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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靡一时的公用电话
●汪 丹
【核心提示】公用电话真正走入寻
常百姓的生活始于 1951年，
重点安装
的就是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
“某某
家，
接电话了！
”
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
同里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北京仅
有 40 部公用电话，大都装在大栅栏、
西单的商店和大饭庄里，
打电话得通
过接线员叫号。公用电话真正走入寻
常百姓的生活始于 1951年，
重点安装
的就是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
“某某
家，
接电话了！
”
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
同里响起。
■某某家，接电话了！
1951 年 5 月，北京电信局开办了
一种新的业务——传呼公用电话。
如果你有事要打电话，就到离住处
最近的公用电话站去打；别人打来
电话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给你
送信：某某家，接电话了！
传呼公用电话的出现，为京城
百姓解了燃眉之急。譬如，地安门
外南锣鼓巷有一天发生火警，因为
附近新装了公用电话，消防队及时
得到信息顺利灭火；龙须沟一带的
手工业生意比以前更好做了，交易
中出现的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
大受欢迎的传呼公用电话启发了
北京电信局。该局决定自 1952 年 11
月 1 日起，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一
律试办
“代传电话”
业务。如来电人说
的事情简单，
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说
话的，
可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转达，
由
受话人付传话费即可；
如来电人要与
受话人通话，
由代办户把人找来。
到 1953 年底，
市区和南苑、
西苑、
门头沟等郊区共有 514 个传呼公用电
话。其中，
市区平均每3条胡同就有1
个传呼公用电话，
大部分安装在街巷
的中、
小私营商店里。
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迅速在北
京落地生根。后邮电部把这一成功经

验推广到沪、
穗、
津、
沈等大城市。
市电信局公布，
凡达到服务标准的代
1958 年 1 月 1 日，邮电部调整邮 办户，
代办手续费从 35%提高到 50%，
电资费，公用电话通话费由每次 4 分 以调动其积极性，
提高服务质量。
改为 5 分。此政策一直持续至 1990
■热心的“代办人”
年，
才调整为每次（3分钟）1毛钱。
公用电话的传呼离不开人。作为
■
“三不让打”
“六不传呼”
时代服务精神的缩影，
公用电话代办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用电话的 人曾在报纸版面上占据重要一席。
发展遭遇瓶颈。1980 年，北京城区
1980 年《北京日报》2 版开设了
平均 3600 多人、700 多户才有一部公 “传送公用电话的热心人”栏目，其
用电话，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通信需 中有一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全家代
要。公用电话面临“集体单位不愿 办”的故事。当时，天坛街道向荣街
公用电话仍然是户外主要通讯工具之一。
