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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小的時候，我就一直住在貴陽

市中心噴水池北門橋邊的龍井路上，

大約1980年代初，在龍井路與中華中

路交叉路口，開始有了文革後貴陽市

最早的集郵市場。每到週日，一出路

口便被那些集郵愛好者手中的郵票所

吸引，總愛不時湊熱鬧地看上幾眼，

後來郵市遷到了噴水池郵局旁，緊靠

我的工作單位，上下班又總要從郵市

經過，這樣久了，也就有了想要收藏

郵票的念頭。由於囊中羞澀，念頭始

終還是念頭。1980年代末我參加了

「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班」的函授學習，

其中關於「東西方現代化與傳統文明

的矛盾衝突」的比較研究使我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而我所屬的攝影界此時

也開始了以紀實主義攝影表現生活的

追求。這幾方面的內容在我的腦海中

不知不覺碰撞出了一個奇怪的想法：

別人收藏郵票，我為何不可以收藏一

座城市？我就用我手中的相機去收藏

貴陽，用紀實主義攝影去記錄貴陽這

座西南高原省會城市的歷史變遷，將

它作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具矛盾衝

突，充滿大動蕩、大變革的特定時代

的一個縮影定格下來。於是，便有了

今天「老貴陽」上萬張黑白紀實照片的

結果。

二

要說貴陽，我們生活在這"的許

多人的確還不曾好好地閱讀過這座城

市，不曾知曉這養育了我們的一方水

土。由於地處遠離中原的西南一隅，

貴陽數千年的發展一直十分緩慢，在

十九世紀末，貴陽還是一座古老的、

呈封閉狀態的城市。宮觀、寺廟、牌

坊、城牆、街道、驛道，一切都顯得

古老而陳舊；但與此同時，這種封閉

狀態正在被打破，西方國家的商品開

始不斷湧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正

在解體。

貴陽又是一座以漢族為主體、多

民族共居的城市，漢族文化和少數民

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共生共

長，儒、釋、道、伊斯蘭教、天主

教、基督教文化多元並存，匯聚於

此。城垣、街區、道路僅僅是城市的

軀殼，生活在這"的一代又一代漢、

苗、布依、仡佬等各個民族才是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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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血肉與生命，他們創造的豐富

