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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治房

“孤岛”众筹

同治大婚目击记

文 / 李开周

1938 年 6 月，永大地产公司在

文 / 董建中

上海大木桥路（今徐汇区东北）南段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
年 10 月 16 日）是同治皇帝大婚的

拿到一块 20 亩的地皮，将其分割成
30 个小块， 准备建成 30 幢中西合

日子。 那时候，同治皇帝十七岁，皇
后是十九岁的阿鲁特氏。

璧石库门风格的洋房， 有点类似今
“
联排”。
天的小

对于同治大婚，当时外国人极
感兴趣，他们甚至将清廷公布的一

动工之前， 永大公司在报纸上
连续刊登了半个月广告， 广告上有

些礼节译成英文并出版。 英国《伦
敦新闻画报》 特别邀约英国人威
廉·辛普森作为通讯员，提供费用，

区位图、 户型图和建成之后的素描
效果图，报价还非常诱人：每幢洋房

派他前往中国，探个究竟。

只需预交大洋 5000 元，即可拥有三
十年居住权， 三十年后这笔房款还

身兼考古学家、艺术家及旅行
家多重角色的辛普森， 果然不负

将一文不少还给业主。
那时候， 上海房价高出北京不

所托， 他的现场报道后来发表在

止十倍， 同样的小型洋房市面上至

《伦敦新闻画报》上。 1874 年，他在
伦敦出版了 《迎接太阳： 环球旅
行》一书，再次详尽记述了目击同
治大婚的经过， 还配有若干写实

少卖到每幢两万块大洋。 现在只要
花四分之一的钱就能住上， 将来还
可全额退款， 广大市民自然蜂拥而
至，很快就把那 30 幢小洋房预购一

性插图。

空。
开发这类看上去“白菜价”“跳

庆典前夜
辛普森甚至听到许多人说，如
此“质朴”的场景，还比不过低
级官员的婚礼排场呢。

楼价”的房子，永大公司还怎么赚钱
呢？ 很简单：第一，它卖的不是永久
产权，而是三十年的居住权，居住年
限一满， 它还可以翻修翻修再卖一
遍；第二，当时的存贷款利息比今天

同治大婚中从皇宫出发前往新娘（皇后）府邸的迎亲队伍。

辛普森于 1872 年 8 月 5 日从
伦敦出发，9 月下旬抵达北京。他迫

婚礼前约一个星期， 每天早晨
沿着这条路都有行进的队伍……有

下午四点左右， 抬着皇后凤舆
的队伍从皇宫出发， 由一位蒙古王

高得多，从银行借钱成本不菲，把钱
存入银行利息则很丰厚——
—比如，

不及待地顺着刚刚修整过、洒上新
黄土的路面，前往新娘（即皇后）的
府邸， 看到搭就的架上遍扎彩绸，
处处贴着
“
双倍福佑”的
“ ”字。
辛普森和同伴削好铅笔，拿

人解释说它们都是全国各地所进敬
奉的礼物， 所有物品都送至皇后将
要居住的宫中。……每天拂晓后，出
现了长长的抬运物品的队伍， 负责
的官员以及士兵等， 身着有白点的

爷和数位蒙古大臣带队，身着盛装。
这位蒙古王爷，手捧御用朝珠，那是
皇帝至高权力的象征， 如同皇帝亲
往一样神圣，是最尊贵的礼节。
整支队伍的前面， 有三十匹配

永大公司每幢洋房预收款项 5000
元，只需将其中 700 元存入银行，用
不了二十年，本息合计就达到 5000
元， 光这笔钱即足够付买家的全额
退款了。按当时市价，永大公司每幢

出画本，要给府邸来个速写。 那年
头北京街道上“洋鬼子”很少见，

红色衣服。 这些婚礼物品种类繁多，
……它们都由黄色和红色丝绸扎

有金黄色鞍鞯的白马， 队伍主体则
由众多旗帜和各种不同颜色的三重

极为引人注目，手拿画本的“洋鬼
子”更是稀罕，消息似乎迅速不胫

系，分别代表着
“
皇帝”和
“
婚礼”。
每天早晨， 成群的北京人都出

伞盖组成。 伞上绣有龙凤图案，高竿
之上有圆形、方形和心形的扇子，还

而走，辛普森意外地“身陷重围”。
他描述说：

来看皇帝布置房间的物品， 整个路
上从头到尾两边都是人。 有天早晨，

有一种红竿子顶端是
“
金瓜”。 皇帝
的三重黄龙伞走在后面， 再接着是

北京闲逛的人太多了。 这是一
条很宽的街道，簇拥着上万人，全都

所抬物品特别贵重， 因此整个队伍
在天亮之前就已行动， 没赶上瞧热

凤舆——
—黄色丝绸的围帘， 金色皇
冠状的轿顶装饰着龙和凤， 并没有

翘首观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周围能
看到的人很是心满意足， 但外面观

闹的人未免大失所望。 据说，这是为
了防止发生抢夺事件。

用珍珠和黄金，装饰极其质朴。
辛普森甚至听到许多人说，如

洋房约需花建筑费 2000 元，地价加
装修费也是 2000 元，余下 300 元就
是利润。
开发一幢洋房只赚 300 元，似
乎太少了吧？ 可是咱们别忘了，这
种开发模式的资金压力非常小，开
发商只在拿地和登广告时花了些
钱，后来盖楼和装修，用的全是买
家的钱。
对有能力一次拿出 5000 现金