管，公共场所不让安，个体户要求 10 号楼居民王淑琴管传呼公用电话 1999 年，
都觉着
“对不上号”
，
突然想 设计新型投币式电话机的任务。在邮
撤，
代办户往外赶”的处境。
已经 11 年，她全家 8 口人都为此忙 过了一遍，
全国有五六个省市
当时的公用电话除小部分仍由 活儿。1980 年 2 月的一天深夜，王淑 起不归他管的北大吉巷胡同还有个叫 电部的审定会上，
找来一通话，
正是此人。 都拿出了自己的设计，
最终确定以北
个体代办户管理外，
大部分由街道居 琴得知邻居一家 6 口人煤气中毒的 小红的姑娘，
传呼公用电话代办户不仅是媒体 京市电信局科研所的电路为基础，
由
委会和生产组等集体户管理。市民 消息后，立刻拨电话叫急救车，又让
有的鲜活事例还成为 邮电部在天津的两个直属厂生产电话
屡屡向电信局反映，
有的公用电话名 大 女 儿 跑 到 邻 居 家 帮 忙 抬 病 人 上 人关注的焦点，
了艺术创作的题材。
《北京日报》1984 机，
并在首都先行推广使用。
曰公用，实际成了专用电话，并形容 车，
并且护送到医院。
另外，
北京公用电话事业还发生
这 些 电 话 是“ 三 不 让 打 ”
“六不传
崇 文 门 外 远 望 街 居 民 王 魁 漳 年 9 月 11 日“艺术家故事”栏目文章
上世纪 了一个新变化。1985 年 3 月 10 日 12
呼”。即：
代办户开会时不让打、
研究 1955 年就成了传呼公用电话代办户， 《裘盛戎的两件道具》中提到，
该市第一个个体总机式公用电话
事情时不让打、
长途电话不让打；
代办 负责 15 条街、巷、胡同共 2000 多户。 五十年代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曾在 点，
扮演热心为群 站在新源街居民姚庆玲家开通。总机
户上下班前后、
中午休息、
开会、
节假 1980年，
已76岁高龄的他仍然坚守岗 现代京戏《雪花飘》中，
意味着附近凡是安
日以及路远的和坏天气，
不给传呼。
位，
刮风下雨、
严寒酷暑都未误过事， 众服务的看管公用电话的陈大爷。为 式电话站的开通，
他还为剧中人 装分机的住户，
都可由总机转接电话，
服务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不难猜。 被群众称赞为
“热心老人”
。王魁漳把 塑造好这一艺术形象，
一个一尺多长的 每户每月的月租费为6至10元不等。
集体户管的公用电话，
一般都没有专 公用电话的号码贴在每一户门上，
方 物设计了两件道具：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投币公
人负责，
管得好与坏与个人利益不相 便大家知晓。老人和小孩来打电话， 大手电筒和一条加宽加长的大围脖。
■公用电话转型应急
用电话、磁卡公用电话、IC 卡公用电
关。个体代办户也有委屈，
有人认为 他便格外留意，
随时帮助记下名字、
地
在发展公用电话的大趋势下，
北 话的相继出现，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选
传呼路远路近、
楼层高低、
白天黑夜收 址、
关系和号码以备再查。如果正吃
择。1999 年 8 月，400 部国产红色 IC
费一样，
这不合理；
一些多年坚守的老 饭时来了电话，
他撂下饭碗就去接，
有 京引进了洋气的公用电话亭。
两米高、一米见方，苹果绿的顶 卡电话机装进长安街的公用电话亭，
代办户要求撤机，
则出于安全没保证、 时一顿饭要分四五次吃。他说：
“我得
盖，银灰色的底座，铝合金的框架， 这也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有史以来规
街坊有意见、
子女不支持等原因。
拿人家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
”
公用电话既然是为群众服务的公
宣武区米市胡同北段居民吴忠山 四面镶着透明的长方形玻璃。1982 模最大的公用电话安装工程。
上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家用电
共设施，