多彩的文化才是這座城市的靈魂。

二十世紀這個在人類歷史上科學

與愚昧、民主與專制、富裕與貧窮鬥

爭最為激烈的一百年，為貴陽前所未

有的改變帶來了契機。貴陽作為貴州

的縮影，在中國與世界空前緊密聯繫

的百年之中，與國家一同經歷了從探

索、對抗、模仿、吸收到超越自己的

驚天動地的鉅變。貴陽在經濟社會發

展普遍遲緩與落後的狀況下，在政治

思想、文化領域的某些方面卻處於超

前狀態，在不少時候走到了全國的

前列。在十九世紀的維新變法運動和

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護國運動、

五四運動中，貴陽都有Ï突出的表

現。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家的政治、

經濟、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轉移，處

於大後方的西南重鎮貴陽，由於內遷

大潮帶來的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

的注入，戰時經濟一度空前繁榮。

1949年以後，經濟建設不斷恢復，特

別是1960年代中央政府在西南實施的

「三線建設」，又一次改變了貴州的經

濟發展格局並提升了貴陽的經濟實

力。改革開放更是拉近了貴陽與中東

部地區的發展距離，使貴陽高樓林

立、大道寬廣，不停地更換Ï新面孔。

其實，當我在開初拍攝「老貴陽」

時，也對理應「熟悉」的、生於斯，長

於斯的這塊土地不甚了解；在貴陽的

歷史老街區"不停地行走拍攝時，我

時常去詢問別人也問自己，昨天的貴

陽究竟有些甚麼值得今天的我們去眷

念、去傳承？又有些甚麼不一樣的獨

特個性、文化性格值得我們去關注？

一直以來，外地人形容貴州常常

有這樣三句話：「天無三日晴、地無

三里平、人無三分銀」，歷史上的貴

陽的確如此。地處雲貴高原以東的貴

陽，是在以石灰岩為主，高低起伏的

峰叢窪地上構建的城市，天空常常被

連綿起伏的群山阻擋，總是一片陰

霾；缺少太陽的山間窪地，莊稼的收

成自然不會豐富，重重大山更是將中

原先進發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諸

多成果屏蔽在外，這樣一方陰多晴

少、崎嶇不平的水土，造就了這一方

貴陽人。老貴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呈現出和周邊省會城市與眾不同的獨

特景象和生活氣息。

在群山環抱中，石砌城牆圍成橢

圓形，九座城門吐納往來的商旅，維

護Ï城市的生息。城內，街道狹窄，

坡坎陡峻，眾多的牌坊使本來不寬的

街道更顯得狹窄，城中的大道觀香火

旺盛，城南則有屹立江流的地方名勝

甲秀樓和花木扶疏的觀音寺。城中既

有幽深典雅的唐家花園、高家花園這

樣幾戶官僚士紳的深宅大院，又有更

多低矮的木板房或磚木結構建築的民

居，中間不時夾Ï一些三合院、四合院

的公館。大街兩旁既有一二層高的商

業鋪面，也有了兩三層高的西洋騎樓。

在常年多陰的天氣和較為狹小的

地理空間氛圍"，閒散的老貴陽人清

早七、八點鐘才從ª鋪上爬起來，在

小街道"慢悠悠地吃Ï地方小吃「腸

旺¯」、「畢節湯圓」，然後開始了一

天與世無爭的生活，這種受到特定自

然和人文環境造就的貴陽市民的生活

習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順天適

地、寧靜達觀、溫文敦厚的生活觀

念。這種生活觀念和生活態度一直深

深地影響到一代又一代的貴陽人，也

同樣深深影響到四海五湖來到貴陽的

各方人士，共同形成了貴陽人獨特的

地域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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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然明顯感受Ï這

種傳統的生活態度、觀念在現實中的

延續。而貴陽人的文化則顯示出「五

方雜處」的特徵，經歷過數百年的變

遷，在這座城市"，你會發現它有Ï

太多太多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這

"，你能夠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

表現，也能感受到西方文化的諸多影

響。那些不同時期外來的官員和商

賈、抗戰大遷移的內地人、解放貴州

的南下大軍、支援貴州建設的大批幹

部、1960年代「三線建設」的工人隊

伍、上山下鄉的各省知青，無不把全

國各地的各方習俗、文化傳統帶到了

這個沒有多少屬於自己獨特文化個性

的高原城市。

在這座城市"，要說真正屬於貴

陽人自己文化的「東西」，也就只有揉

合了各個時期各個地區文化的「混合

物」了。在貴陽生活久了，便能感受

到這種五方雜處的文化氣味，不管是

本土的民族文化、川陝和湖廣文化、

北方文化、江浙文化、冀晉魯豫文

化，還是歐洲文化和宗教文化，都在

這"形成了沒有哪一種文化可以作為

主體的「雜文化」，貴陽——實在是一

座有Ï複雜文化性格的城市。

三

正是這座有Ï六百多年歷史的城

市，正是這種複雜的地域和文化交織

的雙重性格，才使得老貴陽有Ï豐厚

的文化積澱和歷史遺存。作為一個省

會中心城市，它的任何變化都對全省

乃至周邊省市帶來十分重要的影響，

同樣，它的任何一方面的變化也反映

了全國的各種影響和時代特徵，這些

歷史遺存記錄了過往大量歷史的信

息，非常值得我們去好好尊重和保

護，給後人留下可以觸摸的歷史。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只看重城市

的實用功能，而忽略城市是一個鮮活

的、有個性的生命，任何一座城市獨

有的文化歷史，就是它的性格史和精

神史。今天，我們對待城市的態度太

過功利化，城市的管理者往往好大喜

功，滿足於城市建設的大手筆，於

是，積澱了千百年的老城被掀了個底

朝天。其實貴陽與中國的其他歷史名

城一樣，那些老街道、老菜市、老水

井、老茶館、老戲院、老書店、老旅

館、老古橋、老車站，都是充滿人

氣、充滿無數動人的故事和不同時代

的精、氣、神。

當下，在高樓森林的下面，早期

的風物已遺存無多，淹沒在人們的記憶

中了無蹤;。中國的歷史文化遺存一直

以來就多災多難，所剩遺存已十分有

限，在東中部高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

的口號下，一個接一個新政者拼命追

求現代化建設的速度，迫切地積累任

上的政績，奪取經濟超前發展的頭等

小街=的生意（張賜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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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勞，將成片成塊的老街區任由房地

