹眼， 不等看个仔细，20路又带
乘客领略大光明电影院的风采。

穿过南京路，20路经过人民广场、 上海革
命历史博物馆、上海电视台、静安寺等地标。一
路上，还见到泰兴大楼、德义大楼等历史建筑，

以及王家沙、功德林、第一食品等一批老字号。

在驶过愚园路时， 乘客能够见到涌泉坊等新式
里弄。 沿着窄小幽静的万航渡路，20路公交车
最终在中山公园附近停下来。 华东政法大学校
门口，是 20路公交车的另一个“港湾”。

景观位基本靠“抢”

隔着大玻璃欣赏南京路风景

张爱玲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
提到自己的公寓邻近电车厂，描写电车进厂的场景就像“回家”

运行至今 111年，20路这条 “10个上海人 9

个坐过”、串联起城市精华的公交线路，自然也承
载了上海人的共同记忆。

张爱玲可以说是对电车情有独钟，她的散文
和小说中曾多次出现电车身影。 在 1943年发表
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中，张爱玲写道：“我喜欢
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
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有趣的
是，在这篇文章中，她还提到自己的公寓就邻近
电车厂，电车进厂的场景就像“回家”：“一辆衔接
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
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经记者考

证，这家电车厂就在当时的安南路南，经营着全
市大部分电车线路。在“回家”的电车中，就曾有
20路的身影。

40年前，随着线路延长，20路与更多上海人
产生了交集。听说有人给 20路过生日，一位乘客
表示，她和母亲两代人都乘坐 20路上下班。母亲
上世纪 70年代在上海时装公司上班， 女儿则 80

年代在第一百货商店附近上班。从九江路外滩起
点站乘车，这条公交线路陪伴了这家人几十年。

另一位乘客则回想起小时候去舅舅家就要从
安西路站乘坐 20路公交。他记得，那时 20路“小
辫子”电车有前后两节车厢，中间连接处面对面有

两个弧形座，孩子们叫它“香蕉座位”。不过，坐“香
蕉座位”要当心，一不小心可能会被甩出车外。

聊起过去，20路的司机师傅也有颇多感慨。

安全员徐师傅记得，从前司机们驾驶的不是空调
车，夏天开车晒得受不了，就盖一块毛巾在头顶
吸汗防晒。那时候，20路特别火爆，每天 60多部
车都不够坐，司机特别有成就感。

如今，这辆依然留着“辫子”的 20 路公交车
也吸引了不少小“粉丝”。一位在上海市实验小学
上学的小姑娘一路大声唱着英文歌，说自己上学
经常乘坐这班车。听说 20路过 111岁生日，她惊
讶地说：“原来公交车是个老爷爷啊！”

“20路公交车这样的‘辫子车’背后，是几
代人的特殊情怀。 保留延续至今的公交文化，

也是保留本土记忆的一种方式。”张渊源说，沪
上有一群公交迷常自发搜集历史资料，进行交
流。每年 11月 15日是全国第一条无轨电车运
营的纪念日，这一天也成了公交迷每年举行例
行纪念活动的日子。 不仅是上海的公交迷，现
在还有不少国外的电车迷特意来上海旅游，寻
找 20路等无轨电车的踪迹。

在公交迷看来，20路这样的公交线路已超
越交通作用， 成为上海历史文化的标志。“上海
有地铁博物馆，有铁路博物馆，为什么见证上海
历史的公交车却没有博物馆呢？”记者从巴士第
一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获悉，不久的将来，一座移
动的“博物馆”将出现在 20路公交车上，车身内
部会出现一系列体现上海公交百年变迁的老照
片。此外，每年重阳节、情人节等节日，20路还
将变身“老人专车”“爱情专车”等，在原本公共
交通功能上附加更多文化、旅游功能。

一群公交迷为申城“爷爷辈”百岁公交线路举办生日会

见证南京路百年变迁，20路将成移动公交博物馆
■本报记者 裘雯涵 李蕾 见习记者 王倩 刘雪妍

前些天，上海 20路公交线路突然上了“热
搜”。原来，一群自称公交迷的年轻人在车站举
办了一场生日会，吃蛋糕、唱生日歌一样不少，

生日的主角却是这条“爷爷辈”的公交线路。

20路公交已有111年历史，是上海第一条公交
线路。它的开通标志着上海近代公共交通的诞生。

记者获悉， 今后，20路公交将升级成移动的
“公交博物馆”。车身内部将装饰它百年变迁的老
照片，展现上海的百年公交历史。

制图：王晨 金涛
图片来源：巴士一公司

习近平向佐科致慰问电
（上接第 1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佐科总
统和洪灾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遇
难者和失踪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我们对印尼人民遭受灾害感同身
受。我相信，在佐科总统和印尼政府坚强
领导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
建家园。

习近平向三国总统致慰问电
（上接第 1版）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

表示，热带气旋“伊代”在莫桑比克、津
巴布韦、马拉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
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和失踪者家属以
及受伤者和灾区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三国人民遭受灾害， 中方感同身受。相
信在三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三国人民
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近日，莫桑

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等国遭受强热带
气旋“伊代”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巨大财产损失。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
闻发言人田林 21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向
受灾国家政府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田林表示，中国政府对上述三国遭
遇严重自然灾害深表同情，对受灾民众
表示慰问，决定向受灾国家政府提供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 帮助开展抗灾救灾，

并愿根据受灾国家需要，为灾后重建工
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形成京沪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生动局面（上接第 1版）

