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湾坐火车环岛旅行，很使我
兴奋，从本期开始，我将和大家一起
分享台铁的历史与独特创意，体味台
湾铁道文化带给我们的新鲜感受。

台湾的铁路因其地理特点和产
业分布，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环岛
铁路，另一种是与产品相关的产业铁
路。环岛铁路很好理解，就是环台湾
岛一圈，而产业铁路则包括了全台
农、林、牧、矿，如森林铁路、矿区铁路、
港区铁路、糖业铁路等。随着入岛人
数的不断增加，环岛铁路日趋繁忙，
成为台湾旅游业的一大景象和卖点。
产业铁路则因为产能的降低和生产
转型，日渐萎缩，其基本功能也由过
去的生产运输改为以铁道遗产保护
为主要形式的观光、旅游。

无论是环岛铁路还是作为铁道
遗产保留下来的产业铁路，都嵌刻着
深深的台湾铁道历史，甚至是全台湾
的历史与改变。英国人史蒂芬逊在
1825年发明蒸汽机车，人类历史驶入
快速发展的铁道时代。台湾铁路的倡
修人和开创者是清代首任巡抚刘铭
传，他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台北
设立“台湾铁路总局”，同年基隆到台
北的铁路开工建设。各种原因所致，
到1893年，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只完成
了基隆到新竹的106公里就停工，并在
基隆到新竹间开始运营。虽然没有完
成预期建设目标，却是台湾铁路纵贯
线的开始，此后的铁路建设就是以此
为端点，不断往南延伸，1908年便通到
了南部的高雄。

我乘坐火车环岛游的起点是台
北，终点也是台北。这样一个圈子跑
下来，能看的都看了，可去的地方也
都到了。从起点回到起点，就从台北
火车站说起吧。

台北火车站已经相当现代化
了，被称为三铁共构的第五代车站。

在这里，既有时
速达 300 公里的
高铁，可在 90 分
钟内直达高雄，
也 有 被 当 地 人
叫 做 捷 运 的 地
铁或轻轨列车，
还有普通列车，
是 台 湾 的 铁 路
交通枢纽。第五
代 车 站 是 指 站
房的存废，也包
括 车 站 功 能 的
提升改造。1989

年 9 月 2 日，第
五 代 台 北 火 车
站建成使用，意
想不到的是，只
过了 2 1 天，本
想 保 留 下 来 的
第 四 代 台 北 火
车 站 却 被 一 把
大火烧掉。第三
代 台 北 火 车 站
是 1947 年建成的，在使用了近 40

年后，于 1986 年 3 月拆除。往前数
还有两代都是被日本人毁掉的。

铁道和铁道建筑的存废，在台湾
是一件大事，关乎民意、舆论。以台北
火车站为例，第三代和第四代站房被
毁，至今还是舆论的焦点，常被搬出来
痛骂一番。与这件事有关联的人，几乎
被批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从民众的
视线中消失。在台湾的相关史书中也
能看到整个事件的过程以及评价，那
种唏嘘哀叹、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这是台湾人对铁路的感情所在。
在台湾，像台北火车站这样被拆掉
的，其实是一个个案，也是引起警醒
的案例。为了保护铁道文化遗产，台
湾民众付出很多心血。上世纪九十年

代商业大潮袭击台湾时，也出现了破
坏铁道建筑、建设商业大厦的现象。
民间人士便串通了许多社团，举办了
一个“行过铁枝路，相逢火车头”的活
动，通过全台火车站的串联，呼吁当
局保留老火车站。正是因为有了这样
的民间活动，才使台湾大量的铁道文
化遗产被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台湾铁
道文化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铁路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最为
平坦的一条坚实大道，火车开到哪
里，就给哪里带来文明与现代化。不
管修造者最初的建设意愿是什么，
其后的社会意义不可低估。为什么
人们对铁路的感情深植脑海？是因
为铁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引
领了崭新的生活习惯。那一声悠远

深厚的长鸣，那一通轰轰隆隆的震
颤，其实就是历史，就是未来。

火车一路南下又北上，我坐过高
铁、普通列车，经过了纵贯线、南回
线、北回线，甚至享受了老年优待票。
满眼皆是铁道文化创意园与保留下
来的铁道建筑，给人很多安慰和遐
想。我老家的村子原来也有一条铁路
通过，有一个每天只停两趟旅客列车
的小火车站，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被废除。与之相隔六公里的坊子火车
站，虽然保留下来且还在使用，但很
多建筑正在破败不堪中倒塌。每天都
有人流连其中，却无法挽救这个百年
老站行将消失的命运。我们能把坊子
火车站保护好留给后人吗？我也不知
道该把这样的话说给谁听。

