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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趟去西直街采访，是 3
月下旬冷空气过境后的一个下
午，可庵弄与西直街交叉处的丁
字形路口处，亮蓝色的大门半
开，隔出了围墙内外两个世界。

骑电动车的、踩自行车的、
步行的，人们步伐匆匆，时不时
会有人停下来支好车子，向内张
望。薛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15 年 前 毅 然 搬 走 的
她，两度搬离西直街的他，
都会经常绕过来看一看

68 岁的薛老师已经从市北
实验初中退休，15 年前，他们一
家搬离了西直街，此后一直住在
机械新村。自从听说这一带开
始拆迁，她来市中心办事，总会
特意绕到这里来看一看。

西直街的老房子是学校当
年分给薛老师的，她丈夫的单位
也给分了一间，位于可庵弄。两
处都是平房，都没有卫生间，她
和爱人在这里住了半辈子，搬走
的时候，女儿已经成年。住在这
里留给她最深的记忆，是每天一
个老早去倒马桶，冬天尤其痛
苦。

15 年前，当听说有公寓房可
以调剂，即使机械新村离市区
远，房子也很老旧，面积也不大，
她和丈夫还是毅然决然地搬离
了。“能在自己家里洗澡、上厕
所，才知道有多舒服。”

搬走的时间有些久远，对着
一地的瓦砾和杂物，已经很难找
到当年老房子的准确位置，一个
人站着发了几分钟的呆，薛老师
叹了一口气，“以前住在这里虽
然觉得条件不好，毕竟住了好多

年，还是有感情的。”
经常来转一转的人群中，还

有出生成长在西直街、两度搬离
西直街的蒋雨庆老人。1952年，
蒋雨庆出生在西直街 328 号的
老房子中，家中兄弟姐妹 10 个，
挤在逼仄的一间平房中，滋味可
想而知。

第一次搬离是在 1979 年，
因为结婚，蒋雨庆搬到了西新桥
的单位宿舍，一住就是 15 年；
1994 年，他又回到西直街这一
片：搬回了可庵弄的单位宿舍。
2000年，国家已经取消福利分房
制度，厂里一个同事在红星新村
9 幢三楼有一套房子，99.5 平方
米，是整个红星新村最大的户
型，蒋雨庆以24万元的价格果断
拿下。

1996年，蒋雨庆的老母亲去
世后，西直街 328 号的老房子就
再也没有住过人，一直空关着，
但是，“从红星新村 9 幢到西直
街，拐个弯就到，没事就来转转
望望。”

100 多年前，西直街
上的“厚生制造机器厂”，
是常州第一家机械工厂

退休前，蒋雨庆是常柴公司
的员工。常柴公司的前身，就是
当年西直街上的“厚生制造机器
厂”，1913年，爱国企业家奚九如
在西直街锁桥堍永宁寺旁建起
了一片厂房，不过当时叫“溥利
碾米厂”，一年后，翻建厂房后，
才更名为“厚生制造机器厂”。

厚生是常州第一家机械工
厂，也是中国最早的内燃机专业
制造商之一。1955年，厚生制造

机器厂改名为地方国营常州机
器厂，1964年改名为常州柴油机
厂，1994年成立了现在的常柴股
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2 月，由常
柴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常州常
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成立。

105 年前，奚九如选择在西
直街上建厂，自有他的道理：西
直街所处的常州西门一带，是当
时重要的物资流通和集散地，作
坊、店铺林立，是绝佳的商贸中
心。

在蒋雨庆的记忆中，从前，
从吊桥到西仓桥一带，都很繁
华，篦箕巷有果品公司，西仓桥
菜场的生意总是很好，雅泉和清
园两个浴室，在西直街上最出
名。龙船浜菜场开出来以后，卖
菜的都搬过去了，西直街就冷清
了下来。

银行、当铺、米店、煤
球店⋯⋯从前的繁华，说
不完道不尽

王路，怀德桥派出所民警，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来到常
州，成为当时的西仓桥派出所的
民警，40 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
了辖区的每一寸土地。在他的
记忆中，初来常州的时候，西直
街上的大户人家的气派房子还
很多。