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与 被大伙儿叫做
“活地图”
“百家熟”
，
原 年 9 月 22 日，北京第一座投币式公
曾经风靡一时的公
维护。1980 年 7 月，
《北京日报》刊文 因是这里的 400 多户居民，哪家户主 用电话亭落户西单人行天桥北侧， 话和手机的普及，
呼吁：
“传电话的”
同样是为人民服务， 叫啥，
哪家有个业务员，
哪家三姑六姨 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它无须派人 用电话风光不再。公用电话渐渐淡出
街面上的公共电话亭使用
他们的辛勤劳动应当受到尊重。
多……他门儿清！有位居民找未过门 看守，可 24 小时提供服务。两个多 了胡同口，
随后，
市电信局出台传呼公用电 的女婿，
风风火火跑来，
却怎么也想不 月后，东西长安街上的 10 座投币式 率也越来越低。
利用率低，是不是应该缩减规
话代办户的四条服务标准：
每天服务 全电话号码。吴忠山翻开小本子一 公用电话亭也开通使用。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公用电话亭的 模？当时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
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夜间有急事能打 查，
立刻解决问题，
因为老用户常用的
“投币式电话”
。虽然当时它 责人给出了否定答案。原因是公用
能传；
不乱收电话费；
服务态度热情周 号码，
他都记下来了。一天，
吴忠山接 主角——
到，
及时准确地传送电话，
不误事；
协 到沈阳打来的长途，
只说要找个叫小 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是户外通话的重 电 话 亭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城 市 基 础 设
但在我国还没有普及。1982 施 ，它 还 承 载 着 可 免 费 拨 打 110、
作配合好，
服从业务台的调度。此服 红的，
门牌、
姓名全说不清。他把胡同 要工具，
务标准在 1980 年 9 月开展全市试点， 里 6 个跟
“红”
沾边儿的姑娘在脑子里 年 2 月，北京市电信局科研所接到了 120、119 的重要应急功能。
经济基础，以中流贵族、受领国司、实务
官僚构成的院近臣为其执政工具，另外
提拔源平诸家出身之武弁做自己的打
手 ，专 制 色 彩 十 分 浓 厚 。 在 应 德 三 年
（1086）让位后继续掌握大政的白河上皇 式上，
神器中神镜和神剑要在传位时候当场转 助。另外还对朝廷的内部事务加以种种干
是院政之始作俑者，当时的贵族藤原宗 交给新帝，但在分离以后，神镜则奉安于别殿 涉。天皇尽管觉得“万事不调，苦不胜言”，最
忠在其日记《中右记》中便评价其政治 不动，只是将神剑和神玺传于新帝，此即所谓 后也挡不住压力，只能按照幕府的意志，在 12
称：
“思如今太上天皇之威仪，已同人主，“剑玺渡御”
之仪，
是为践祚让位的核心。如让 月 23 日先让太子政仁亲王（后水尾天皇）成人，
我上皇犹为专制主也”。在十二世纪末 国之际，前帝和新帝分居别殿，则须任命近卫 在第二年 3 月家康上京以后进行让位。
的一系列动乱中以狡诈的权术保住了朝 中将或少将为剑玺使负责传递神器，
若同住一
在后阳成之后继位的后水尾天皇，
也和父
廷地位的后白河法皇更被建立幕府政治 殿，
则命内侍女官直接将剑玺让与新帝。
亲一样受到了幕府的很大压力。二代将军德
的源赖朝称为“日本第一的大天狗”。武
按照明治以后制定的皇室典范规定：
“天 川秀忠为掌控朝廷，
将五女和子（东福门院）入
家政治成立以后，院政的形式也在朝廷内部 皇驾崩之后，皇嗣即践祚继承祖宗之神器”。 宫为妃，但在 1619 年秀忠上京促成此事前夕，
继续存在，
直到明治维新将此制度废除。
这条法度明确规定新帝践祚当在前帝驾崩后 宫中横生枝节，后水尾和自己宠爱的宫人“阿
◎皇位继承的仪制和其沿革
立即进行，
并当场传授神器。于是天皇生前的 四御寮人”
（朝臣四辻公远女）之间诞生了皇
在古倭国时代，