众越来越多， 这些后来者不明白发
生了什么，他们越发骚动不安，结果

来看热闹的人,很多是为了看
抬物品的轿夫们的表演：他们训练

此“
质朴”的场景，还比不过低级官
员的婚礼排场呢。 辛普森还了解

（那个年代也不算一笔小钱了）的
买家来说，同样划算得很。 1938 年

互相推搡， 离我们最近的被推到中
间，我们也被挤来挤去。
最后，惊动了清朝官员出面干

有素,将轿子抬得极其平稳，将盛
水的瓶子置于轿子上，能做到在行
进中水一点儿也不洒落。

到， 凤舆将一直停在皇后府邸前，
直到她乘坐离开，这是中国婚礼一
个重要部分， 即通过公之于众，让

的上海，除欧美各国租界外，大半

预，辛普森一行才得以解围。
大婚迎娶皇后，当然要置办皇

辛普森特别记述了 15 日，也
就是大婚的头一天，皇家向新娘

婚姻拥有了合法性。当这支队伍返
回时，金册、金节、金印会置于皇帝

后的妆奁即嫁妆。辛普森向好奇的
英国读者报告：

阿鲁特氏送金册、金节、金印的
场面：

黄龙伞和凤舆之前，骑兵队则走在
最后。

在日伪统治之下，淞沪会战的炮火
毁坏了若干民宅，战事过后日本侨
民又大举涌入， 全市都在闹房荒，
一部分有产阶级正苦于找不到合
适的房子住。
当时，如果租赁新式洋房，必须
向二房东或上手房客交一笔几百块

簇拥着皇后的金册、金节和金印的迎亲队伍。

不速之客

乃至几千块大洋的“顶费”，否则很
难租到像样的房子； 如果自己买地

这让人想起与巴黎公社作战时巴黎的街道，当时所有的店铺和窗户都闭着，除了街上的士兵，
一个人影都没有。
同治大婚的正日是 10 月 16
日，而细心的辛普森得知：“
更确切
地说，钦天监官员选中的是 15 日到

了障碍。 竹子搭就的架子， 加上帘
子，遮挡住任何观看的可能。 经向人
打听得知， 那些负责此事的人——
—

着。 所有店铺都关了张，街上显得有
些冷清。 这让人想起与巴黎公社
（1871 年）作战时巴黎的街道，当时

16 日间的夜里。 这是个月圆之夜。 ”
“
人们说队伍约在 15 日午夜十二点
离开皇后府邸， 这样可以在清晨两
点之前到达皇宫， 过了这个时间将
会是不吉利的。 ”
各国驻北京使馆里，许多人在
讨论着如何能看到迎娶皇后。但人
们都清楚，这将是一件极不容易的
事， 因为清廷已照会各国使馆，要
求每位公使约束自己的国民，不要
在 10 月 15 日或 16 日外出观看结
婚队伍。辛普森观察到了一种特别
的防范措施：
沿着整个新铺垫的黄道——
—它
有两三英里长——
—我们已注意到，
通向这条路的每一个街巷口都设置

礼部官员——
—就是为了让民众看不
到大婚队伍。
因为有“
任务”在身，辛普森在
友人帮助下，由一名中国妇女作为
向导，进入婚礼队伍途经的某条胡
同转角的一个大烟馆。婚礼队伍将
于晚上 11 点或是稍后从新皇后府
邸出发，辛普森一行四人早在晚上
9 点左右就到达隐蔽的“观礼”地
点。 他们将窗户上的薄纸戳破，朝
外面看去：
月圆之夜， 一切都看得一清二
楚。 街上树立着为数不多的灯笼，供
照明之用。 有许多士兵，或说是治安
人员——
—因为他们身着同样的衣
服——
—分散站立着， 只是在那儿站

所有的店铺和窗户都闭着， 除了街
上的士兵，一个人影都没有。
在我们和护卫严密的街道之间
就隔着一层纸， 这纸中间还有一个
洞， 想到这儿， 真是一种奇怪的感
觉。 可以听见当班人员所说的每一
句话， 其中一些人就站在我们鼻子
底下。 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平静，仅
仅是细声耳语，大气儿不出。
令不请自来的“观礼者”惊骇
之事发生了，街上一个士兵突然推
门走进大烟馆,他的制服甚至碰到
了辛普森。但他对眼前的洋人却视
而不见。 原来，那一天士兵们已值
勤了很长的时间，估计他是烟瘾上
来，实在憋不住了。辛普森记述道：

盖房，不但小块土地难买难租，市面
纷乱，光买齐所需建材也不容易；即
使你买齐了建材， 最后还得委托地
产公司施工， 而单门独户的建造成
本， 通常要比开发商集中开发高出