“ 西直街从当时的西门吊
桥，就是现在的吾悦广场开始，
一直到西仓桥往北大概50米，一
条街就到底了。”其中，怀德路至
可庵弄交界处这一段，在早期已
经被征收；可庵弄交界处至海海
茶楼南边，从 2017 年开始征收，
其中，对夏家大院予以了保留；
海海茶楼往北到底一带的民居，
现在还有人居住，主要是留守的
老年人以及外地来常务工人员。

紧邻西直街的勤工路，呈东
西走向，已经被征收的勤工路17
号是章菊芳家的老屋。从章菊
芳手机里的照片可以看出，这座
只有一间半的三层半小楼，是勤

工 路 上 最 体 面 的 民 房 之 一 。
1987年，章菊芳家对这所老屋进
行改造时，修建了单独的卫生
间，有淋浴房、有抽水马桶，再也
没有了大清早出去倒马桶的不
便。

在章菊芳的儿时记忆里，从
现今的吾悦广场沿着西直街一
直往北走，中国银行和当铺在河
边背靠背，那时的西直街小学有
自己的幼儿园，章菊芳就是在那
里上的学，小学旁边有米店、煤
球店、小吃店，所有的东西都要
凭票供应；手艺人开的修伞店，
那时修的都是油纸伞和布伞，还
有竹器行和衡器厂。

每天经过一家又一家的店
铺，对于小孩子来说充满了种种
诱 惑 ，只 恨 那 时 太 小 ，兜 里 没
钱。章菊芳人生中第一笔自己
挣来的收入，就来自当铺：每天
半夜就起床去当铺排队，早上把
排的位置以5角钱一个的价格卖
给来当铺当东西的人。“从前条
件不好的人多，当东西的人多，
当铺生意非常好。”

5 角钱可以派什么用场？可
以坐50次渡船，从西直街到河对
岸的西仓街，每天有两条渡船往
返，坐一次船 1 分钱。当然，5 角
钱并不会被拿来反复坐船玩，多
数时候都贴补家用了。

连通运河两岸的西直街与
西仓街的西仓桥（即广济桥），已
经在去年国庆节期间拆除，今后
将原址重建。

房租便宜，靠市中心
近，这里成了很多新市民
的理想租房地

艾继让，安徽阜阳人，租住
在西直街上。得到他和妻子的
允许后，记者进去转了一圈：狭
长的平房被隔成了四格，进门第
一格堆放着杂物，第二格摆放着
一张双人床，第三格还是杂物，
第四格是厨房间，没有卫生间。
有电、有自来水，没有有线电视，

曾经这一片可以装移动宽带，现
在已经不能了。

房主是个70多岁的老人，是
艾继让岳父的朋友，“10 年前这
里的房租只要 200 块一个月，因
为是熟人，也没跟我们涨价。”

房东要求很简单：想自己装
修、整修都行，就是别把房子弄
垮了，一个月 200 块租金不图
钱，为的是房子一直有人住着，
有人气。

王素华，艾继让一家的安徽
老乡，12 年前，她的女儿刚刚满
月，他们一家就搬来了西直街，
一住就是 12 年，12 年间他们搬
了 4 次家，去年 8 月才刚刚搬到
了 艾 继 让 隔 壁 的 西 直 街 308
号。800 元的租金，相对他们以
前租过的4处房子，是最贵的，但
王素华对这里很满意：“800 块，
有三个房间，而且有单独的卫生
间，靠市中心又这么近，现在到
哪里找啊？”

更重要的是，王素华的女儿
和孙子现在都在盛毓度小学读
书，步行到学校三分钟就到了，
孩子上学、大人接送，都方便。

艾继让有两个女儿，他的小
女儿就出生在这里，两个孩子都
还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将来上学
怎么办？“如果这里拆的话，就到
西 新 桥 那 里 买 个 小 的 二 手 房
吧。”臧晶 孙歆雅 胡艳 文摄

不长的西直街上，铺满从前的记忆
寻访常州老街巷之八

“口述档案”，请找我们讲
述您与常州的故事，共同用文
字和老照片，拂去历史尘埃，留
住珍贵记忆。

电话：85681017
邮箱：450812944@QQ.com

城事·档案柜征集令

这个丁字路口，一面是西直街，一面是红星新村。

西直街292号张宅前，一市民惬意地在阳光下午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