蔡奇指出， 要学习上海在改
革开放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紧紧围绕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使命任务，深入推进自贸
区建设，成功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 要学习上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好经
验好做法，严守土地、人口、环境、安全四
条底线，改善城市设计和风貌管控，推动
城市品质持续改善。 要学习上海在高质
量发展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加快推进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引进重大产业项目，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要学习上海在城市治理
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狠抓城市精细化

治理，健全城市管理标准体系，持续改善
市容市貌。 要学习上海在带动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深
化创新合作，推动建立统一市场，发挥龙
头带动作用。 要学习上海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把大调研作为转变工作作风、解
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 北京的同志要
与上海对标对表，主动找差距、补短板，见
贤思齐。

蔡奇希望京沪深化交流互动与合作。

进一步密切往来， 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
流，共同提高城市工作水平。进一步加强科
技、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发

展，实现双赢。进一步加强对接，相
互支持，建立政策沟通机制。

座谈会上，应勇、陈吉宁分别介绍了两
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上海市领导于绍良、翁祖亮、周慧琳、诸
葛宇杰、吴清、许昆林、彭沉雷，北京市领导
魏小东、崔述强、殷勇、隋振江、王红、张家明
参加相关活动。

在沪期间， 北京市代表团瞻仰了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前往张江科学城、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服务中心、上海
中心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等处考察。代表团在杨浦滨江考察了
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工程，还走进居民
社区了解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情况。

为全国教改贡献上海经验上海方案
（上接第 1版）他指出，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 既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要求。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增强上海教育综
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系统
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改革。 要充分依托部市合作机
制，抓关键、补短板，推动上海教育综合
改革取得更多进展、更大成效。要紧紧
扭住具有根本性、引领性作用的改革任
务，牵引带动面上改革。要把思政理论

课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以深化 “课程思

政”改革为重点，加快构建“大思政”格
局。要抓牢教育评价改革这个牛鼻子，扎
实稳妥深化高考改革、推进中考改革，抓
好教师队伍建设。要补好幼儿托育服务、

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学校发展、高校科技
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短板。

2019 年教育部和上海市将聚焦四
个方面开展重点合作，包括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加快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提升服务国家
和上海重大发展战略能级水平，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试点等。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集群（上接第 1 版）上午，应勇一行来
到安靠上海公司， 听取企业发展
情况介绍，察看封装测试产品，并参观企
业生产线。随后，市领导来到位于张江科
学城核心区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这里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
域之一，已聚集一大批国内外龙头企业，未
来有望汇聚十万人才、新增百万空间、形成
千亿规模。应勇详细了解园区建设推进、企
业入驻等情况，要求园区高起点规划建设，

统筹利用空间，提升经济密度。上海微电子
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多领
域、多品种的高端光刻机制造商。市领导来
到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产品研发情况，并走
进车间实地察看。得知企业已拥有 2700多
项光刻机领域核心专利，应勇说，高科技企
业的发展，就是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的过程。 希望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突破， 努力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以

优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经信委和
浦东新区分别汇报了今年本市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计划、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推进
情况。应勇不时询问，与大家深入讨论。

应勇指出，上海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
链最完善、产业集中度最高、综合技术能
力最强的地区，要充分把握落实国家战略
的任务要求，把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科
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点，遵循产业发展
规律，用足用好体制优势，加快建设集成
电路产业高地。要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发挥国家创新中心和功能性平台作
用，集中优势资源，强化自主创新，加快实
现突破。要着力培育一批实力强大、富于
创新、成长性好的龙头骨干企业，以资本
为纽带，加强企业资源整合，打造一批深

耕主业、技术先进的企业集团。要
着力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培

育和集聚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的 “独角兽”

企业。要着力打造一批产业链配套能力强的
载体，充分发挥产业地图引导作用，优化完
善“一体两翼”产业空间布局。要着力营造国
际一流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实施更加
开放的政策制度， 完善更加多元的投入机
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环境。

应勇指出，浦东新区是上海集成电路产
业的集聚地、主战场，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
开发开放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甩开膀子，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围绕产业扶持、载体
构建、企业培育等关键环节，深入细致研究产
业发展规律，摸清企业发展需求，量身定制政
策措施，强化精准有效服务，推动关键核心技
术取得新突破、产业能级迈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

副市长吴清参加相关活动。

我的副刊“第一篇”
（上接第 1 版）我心里又惊又

喜， 在等待中度过一些日子。10月
份，我收到一只厚厚的信封，里面
装着一张报纸，抽出来，是一张《解
放日报》。我心急慌忙打开，看到在
副刊版正中央刊登着《灯》的标题
和文章， 还有我的名字……这一
天，是 1972年 10月 22日。

后来，我知道了《解放日报》副
刊还有个名字叫“朝花”，取自鲁迅
“朝花夕拾”。看来，我的小桌子和
《解放日报》有缘？

我在副刊“第一篇”的写作和
发表经过，似乎水到渠成，波澜不
惊。印象中，有人把报纸拿去给连
队领导看了。 所导致的后果是，我
们那位宁波知青女连长后来一连
安排我上了好几周夜班。我去她宿
舍找她， 说这样排班明显不公平。

她斜歪在炕上，眼皮都不抬地回答
我：睡不着觉，你不是正好可以用
来写小说嘛！

很多年过去了， 我始终羞于
重读《灯》。我知道它是多么幼稚、

平庸。构思俗套、文字粗糙、人物
虚假……想想都让我脸红。应当承
认，我的副刊“第一篇”起点并不
高，没有任何值得炫耀之处，只是
发表的运气比较好罢了。

然而， 所有人的写作都有第一
次。就像孩子学步，跌跌撞撞、歪歪扭
扭地迈出脚去。每一种想法都得有开
始，有了开始，就有了信心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