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强自立
———中山路的历史渊源

中山路所占据的区域， 在清朝中
叶除沿河分布着一些村落外， 其余大
都是坑塘苇草。 嘉庆年间， 诗人崔旭
在他的 《大悲院》 诗中有 “欲向窑洼
寻故里， 芦花野水四围秋”， 可见当年
的自然景观。 同治九年 （1870）， 李鸿
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 接受英
法联军入侵天津 、 进攻北京的教训 ，
在天津， 除大沽海口、 新城外， 将三
岔口和北运河东岸地区作为他的设防
重地 。 随他到来的一部分淮军亲军 ，
就部署在三岔河口北岸、 北运河东岸。
从此， 这里成为清军在天津的主要营
地。 到19世纪末， 这里已形成一条很
长的土道， 但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中山路， 中山路的真正确立则是在20
世纪初袁世凯督直以后。

1902年8月， 八国联军的军事殖民
机构———都统衙门撤销， 将天津归还
清政府，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接收天津后， 以设在今金钢公园和第
二医院的原海防公所为直隶总督衙门，
从此， 北运河东岸成为清政府在直隶
实行统治的中心 。 统治中心确定后 ，
袁世凯首先考虑的是来往于天津、 北
京之间的交通的方便与安全 。 当时 ，
曾被英军占据的京榆铁路虽然同时接
收 ， 但老龙头车站的外围两侧铁路 ，
为俄、 意、 奥租界， 他的行动受到牵
制 。 于是 ， 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底在新开河南岸 、 金钟河北岸之间 ，
着手兴建新车站， 转年1月建成启用，
这就是今天的天津北站。 新车站建成
后， 为了全面开发河北地区， 1903年2
月， 由海关道和天津道联合发出告示，
确定在东至铁路、 西至北运河、 南至
金钟河、 北至新开河为开发区， 限定
区内房地产业主在1个月内呈验字契，
6个月内将一切坟墓迁移 。 随后 ， 在
东、 西窑洼进行填平工程， 开始修筑
一条连接新车站到总督衙门 ， 长1.5
里 、 宽 24米的大道 ， 始称新修马路
（后称大经路）， 路西自南至北先后开
筑了天、 地、 元、 黄、 宇、 宙、 日等
十几条纬路， 形成今天道路的格局。

变革奋进
———新型教育文化机构麇集

天津的这条中山路既是清末北洋
新政的产物， 也是新政的中心和新型
教育文化机构的麇集之地。

随着这条路的开发， 直隶省各新
型政治机构很快在这一带建立起来 。
终至清末， 先后迁入或建立在中山路

一带的直隶、 天津政府机构有： 1902
年恢复的直隶洋务局， 为直隶省外交
咨询机构， 在李公祠旁； 1903年设立
的天津建造局， 专管天津河北新街官
房建筑， 在贾家大桥； 1905年迁入的
直隶学务所， 掌管直隶全省教育行政
及学务， 在锦衣卫桥北； 1907年建立
的天津高等审判分厅， 为全国首创审
理民间刑事案件的机构， 在李公祠旁；
1907年建立的直隶禁烟局， 是推动直
隶省开展禁吸鸦片的权力机构， 在河
北三马路； 1909年建立的顺直咨议局，
是试行君主立宪制的省议院， 在河北
公园内； 1910年成立的直隶劝业道署，
由直隶工艺总局改组， 是推动直隶省
工业建设的政府机构 ， 在新车站旁 ；
1910年建立的直隶交涉署， 是办理涉
外事务的机构， 在河北三马路……这
些政治、 经济、 教育、 外交机构在中
山路一带的出现，标志着直隶省及天津
行政中心的转移。

中山路的开辟也带来文化教育事
业的兴盛和经济的繁荣。 坐落在元纬
路的高等工业学堂、 天纬路的北洋女
师范学堂、 黄纬路的北洋医学堂、 新
车站旁的直隶水产学校、 河北公园内
的觉民中学等新型学堂， 均在这个时
期建立起来， 对于灌输新学说、 学习
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当时，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卢靖、 傅
增湘及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吕碧城等 ，
都曾在这里办学、 任教， 留下他们光
辉的业绩。 由于市政设施的进一步完
善， 以大经路为基干的数十条道路整
齐划一， 进而奠定了 “新河北” 的基
础。 清末民初， 被称为 “大江以北第
一馆” 的直隶图书馆 （在河北公园），
藏品极为丰富、 从全省各地征集文物
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新型博物馆———河
北博物院 （在新车站附近）， 闻名于华
北地区的河北体育场、 天津美术馆等
相继建立， 这些文化设施均以观念新、
设施完备而著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堪为天津的骄
傲。 许多军阀、 政客、 达官贵人亦在
此建公馆、 置花园。