铁道文化之一

从台北到台北

安倍夜郎的漫画《深夜食堂》终
于有了中文版，等待数月之后到手，
迅速翻了一遍，渴慕之心稍解，原因
之一是——— 那样的“深夜食堂”，我
也有。

“深夜食堂”藏在深巷，小小一
间，目测的结果，不会大于十五平方
米。主人是大叔，脸上有刀疤，身世
不明，经营方针是：“想吃什么，我就
做给你，只要是当天有的食材而我
又会做。”之所以以“深夜”为名，是
因为它夜里十二点开门，早上七点
打烊。那些生活在夜色中的人，每到
晚上，纷纷前来投奔，点些米面小
菜，喝点清酒。老板始终不动声色，
并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身世情
感，但分明也不拒绝和他们发生略
微深刻点儿的联系，他善于聆听，有
时候也参与，偶然也撮合一两件美

事。他和他的小店，于是成了夜色中
的一堆篝火，孤魂野鬼，撵着那点火
就来了。

我经历过许多间这样的“深夜
食堂”。小时候，我在新疆南部的农
场生活过，我们的农场被一条河分
为两半，河北边是居住区，只有十
几排营房，河南面才是商业区 (由
一个小卖部、一个供销社、一个邮
局、一个饭馆组成)，我们就是打瓶
酱油，也得经过十几排营房，走过
一座桥，再走上五百米，才能到达
小卖部。打酱油却并没成为麻烦
事，反而成了小型的节日，因为小
卖部里有各种看不厌的商品，从糖
果到花布，还可以遇见平日散落在
农场各个角落的人们。大家在小卖
部里碰头，站在柜台边上聊几句，
大方点儿的还会买点花生和烧酒

请大家吃喝，冬天还可以在炉子边
烤点土豆玉米。大家都想出种种办
法赖着不肯走，也都担心有人会率
先告辞。每个人都是撵着火光来
的，也都是给火光添燃料的，生怕
走一个，火光就弱一点。

需要火光，不是因为新疆的广
袤。离开新疆之后，还是时时处处遇
到“深夜食堂”，遇到逐光而来的人，
朋友开的酒吧、朋友家的客厅、滞留
在机场后的自发聚会……我自己曾
是“深夜食堂”的主人，也曾经是别
的“深夜食堂”的客人，不管是主是
客，都赖着不愿意结束那隐约的火
光，被一种暖洋洋、毛茸茸的感觉征
服。一个人要经过多少堆篝火，才能
安眠于沙滩？答案在风中飘。

文艺的世界里，遍地都是这种
“深夜食堂”，《伤心咖啡馆之歌》中

的咖啡馆，《新罕布什尔旅馆》中的
旅馆，《油煎青番茄》里的咖啡馆，

《镜子之家》里那个暗涌不断的沙
龙，都是“深夜食堂”的变种，甚至阿
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发生在孤岛、旅
馆、山庄的凶案，其实也促成了一个
临时的“深夜食堂”，旅人们被恐惧
和自证清白的需求驱使着，坐在大
厅里谈了又谈，最后，已经很难分
清，把他们推搡在一起的，到底是恐
惧，还是“在一起”的愿望。

《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主人公认
为，在旅馆里，“一辈子都锁死了”，
但每天来往的人、每天每夜的意外，
终究给了他们美好的回忆，“于是我
们继续做梦，在梦里创造人生”。其
实，对“深夜食堂”的主人和客人来
说，庸常生活之外的相遇，都是梦
境，或长或短，或主或宾。

我的“深夜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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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意意台台湾湾
许许志志杰杰专专栏栏

许许志志杰杰，，大大学学
历历史史系系毕毕业业，，媒媒体体
从从业业者者，，出出版版作作品品
多多种种。。

对“深夜食堂”的主人和客人来说，庸常生活之外
的相遇，都是梦境，或长或短，或主或宾。

那一声悠远深厚的长鸣，那一通轰轰隆隆的震
颤，其实就是历史，就是未来。

韩松落，西北
人，居河北，写专
栏，做小说，看电
影，用文字使生命
纹路繁密，用影像
使人生体验增值。

江江湖湖再再见见
韩韩松松落落专专栏栏

校草
唐是我们读大学时当之无愧的

校草，当年追求他的女生估计有一
个加强连。但唐却是从来都不正眼
看一下，总是高昂着头，摆一冷酷的
姿势，与美女们擦肩而过。

但恰恰是唐这样的淡漠表情，
反而惹来更多女生的热烈追捧，到
最后，发展到围追堵截，严重影响了
唐的日常生活，唐除了尽快找个女
友结束单身、贴上名草有主的标签，
别无选择。

