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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裕后街成了郴州的秦淮
河，颇有《清明上河图》神韵。到了清朝后
期，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屡屡被英
法等列强侵略， 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清朝由“一口通商、闭关锁国”变为“五
口通商、海禁开放”，裕后街的地位开始下
降，由鼎盛慢慢走向衰落。

到上世纪90年代， 郴州城市建设日
新月异，然而作为老城区，裕后街依旧保
持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貌”。由于
年代久远、乱拆乱建和缺乏保护，绝大部
分古迹不复存在。今年70多岁的彭维富，
是郴州市苏仙区南塔街道裕后街社区
“老街人”， 多年来生活在裕后街。“新中
国成立初期，裕后街道路两侧铺面林立，
均是木制门板和柜台， 老板经常坐在前
台打理生意，招揽顾客。”彭维富回忆，他
1978年回到郴州工作， 发现不少代表裕
后街特色的元素遭到破坏，“三公庙”被
拆除，龙门池汉白玉牌坊被推倒，石板路
被水泥路取代，郴阳戏院遭到关门，南塔
岭寺庙被摧毁，一些会馆被改造成民居，
许多原住民搬离。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街，
因为街道陈旧、房屋破落，慢慢失去了它

原有的光辉。
“郴江河边上的裕后街由于地势低，经

常受洪水袭击。” 彭维富介绍，1999年“8·
13” 洪灾后， 裕后街许多房子成了危房，
2002年“8·8”、2005年“5·17”、2006年“7·
15”与“7·26”等特大洪灾，都使裕后街损失
惨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仅这5次洪灾就造
成当地倒塌房屋86间、 严重危房200多间，
沿河两岸街道、 路灯等市政设施也损毁严
重。

裕后街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
开始，郴州市依照“郴州历史文化名城”规
划要求，由湖南建工集团相山公司投资4亿
元，对湘粤古道裕后街进行改造修复。通过
数年精心打造，建成了集商业、居住、娱乐
和历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休闲街区。

如今漫步裕后街，古色古香的仿古建
筑沿街排开，鳞次栉比。原有危房、旧房被
拆除， 居民住上了青砖黛瓦的四合院小
居，庭院与商业门面错落有致，古香古色。
同时，经过保护和修缮，骡马古道、化龙
桥、江西会馆、犀牛井、湘南起义革命旧
址、茶米油盐码头等得到修复，裕后街“清
明上河图”再次展现在郴江河畔。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正林

“湘南戏院在岁月流转中，曾经的辉煌虽逐渐
斑驳，但重建后，必将用其沉淀的历史古韵，印证
郴州古老的地域文明……”日前，郴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发布裕后街对岸河东项目规划， 对项目
中的湘南戏院、八角塔、裕后街南广场等进行重点
推荐，这标志着裕后街二期建设进入倒计时。全面
重建后的裕后街， 将再次提升郴州这座历史文化
名街的魅力。

裕后街以郴江河为界，分东西两岸。其西岸
安置房、商铺逐步建成交付使用，形成了集商业、
美食、 休闲娱乐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复合街区。
走进其中，干净的石板路，雕栏画壁的飞檐，古色
古香的民居，现代和历史时空交错。街上门店装
饰各异，显得文艺又复古。婚纱定制、文艺花店、
国际连锁青年旅馆等一应俱全， 成为年轻人拍
照、“打卡”胜地，以及游人们穿越古今、感悟中华
传统文化魅力的好去处。

目前，裕后街已成功创建国家级“城市中央
休闲区”和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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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开埠，商通四方

郴州是一座古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
中国，始置郴县。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巩固南部
疆域，修筑郴宜九十里驰道，北端起点即在现裕
后街南关上，后来成为历朝邮驿、商道。

“裕后街也是郴江河的终端码头所在地，货
物经此上岸后，再行‘九十里大道’到达宜章县
城。”郴州史志研究专家申学林介绍，郴州为南北
交通咽喉、东西交通孔道。它南通广东、北达豫
陕；西连广西，东通闽赣。

2200多年来， 裕后街一直是湘粤赣贸易活
跃地之一，是郴州现存最古老的一条街。街名取
于《三字经》中“光于前，裕于后”的警句。

“因为裕后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商贸等带
动下，郴州城慢慢发展为‘九街十八巷’。”申学林
说，裕后街就是郴州的母城区，多年来一直是郴
州最繁华的地方。