民众“观礼”同治大婚。

烟馆的人解释说， 即便他注意
到了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告发，因为
他进得屋来就是在犯罪， 他不会因
检举我们而暴露了自己。 这种解释
完全正确， 因为另外的人在那天晚
上进进出出，都低着脑袋，似乎是不
希望看见别人，或被别人看见。

英文的同治《大婚礼节》首页。

“天”“
人”之际
人群并没有给街上的卫兵带来太大麻烦，这显示出北京的一般民众特别和善，喜欢成人之美。
清同治一朝（1862~1874 年），
慈禧太后、恭亲王奕 斤 联合执政，
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
大臣通力合作下， 大乱 （太平天
国、英法联军入侵）之后求大治，
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初现端倪，国

天子脚下”各色人等之众生相：
“
这条街上的一名卫兵的所作所
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少见的、阐释
中国人性格的例子。 这人负责街边
胡同的隔离警戒。 拥挤的人群让他
很烦，他大声向人群喊话，命令他们

多个官员立刻叫嚷起来， 声音震耳
欲聋。 那个可怜的家伙，可能只是想
吸口大烟，却当场遭到殴打。 如果这
些官员发现了我们， 我们将遭受怎
样的命运，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切以
及突然闯进来吸大烟的旗人， 打破

白马、白旗，高大的伞、扇，在
暗淡的光中，显得苍白、恐怖，因为层
云遮住了月亮，好像它们也听到了任
何人不得观看的命令。队伍中断了很
长时间， 接着大约有两百个灯笼经
过，上面都写有汉字的
“
喜喜”。 这是婚

力有所恢复，民心稍稍聚拢，史称

呢。 实际上，这人是钦天监官员。 这
柱香刻有尺度，可以显示时间，他正
在对行进队伍进行计时， 以便可以
“
吉时”抵达皇宫，时间当然是事先
就计算好的。
待整个队伍快结束时, 大烟馆的

保持安静，因为声嘶力竭，他的嗓音

了我们的安全感。

礼队伍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

门被负责警戒的旗人卫兵围住了。很

“同治中兴”。
同治《大婚典礼红档》（现收藏
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详
细地记录了 1872 年秋天这次婚典

变得嘶哑。 最后，他请求大家不要再
折磨他了。 这产生了效果，后来人群
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 在我
看来， 这显示出北京的一般民众特

但是，当检查街道保卫工作的
官员查问站岗的旗人兵丁，是否所
有的人都被阻挡不得观看时，辛普
森听见士兵们回答说“没人敢偷

接下来果然是金节、全册、金印，
然后就是皇帝的黄盖伞和皇后的凤
舆，此刻皇后已经坐在凤舆里面了。
凤舆旁边有个人手持燃香。 有

明显，他们是要寻求鸦片的慰藉。 完
成
“
任务”后如释重负的辛普森等人
喝过茶返回住所，一路上发现：
“
北京的街道一片寂静，极少或

的程序和各种礼节。而与宫廷档案
较为程式化的记录相比，“洋鬼子”
辛普森的现场直击，活龙活现地留
下了那个年代的国家大典举行时，

别和善，喜欢成人之美。
还有另外一番场面： 骑马的官
员成队地经过， 他们看到我们对面
街道上的一位士兵正在打瞌睡，十

看”， 躲在屋里的他们忍不住暗地
里笑了起来。
接近半夜十二点，婚礼队伍终
于出现了：

一种解释——
—故意打趣的解释——
—
是，这是给皇后点烟的。 这显然不可
能，因为轿子四周都是封着的，而且
皇后也身着新婚礼服， 盖头蒙着头

根本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外出， 来窥
视所发生的一切。 ”
编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副教授，专治清代政治史

50%以上。
既然自己建房子不见得省钱，
还不如将准备租房的“顶费”和房
租， 交给类似永大这样的“活雷
锋”呢，“免费” 住 上 三 十 年 ， 何 乐
而不为？
细心的读者诸君， 恐怕会马上
联想到： 这不是如今网友们炒得热
火朝天的
“众筹”吗？对啊，房子还没
动工，“
业主”和房款都凑齐了，你说
永大公司走的是不是“众筹”路线？
反正我觉得是。
差别无非是七八十年前没有啥
互联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众筹平
台”，“
业主”跟开发商不能通过网络
隔空
“
点赞”，只能借助报纸（那会仍
然有点公信力，而且还没落伍为“传
统媒体”）发布信息罢了。 顶多操作
技术上有些区别，根本理念和模式，
却没有任何区别。
民国时期， 即使是上海这样的
摩登大都市， 人们都还不懂得什么
叫“众筹”，永大公司为自己的“创
新”取了一个听起来直白浅显、老实
巴交的名字：委托代建。
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成。 这个名字是不是够
炫目、够新潮，咱们不好说，可至少
在时局动荡的 1938 年，它让资金紧
张的开发商和急求安家的上海人，
部分地解了燃眉之急。这不，短短几
个月内，上海滩至少有 41 家地产公
司依样画葫芦， 不约而同地走上了
永大式的
“众筹”之路。
作者为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