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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许承先：模范邨里的见证
1954年，每天上学、放学路上，10岁的许承先都能看见家对面正在建设中的中苏友好大厦。

和许承先一样，模范邨的居民们日夜见证着这项大工程的进展，也迎来了自身命运在新
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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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忆海

模范邨位置图

许承先，1944 年出生于
上海， 一级演员。1963 年进
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前身） 任演
员 。 主要作品有 《巍巍昆
仑 》、《魂系何方 》、《尊严 》、

《求证》、《万尼亚舅舅》等。

抗战前的上海经济发展

1843年后， 上海经济迅速发展。20

世纪初，基本确立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
位。

其间， 为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需
要，首先形成外商加工工业。外国资本
势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华进行大规模的
商业贸易活动， 上海出现大批洋行，港
口、航运业迅速发展，外商在上海形成
船舶修造工业和缫丝、轧花、制革、打包
等出口加工工业。甲午战争后，外资势
力继续把上海作为对华倾销商品和收
购原料并用以出口的主要基地，同时开
始大规模输出资本， 广泛投资各行业，

棉纺工业和卷烟工业发展成为上海最
大的产业。

外商银行进入上海，钱庄等传统金
融机构经营活动活跃。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上海首家外商银行英商丽如
银行成立。至同治四年（1865 年），上海
有 11家外商银行，其中 10家为英商银
行。 银行业务以经营国际汇兑为主，有
的还利用东西方金银差价经营金银套
做等业务。19世纪 90年代，美、日、法、

俄、德、荷、比等国银行进入上海，银行
对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的影响进一步扩
大，英国人攫取清廷关税存管权，垄断中
国国际汇差，擅自发行钞票，扩大经营
范围。

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工业和华
商工业迅速崛起。19 世纪 60 年代起仿
制生产洋式武器。 同治元年设立洋炮
局， 同治四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出现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等近代企业。

19世纪 80年代开始， 华商工业投资活
跃，投资领域从船舶与机器修造、印刷、

木材加工等三大行业， 扩大到缫丝、棉
纺织（包括轧花）、造纸、面粉、玻璃、制
革、火柴、制冰及冶炼等行业。华商工业
规模小， 又受到国内外势力双重压迫，

发展困难，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注重改
革生产技术，灵活经营。

20世纪 20年代初期， 上海掀起创
办实业的潮流， 并出现较大的华资集
团，金融、交通运输、电信通信、内外贸
易获得长足进步，具备对各类经济要素
集散和内外辐射能力，从而于 30年代初
期高度聚集全国人才、物力、财力，确立
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内外贸易中心和交
通运输枢纽地位， 成为全国最大的多功
能城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被卷入
世界商品市场， 与全球 100 多个国家
300多个港口城市有贸易往来， 对外贸
易约占全国 50%。上海成为国内埠际贸
易中心，金融业集聚。20年代中期，在沪
外商银行达 30家以上，远超过只有十余
家银行的东京、大阪、孟买、香港等城市。

华资金融业大发展，1925年发展至 158

家。五卅反帝运动发生后，中外银行的金
融地位发生重大转变， 大量华商资本存
款从外商银行转移到华资银行， 包括中
央银行在内的四大银行在沪设立， 更奠
定了上海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大批国内外优秀技术、管理人才聚
集上海，形成上海独具的优势。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 上海企业网罗各类人
才，加快设备更新，技术革新，建立比较
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开展行业间的协
作配套，上海经济整体效率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此后，抗日战争爆发，从根本上改
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上海经济发
展全面停滞。

（摘自《上海通志》）

每天上学、 放学路上，10岁的许承先都
能看见建筑工地。

建筑工地正对着许承先家位于延安中
路 877弄的模范邨弄堂口，地址是延安中路
1000号， 为昔日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哈同花
园———爱俪园旧址。历经多年战乱后，此时
这座昔日名园早已经荒废成周边孩子们游
戏的草坪和乐园。 但从 1954年 5月 4日开
始，建筑工人走进花园，中苏友好大厦在此
动工。

1954年 10月 15日，上海。入暮时分，城
市的天际线制高点上，一颗红星亮了。

在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刚刚完成结
构建设的大楼顶上，架起了一座 50多米高、

32吨重的镏金钢塔。钢塔是一个八角形的锥
体， 外面包着 1300 多块镏金的菱形铜皮，

菱形的交角处装饰着 1100 多只发亮的铜
球。塔尖上，升起一颗红五角星，四围伸出
24根光刺，下面衬托着围栏和铜花。红五角
星内装置着的百余盏灯泡，透过红玻璃，放
射光芒。由此产生的 110.4 米的高度，突破
了国际饭店在沪保持多年的全市建筑最高
纪录。

在建筑开工初期，许承先也和小伙伴们
钻进工地去玩。看见工人们在草坪上找到哈
同的大理石棺椁, 上面雕刻铭文的镏金已经
消失。这个废园里的一切都将被派上新的用
场。

对面的模范邨居民们日夜见证着这项
大工程的进展，也迎来了自身命运在新时代
的故事。

中南银行的产业

1897年，上海成立了由中国人用中国资
本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
后，一些华资新式银行在上海设立。其中最
为知名的“南四行”分别是浙江兴业、上海商
业储蓄、新华信托储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北方有“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
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当时银行涉足沪上房地产业。1930 年，