產開發商恣意改造，而這些大大小小

的商界「精英」對文化遺存大多一無所

知，短短的一二十年，不少都市的歷

史遺存被蕩滌得寥寥無幾，原本各具

不同獨特個性和特徵的都市歷史和文

化魅力完全被一個模式所代替，城市

正在快速地趨於同化。貴陽也被外人

戲稱為「小香港」。也許，現實中的人

們，還自在地沉浸在這樣的評價中享

受Ï現代化文明的幸福成果。中國著

名的文化學者，一直致力於搶救保護

傳統文化的馮驥才早在1999年時就深

刻而痛惜地指出我們對待歷史文化遺

存的態度與行為：「如果說『大革命』

是惡狠狠地砸毀它，這次〔指我們當今

的城市建設〕則是美滋滋地連根除掉

它，因為這是一次『舊貌換新顏』。」1

城市是歷史發展的結晶，也是歷

史發展的延續，割斷歷史將會使我們

在走向城市現代化的道路上付出沉重

的代價。可是，「建築是地區的建築」

這條十分重要的法則已被忽略，造成

了國內城市模式千篇一律的可悲現

狀。我們的生活愈來愈需要多元化，

失去傳統的有價值的文化，會影響我

們生活的質量。我們建新城鎮，應該

是對古老城鎮母體的改造與提升，其

根本宗旨應該是「以人為本」。正如業

內專家指出的那樣，應該遵循這樣的

原則：一是原真性：在中心區、重點

社區要保持原汁原味，要真名城，不

要假古董。二是可讀性：通過保存下

來的有價值的歷史建築、歷史街區，

讓後人能認識歷史。三是可持續性：

城市應該是有生命的城市，保存歷史

是為了今後的可持續發展2。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對自身

精神家園深切關懷的需要，這已成為

全社會的共識。我們的城市管理者應

該先知先覺，在城市開發中作出科學

規劃和立法保護，讓全社會都知道我

們身邊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特殊價值。

把過去的老城鎮納入新城鎮建設中

去，加以科學合理的規劃，才能使人

們的生活質量、社區的文化品味、房

地產的價值和整個城市的綜合價值得

到提高。經濟的競爭上升到高度就是

文化的競爭，這在東中部地區已十分

明顯地表現出來。地處西部的貴陽在

歷史發展進程中必須要立足這一根

本，才能建設成為一個經濟和文化可

持續發展的貴陽。

四

每當我們這些貴陽人臨窗眺望或

坐在計程車"駛過新建的市中心大道

時，總會為貴陽近二十年來城市建設

的嶄新面貌發自內心地高興和快慰，

再看Ï那些還殘存的低矮破舊房屋和

狹窄小巷，我們是多麼希望現代化城

市的美好明天早日到來。的確，作為

歷史的老貴陽老了，它與現代化的距

離愈來愈遠。然而，當人們站在東山

或黔靈山俯瞰這座高樓林立的城市

時，或許有人這樣想過：難道這座城

市過去的一切真的沒有甚麼值得留下

來的嗎？

前些年在北京的書店"看到《北

京胡同》畫冊時我曾經想過，貴陽既

不是甚麼中國的重要工業城市，也不

是甚麼文化歷史名城，更沒有可以作

為某種地域文化特徵的城市古風留給

後人去欣賞，但是我們不能否定這樣

一個事實：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部厚

重的、有Ï獨特文化內涵的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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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歷史的沉澱物，每個歷史時期都

在這座城市留下自己深深的印;，每

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塑造了這座城

市，又被這座城市中特有的時代氛圍

和千百年傳承中形成的文化氣息所塑

造。一條狹窄的街巷，一種地方風味

小吃，一句民間生活俚語，一個地方

風情的故事，無不表現出這座城市的

人們生生不息，循環往復，充滿憂

傷、欣喜與煩惱的生命旅程，讓我們

這些隨Ï這座城市走過來的人總有一

些不能放棄的感情——也許，這種感

情和感覺就是人類文化的傳脈。

看Ï手中這些記錄了老貴陽面貌

的黑白照片，想想再過二三十年，一

種永遠也解不開的地域文化情結會讓

我們帶Ï幾分惆悵，幾分缺憾去回

憶，去找尋我們兒時的幼兒園、啟蒙

的小學、居住了幾十年的街道、院落

和老鄰居，我們花幾分錢租來的小人

書，街邊叫賣的烤紅薯和碗耳糕，

身邊的老水井和小水站，老祖宗留下

的八仙桌和太師椅，老牆上的「紅太

陽」⋯⋯還有和這一切緊緊相連，充

滿Ï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的無數個生

活故事。或許最後我們能找到的，除

了幾幢像珍稀動物式的老屋外，剩下

的，便只有我們自己。帶Ï對傳統文

明與現代文明矛盾衝突的深深困惑，

也為了我們明天能有一個精神的家園

可以回歸，能給我們的子孫有個交

代，為他們留下一幅這座城市的歷史

人文風景，我所能做、所應該做的，

就是搶在一個個大大的「拆」字面前

記錄下這座城市和這些「老人們」的

身影。

在已經走完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

十年的今天，全社會已經開始逐漸認

識到「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無疑

說明了社會的進步，但要使保護真正

做到實處，還有Ï漫長的道路。我仍

將沿Ï「行動是第一位」的理念，實實

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展開歷史文化遺

存的記錄，搶救與保護，記錄今日變

革的一切軌;，忠實去履行我們的社

會職責。

如果說我拍攝的「老貴陽」也算作

一種成就，那麼，我要感謝的便是我

們共同創造，共同擁有的這座城市；

繫Ï這難解的「牽手情」，我和我手中

的相機便沒法打烊。

註釋
1 馮驥才：〈我為「古城會倡議」鼓

而呼〉，載《手下留情——現代都市

文化的憂患》（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0），頁41。

2 貴州省建設廳廳長江厥中在

2001年貴州科學院舉辦的「西部城鎮

歷史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賜安　中國攝影家協會貴州分會常

務理事，貴州綠色和平環境宣傳中心

主任、高級攝影師。

貴鳥南路上賣竹器的老人（張賜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