振兴中华
———以中山先生命名

天津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重
要关联， 孙中山先生曾先后三次到天
津， 并在中山路留下了足迹。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曾到天津 ，
住在佛照楼旅馆。 他怀着一腔爱国热
情上书李鸿章， 提出他改革政治的主
张， 希望李鸿章采纳， 实现他为国家
谋富强的愿望， 然而他却未获李鸿章

的接见， 他的主张遭到拒绝。
1912年8月， 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

共商内政。 23日抵塘沽， 并发表对记
者谈话。 在天津下榻利顺德饭店。 24
日在广东会馆演说后， 又经东门里大
街、 东马路， 过海河， 沿大经路 （即
中山路）， 应邀到河北公园 （后更名为
中山公园）， 出席天津官绅组织的欢迎
会， 并发表演说， 号召南北统一。

1924年，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
广州乘北岭丸轮绕道日本， 于12月4日
上午11时45分抵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
后乘车至张园下榻 。 在张园的27天 ，
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 仍日理万
机， 并接待各界人士， 宣传北上的政
治主张。 他曾专程经大经路到黄纬路
的孙家花园与张作霖会晤， 共商国是，
史称 “孙张会谈”。 此次天津会晤， 以
不欢而散而告终。 虽看似平淡， 且没
有达成任何共识， 却预示了后来中国
蜿蜒曲折的历史走向。

天津人以中山先生命名一条街道，
是对孙先生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纪
念 ， 也是对 “振兴中华 ” 的追求和
“国富民强” 的向往。

前赴后继
———为了实现中国梦

中山路不仅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
明、 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 文化
的前沿和窗口， 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 充满奋斗精神的地方。 近百年来，
许多震撼人心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
在这里， 留下无数革命先驱者的战斗
足迹。 1910年12月， 天津掀起资产阶
级立宪请愿热潮， 大家公推法政学堂
的李大钊等为代表， 中山路一带学堂
的学生于19日在公园集合， 后穿过大
经路直奔直隶总督衙门请愿。 1911年
12月14日， 在武昌起义推动下， 北方
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 革命党人通过
咨议局约请各界在河北公园内开会 ；
1912年1月27日， 北方革命党人在直隶
总督衙门前举行武装起义， 称为 “天
津起义”， 数十名革命党人捐躯战场。
1915年6月6日， 居住在元纬路元吉里
叔叔家中的周恩来， 在河北公园召开

的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上， 登台演
讲， 号召人们奋发图强， 振兴本国经
济， 誓雪国耻， 坚决不当亡国奴。 会
后写下了 《广募救国储金主义友人
书》， 宣传救国储金运动。 1919年， 周
恩来与马骏、 郭隆真、 邓颖超等在宇
纬路三戒里建立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团体觉悟社。 同年6月9日， 各界人
士在河北公园举行大会， 声援北京的
学生爱国行动。 20世纪20年代， 女星
社在达仁里成立， 邓颖超等人创办了
全国唯一的一份妇女报纸。 抗战初期，
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天津军民， 曾在中
山路择仁里一带与日寇浴血奋战， 留
下可歌可泣的壮丽一幕； 解放战争中，
人民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把红旗插上
金钢桥桥头。 在中山路的身上， 充满
了勇往直前、 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对中山路及
其周围的街道里巷进行了翻修， 人民
生活得到改善。 1958年， 朱德同志曾
到月纬路视察锻压机床厂 ； 刘少奇 、
邓小平到元纬路看望鸿顺里居民 。
1978年 ， 邓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归来 ，
回京途中， 风尘仆仆来到黄纬路， 巡
察新建的居民楼， 给中山路居民以极
大鼓舞……现在 ， 中山公园纪念地 、
觉悟社纪念馆、 邓颖超纪念馆、 大悲
院等多处文化古迹和革命遗址得到保
护和修复， 更为中山路一带平添了人
文色彩。

中山路已经经历一百多年沧桑 ，
在中国近代史上， 天津的这条马路一
直是风云变幻、 令人瞩目的地方。 中
山路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文化， 想尽一
切办法促进已经落后的中国重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集中代表了中国人自立
自强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从传统被迫
进入近代， 每前进一步， 都在中山路
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中山路上的潮
起潮落，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近百年中
国历史的缩影。 今天我们行走在中山
路上， 纪念孙中山先生， 就是要学习
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 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
素， 为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振兴中
华伟业而继续奋斗。 摘自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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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史的缩影
天天津津中中山山路路：：

今年11月12日， 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在
天津， 有一条以孙中山命名的道路———中山路， 还有一座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公
园， 叫中山公园。 中山路位于天津市区东北部， 原名河北大经路、 大马路，
194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中山路， 这条通衢大道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