唐很快找了第一任女友，成了人
家的专职“打水工”兼贴身保镖。其实
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女孩保护了他，让
他免遭被众美女围攻的危险。这时的
唐，站在人群里，依然是鹤立鸡群般出
众。常常一眼看过去，便能毫不费力地
将焦点锁定在他的身上。而唐显然也
知道自己这样的优势依然夺人眼球，
所以在女友面前，从来都不卑躬屈膝，
每次吵架都要无理争三分，非要那女
朋友哭哭啼啼地求他回心转意不可。
这样的好面子，让这场看上去还算郎
才女貌的爱情很快便夭折了。

爱情夭折后的唐，继续挺直了腰
板在人群里走路，但不管他怎样扮
酷，看上去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好似
一朵摘下来被人百般爱抚过的玫瑰，
怎么看都褪了色，不复昔日的新鲜。

所以那时我们大家常常调侃，
说男人也与女人一样，有保鲜期，一
旦拆封用过，离枯萎的时日便不远
了。但唐自己不觉得，依然茂密昌盛
地站立在人群中，大有一种发福的
将军挺肚巡视的英勇。

始终坚持不“打折”的唐，倒是
像商店里的商品或者金融危机前的
美元，坚挺风光了好一阵子。他也借
此谈了一场又一场风花雪月的爱
情，享尽了那些长相歪瓜裂枣的男
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丰美时光。

两年后我们大学毕业，唐便成
为 BBS 、校友录或者开心网上的热
门人物，每每闲极无聊，大家总会八
卦一阵，说起唐当年让人过目难忘
的风流英姿，又用毕业后与他交往
的点滴，拼凑出一个变化中的唐。

那时我是唯一一个与唐距离最

近的同学，所以也便成为了唐对外发
言人的不二人选。终于抽出空闲，为
了不辜负众多同学的期望，打算会一
会刚刚当了父亲的唐，将一个全面的
唐报道给大家。唐不知来意，很快答
应见面，但在具体接头地点上，这位
一向干脆利落的帅哥却磨叽起来，一
会儿说在地铁口，一会儿说在婴儿用
品专卖店，一会儿又说在公司门口。
最后还是我一口咬定在婴儿用品专
卖店好，一则顺路，二则可以给他的
宝贝儿子买点东西。唐犹豫一阵，这
才答应下来。

我早早便到了专卖店，等待与唐
见面。门口恰好是个公交站牌，来往
的行人很多，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
下来的那些与帅气稍微沾点边的男
人，一个一个地检阅、过滤，试图寻找
到与唐有关的点滴影子。但是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我所要寻找的仪表堂
堂的校草却始终没有出现。我终于不
耐烦了，给唐打电话，手机响起的时
候，距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个面容晦
暗、穿着马虎的男人也同时拿出了手

机，并且对着话筒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吃惊地几步跨过去，对着这

个稍稍有些驼背的男人，迟疑地喊
出唐的名字。而唐这才抬头，看到
我，一边兴奋一边抱怨：我都等美女
半个小时了。当我说出我也已经等
了半个小时却始终没有寻到他的影
子时，他的眼神一下子有些黯然，
说：当年你可是在人群里一眼便能
够将我这头号帅哥揪出来的啊。我
一耸肩，说：可是，头号帅哥怎么现
在看起来有点衰呢？

而接下来唐的表现，更是出乎
我的意料，这个总是胸有成竹的男
人，不知是因为做了父亲变得胆怯，
还是因为有了老婆凡事都不敢自作
主张，不过是买一个小孩的奶瓶，竟
是千般比较万般挑选，又打电话给
老婆请示，又跟店主费尽口舌，磨蹭
了近半个小时，这才买下一款。

我站在唐的旁边，怎么看都觉得
唐变矮了，一路被风吹得略显蓬乱的
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也遮住了我
看往校草正当茂盛时的路途。

小小浮浮生生
安安宁宁专专栏栏

安宁，生于泰
山 脚 下 ，8 0 后 作
家，出版长篇小说
与作品集 18 部，代
表作《蓝颜，红颜》、

《聊斋五十狐》、《见
喜》等。现为内蒙古
大学艺术学院影视
戏剧系副教授。

一路被风吹得略显蓬乱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
睛，也遮住了我看往校草正当茂盛时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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