据《郴县志》等史料记载，秦朝裕后街修筑郴
宜驰道（郴人称“骡迹古道”）时，始有古民居沿道
建设。到了明清时形成“鱼骨状”街巷格局，即“九
街十八巷”。街巷铺砌材料多为青石板。由于这里
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货物全靠人工肩挑
或骡马驼运，长年累月，在青石板上形成排列有
序、深1至2厘米的“骡印”，成为郴州古城历史悠
久的见证。

裕后街地势西高东低，建筑依山沿河错落而
建，形成“前街后河”“河街相依”“前店后居”3种
形态。明清时多为二层砖木结构，材质和样式都
具有浓郁的湘南村镇传统民居特征。 宋至明时
期，裕后街米业繁华，带动百业兴起，有“长街一
里，店铺百家”。且老店名店林立，南北百货各业
齐全，贩夫走卒遍及郴州百里之外。“裕后街作为
官驿和商道，最鼎盛时当属清朝闭关锁国时期。”
申学林告诉记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式实
行闭关政策， 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
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
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
海口”。这就是所谓“一口通商”政策。

清朝“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却给郴州
带来空前繁荣，大量人员、货物经郴州南来北往，
航运也空前繁忙。苏仙桥不够用，就增
加了司马渡、牙石渡；河街一线不断出
现新码头， 并迅速向上游扩张，上
河街至牙石桥出现10多个码头，裕
后街变得越来越繁华。

衰后重生，古色古香

2018年12月16日，“文化苏仙·百姓大舞台———裕后街周末音乐会”在郴州裕后街广场
举行，丰富多彩的节目，吸引了上千市民前来欣赏。 黄建华 摄

郴州市裕后街街景。（资料照片） 黄民乐 摄

“浣衣” 雕塑让裕后街更添生活气息。（资
料照片） 黄建华 摄

“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后的裕后街，虽已没了当
年作为官驿、商道的独特功能，但经过几千年历史文
化沉淀，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由青石板、吊脚楼、
石灰壁、木雕窗、红灯笼等元素勾勒的裕后街新图腾，
既述说着历史，又演绎着新故事。

以徽派建筑为主的裕后街上，大大小小的店铺有
100余家。与几十家热闹非凡、高朋满座的餐饮店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临江的铺面显得文艺范十足，各种酒
吧、茶馆、咖啡店里，顾客们品茗聊天，格外悠闲。

此外， 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店及很有特色的店
铺，采取中式装修风格，与千年老街很搭配。走进店里，
仿佛走进一段特定的历史。

“裕后街上有不少创业的‘80后’‘90后’青年，他们
在此追逐着自己的创业梦。” 湖南建工集团相山公司总
经理阳继承介绍，这批人占了街区创业者7成以上。

街区有家西装定制店， 是由郴州本地人曹都创
办的。曹都毕业于英国兰开夏大学。留学期间，他经
常前往英国裁缝街萨维尔街。 萨维尔街是高级男装
定制集中地，在那里，曹都向西装定制大师们学习，
学到了中高端服饰私人定制技术。2014年，26岁的曹
都毕业回国，正遇政府为裕后街招商，他就将西装定
制店开在裕后街。

“合体的西装是成功男士必备‘装备’，私人定制
服饰获得越来越多的市民青睐。”曹都说，他会根据顾
客体型尺寸及选料情况，与设计团队、制版师对接拿
出设计方案，经客户确定后，再由香港师傅制作，约20
天，一件私人定制手工西装从香港发回郴州，让当地
市民也能享受到西装定制服务。

像西装定制店一样，裕后街郴州印象、摄界、金峰
茶行、生态墨脱石锅坊、桃花居、洛丽塔烘焙房、菩提
村、一花宜室、通天玉石城等等，都是一群年轻的“80
后”“90后”创办的。他们用多维的视角和崭新的理念，
为千年古街注入了新鲜与活力。

“通过旅游带动，裕后街的人气越来越旺。”裕后
街管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郴州市已完成了裕后街对
岸河东项目规划， 将继续遵循河西岸的整体建筑风格，
建设湘南戏院、裕后街南广场等，进一步挖掘其历史文
化底蕴，全面焕发这条历史文化名街的无穷魅力。

新人涌入，再现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