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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不了解上海的人 !

曾误以为苏州河是在苏州 !闹
出了不少笑话"苏州河!又名吴
淞江!#苏州河$ 一名是在近代
上海开埠后才出现的%那时!来
上海的外国人认为它是 &通往
苏州的吴淞江$% 后来!外国人
在官方外交文件上逐渐将 &吴
淞江$都标注为了&苏州河$!反
而导致&吴淞江$这个本名被淡
化甚至遗忘%

'业务辑要(整理苏州河航
运) 中这样描述(#苏州河自西
迤逦而东! 至外白渡桥而入于
黄浦江!横贯本市最繁盛地区!

各种船舶!麇集其间% $苏州河
与黄浦江的交汇处! 形成了外
国人在上海最早的聚居地 !也
是上海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 %

此外!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城
市空间向内部演进! 沿苏州河
而上形成了三大功能空间 (码
头货栈 *工业区 *居民生活区 %

由于苏州河在上海的地位重
要! 近代众多中外纪实摄影师
都选择将镜头对准苏州河%

据上海音像馆采集整理 !

目前最早涉及苏州河的影像出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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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这一年!美国汤
姆斯+爱迪生电影公司派遣了

一支远东摄影队来到中国 !拍
摄了一批关于香港和上海的素
材! 最后根据素材编辑成

$

部
短片在美国发行% 其中关于上
海的有

%

部!'上海警察)和'上
海街景)% 在'上海街景)中!可
以看到在苏州河以南地区往来
的手推车 *黄包车 *自行车 *马
车! 画面里还能看到马嘉理纪
念碑和电灯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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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
今为止能看到的关于外滩和苏
州河地区最早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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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俄裔
美国人本杰明+布洛斯基来到
中 国 ! 拍 摄 纪 录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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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国)-%

当时正值中国辛亥革命前后 !

布洛斯基用胶片记录下香港 *

广州 *上海 *天津 *北京等重要
城市的影像% 可以在纪录片里
看到当时上海的外滩* 南京路
等地标性建筑! 以及市民的日
常生活! 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
近现代历史研究资料% 其中涉
及苏州河的有三条字幕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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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国家民族
开放的公园和游乐场% 从埃及

引进的梧桐树% -!作者注#可以

看到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

园$就是外滩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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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园看繁忙的苏州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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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这也成为后来很多

摄影师取景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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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帆过桥的平底船%中
国人太穷买不起帆布来作他们
航行的助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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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导演
H?(?

史
涅伊吉诺夫随同开辟莫斯科至
北京远程航行的苏联飞机来到
中国 !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拍摄了一些素材! 编成纪录片
'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
争)% 影片共

I

本!后
J

本是关
于中国的 !北京 *上海 *广州各
占

4

本% 苏联'真理报)曾高度
评价它 &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新
闻片 $!而是达到了 &社会生活
史诗的宏大规模$%后来这部影
片更名为 '东方之光 )!作为苏
联在国外上映的第一部新闻纪
录片在西欧许多国家放映% 在

这部片子里! 我们发现了黄浦
江*外滩*南京路*耶松船厂*招
商局码头等镜头! 当然其中也
有涉及苏州河的镜头( 有一组
站在苏州河北岸! 拍摄外滩公
园* 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的镜
头!可以看到外白渡桥*英领事
馆*天安堂!还有苏州河边面粉
厂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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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苏联导演雅科
夫+布里奥赫摄制新闻纪录片
D-320-3+ L.8/@52=

,'上海纪
事)-! 该片记录了我国第一次
国内战争后上海的斗争和生活
情况! 如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
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的游
行* 帝国主义增兵租界和构筑
工事 *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政
变等% 与苏州河相关的内容有
公济医院 ,现上海第一人民医
院 -*在船上生活的船民 *在岸
上拉船的纤夫等%

纪录片通过强烈的对比来
传达导演对社会的思考( 苏州
河边辛苦劳作的女纤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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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贵安逸的洋贵妇. 洋人的
子女在游乐场玩耍! 而中国人
的孩子却在当童工% 导演还通
过字幕表达了政治倾向!如#外
国洋行和银行! 几乎控制了上

海全部的工厂企业 $*#蒋委员
长靠出卖他的家乡来与外国
结盟 $等 !被认为是典型的 #形
象化的政论$式的纪录影片%在
雅科夫+布里奥赫的视野里 !

苏州河仿佛就是苦难生活的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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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由法国
人 约 瑟 夫+赫 斯 拍 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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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下苏州河繁忙的船运场
景%船夫费力地摇动着船桨!使
船在拥挤的河道中通过% 岸边
停着运输西瓜的船! 工人们通
过接力抛接的方式卸货% 这是
苏州河在当时承担着上海重要
的交通运输* 生活功能的一个
真实写照%

同时期! 金陵大学开始推
行电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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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陵大
学的孙明经教授拍摄了科教片
'交通)! 记录了苏州河上外白
渡桥的交通运输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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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时间
段!回看历史影像中的苏州河!

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其一!苏州河口,即苏州河
与黄浦江交汇处- 是上海的地
标 % 从

4"#"

年最早的影像开
始! 现存可观看的涉及上海的
历史影像!均以苏州河口,外白
渡桥 *外滩公园 *上海大厦等 -

作为上海的象征%可以说!苏州
河的历史影像史! 是近代上海
纪录电影史的重要内容%

其二! 对苏州河的取景一
般分为三种% 一是以拍摄外白
渡桥为主. 二是以拍摄苏州河
上航行的船只为主.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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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大厦建成之后! 因其具
有相对高度! 可以拍摄外滩景
像! 它几乎成为描述上海的影
像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场景%

其三! 我们尚未发现直接
以苏州河为主题的纪录片 *新
闻片或电影% 这反映出在该时
期! 苏州河尚未作为一个独立
的纪录片题材出现%

苏州河的影像记录史基本
与上海城市的影像史同步 !说
明了苏州河作为母亲河在上海
城市发展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

也证明了历史影像保护与研究
在城市人文遗产保护中的独特
价值%

!作者均为上海音像资料

馆馆员% 本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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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跨学科

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

保护' 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发

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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