上海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组建的
“四行储蓄会”，以 45万两白银的代价，购进
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 (今黄河
路)上二亩七分多的一块地皮，开始兴建国际
饭店。这是中国人自行投资建造的第一幢高
层建筑。1928年，中南银行在福熙路投资，即
今天的延安中路 877弄建造模范邨。这是一
片“占”字形地块。由建筑设计师周惠南设
计，房屋均为新式里弄住宅，外观为砖木结
构三层楼，共有 13排、70余个单位，1931年
竣工。

著名学者、诗人冒广生（1873年—1959年）

在模范邨竣工伊始就成为首批居民，并在其
间的 22号度过人生最后岁月。 在他孙女的
回忆文章中， 旧时模范邨住户多为小康人
家，以商界人士居多，也有高级职员、教师、

医生和文化人士， 出入多坐车， 穿西装、旗
袍。

在孙辈眼里， 冒广生总是浸淫故纸堆
中，“整天手不释卷，从早到晚伏案点校书稿。

寒冬时节抱着暖炉御寒，右手拿着毛笔，嘴上
叼着自做的香烟，鼻尖下流淌着清水鼻涕。”

冒家的寓所是一代名流经常光临的场所：

20世纪 30年代，徐悲鸿从苏联归来，取道上海
时曾偕夫人蒋碧薇到模范邨拜访冒广生。1950

年，陈毅市长也来模范邨拜会冒广生。国务院
秘书长齐燕铭也曾奉周总理之命看望病中的
冒广生。刘海粟、周信芳、梅兰芳、黄宗江、黄宗
英都曾来模范邨拜会冒广生。

模范邨的第一进沿街。楼下为中南银行分
行营业厅， 时任分行襄理即许承先的父亲。因
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全家就住在模范邨中南银
行楼上三楼，住所宽敞。有时，许承先会蹦蹦跳
跳地从楼上跑到楼下， 走入银行办事大厅，走
到里间， 找到正在独立办公室里工作的父亲，

拉着他的手，一起回家上楼吃饭。

父亲是京剧票友，善扮花旦。家境宽裕时，

常常带着家人去戏院看戏。 母亲养尊处优，生
活琐事都由保姆代劳。 直到 1952年， 年仅 42

岁的父亲因为脑溢血骤然去世。

母亲的肩膀

若有谁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总能见到世
人真性情。

中南银行慷慨拿出 4000元抚恤金供许承

先母亲度日。但当时，许家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母亲还要同时抚养姐妹托付过来的孩子，抚恤
费迅速坐吃山空。

从未谋事的母亲毅然出门，先是在里弄里
担任扫盲班老师，后来又自学会计，还带领所
有小孩在家糊纸盒补贴家用。许承先朦朦胧胧
记得母亲拉着他的手，去淮海路报班培训和应
征找事做的场景。一个年轻且从未吃过苦的女
人，在那几年里非常勇敢，也非常坚忍地负担
起一个大家庭所有的生活重担。

像一场暴雨落入湖面， 湖底却是安静的。

母亲默默吸收了生活骤变带来的困苦，留给孩
子的都是平静温暖的回忆。

许承先记得，几经辗转后，母亲开始到一
家食品厂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厂里常常能
以打折价卖给职工一些面包片、蛋糕坯子的边
角料，以及鸡头、鸡脚、鸡架子等处理品。母亲
靠着这些物品，为还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增加营
养， 硬是没有让他们在失去父亲后挨过一次
饿。如今回想成长时的饭桌，许承先只记得，家
里常有鸡汤可喝。 那鸡架子煮起来散发的香
味，也是能飘满整个模范邨的。

原本许承先被家族寄予厚望，母亲希望他
能上高中、考大学。但家道中落，让继续深造成
为奢望。 许承先的姐姐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早早嫁人。许承先看在眼里，也一心想着能早
早自立，为母亲解忧。

1960年，许承先考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第
二届学馆。他并没有什么明星梦，他看中的只
是当时的招生条件：学费全免，学校管住，还能
发伙食费。

母亲犹豫地征询了所有亲友，是否要让儿
子去剧院， 她唯恐儿子从艺会辱没先祖声誉。

最后是许承先的姑姑出来支持：时代已经不同
了，做演员一样能闯出一份事业。

许承先毕业时， 以 20 岁的年龄扮演 60

多岁的老地主刘文彩，之后，又以《霓虹灯下
的哨兵》中的罗克文一角荣获 1978 年上海青
年演员汇报演出奖，后来，又在《魂系何方》中
出演张一清， 获得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
角奖。

中南银行后被收归国有。许家住过的模范
邨第一进房屋在建设延安路高架时被拆除。

许承先婚后又换过好几个住所，但不论怎
么换，都在老静安的地界内，都没有离开当年
的模范邨太远。他在一次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
日本工业展览会上买了一只精美的充气小天
鹅，搬家几次都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好像看到
自己的童年：独自从模范邨出门上学，看着家
对面的建筑日新月异地建造起来。

模范邨 王清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