只有大王（天皇）本人驾崩， 让位之例就被废除了，
天皇原则上必须在大位 子，
秀忠上京闻知此事，
决定和子入宫延期，
后
才会进行王位更替，
并无让位前例。但在645年 上干到死，明治天皇是如此，大正天皇在晚年 水尾对此则对右大臣近卫信寻表示，
当年如果
大化改新之际，
皇极女皇把皇位让给孝德天皇 因脑疾而失去工作能力之后，
也是让当时还是 和子不能入内，则“罪在朕躬”，他将剃发让位
之时，
日本才开了在位君主禅位的先例。自此 皇太子的裕仁（昭和天皇）代为摄政。在二次 给兄弟。秀忠闻讯便定罪处分了天皇近臣十
以后，
皇太子受前帝之禅位践祚的例子开始多 大战后 1947 年制定的现行皇室典范中也沿袭 余人，
示以强硬。对此后水尾更不让步，
表示：
了起来，
从孝德天皇开始到明治天皇的八十八 了天皇死后皇储必须立即践祚的规定，
并无天 “此次处分公家虽然很对，但是因为朕没有德
代天皇之中，
因前帝让位受禅继承皇位的天皇 皇生前让位的规定，
也没有提及神器的传授。 望，
才导致此事。
”
再次提出让位。将军秀忠无
有五十七代之多。当然，
前帝让位和新帝受禅
◎作为抗议和要挟的天皇让位
法，派津藩主藤堂高虎为使说服天皇收回成
两者是表里一体的，
合称
“让国”
，
或称
“让位”
，
和
17 世纪初，
德川家康最终结束了日本的战 命，
但是天皇反而提出要幕府收回对近臣的处
前帝驾崩之后，
皇储践祚的过程自然有所区别。 乱局面之后，
开创江户幕府以后，
德川将军开始 罚。在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
所谓践祚之原义，即皇储践天子之位，和 频繁干涉朝廷的内部事务，
使得天皇感觉到自 的一再请求下，
天皇才答应听从将军意志。德
即位完全同义，在上古，践祚和即位并没有什 己被人掣肘。于是连续出现了一些因为天皇对 川和子的入宫被定在了 1620 年 6 月。而被处
么区别。但在 697 年，第四十二代天皇文武天 将军干涉朝政不满，
而以退位要挟的事件。
分的近臣也在入宫之后得以解除处分。
皇践祚后，经十数日方宣即位之诏。以迁都
1609 年（庆长十四年）6 月，京都发生了年
后来在宽永初年，
朝幕间又发生了
“紫衣事
平安京而知名的桓武天皇在天应元年（781） 轻公卿集体私通宫女的事件，
当时的后阳成天 件”
，
德川秀忠强行宣布1615年以来朝廷赐予高
四月三日践祚，在十一日派遣使臣到伊势神 皇对此龙颜大怒，
对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板仓胜 僧的上人称号和紫色法袍无效，
以宣示幕府的
宫告庙，到十五日，才临大极殿，向全国宣诏 重传话，
希望将这些男女通通处死，
对此，
德川 法度高于天皇的勅许。幕府的举动引起了一批
即位，从而创造了将新天皇的践祚仪式和即 家康一方面对天皇表态说将秉承旨意予以严 高僧的不满，
他们连署上书，
提出抗议，
而幕府将
位典礼分离的仪制，在嵯峨朝制定的弘文格 惩，
但却将犯事的十几名公卿和宫女传唤到骏 他们统统流配远方。对此，
后水尾天皇终于忍
式中，就分别制定了
“让国仪”和
“即位仪”
。
府，
只将两名公卿处死，
其余都处以流放，
还有 无可忍，
他在1629年（宽永六年）11月，
不顾他和
在上古日本践祚和即位还未分别开来的时 二人免于处罚。后阳成天皇对德川家康的处 和子的皇子夭折后皇储无人，
突然宣布退位，
并
代，
即位仪式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
根据《令义 置心怀不满，
便在当年十二月表示要让位。家 把皇位让给了他和和子所生的公主兴子内亲
解》等文献留下的片断记载中，
可知在帝位继承 康开始不允，后来一度在次年 1610 年 2 月答应 王，
搞出了六世纪孝谦（称德）女皇以来长久没有
之际，
一般是由中臣氏等负责神事的专门氏族 在 3 月 20 日左右让位，但却在闰 2 月 12 日又以 先例的女帝，
幕府没有办法，
只得予以追认。
奏上寿词，
由从事祭祀的忌部氏奉上传国神器 五女市姬去世为由要求后阳成延缓让位，
后阳
恐怕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先例，明仁
之后，新帝才向群臣宣布即位诏书，受群臣朝 成很觉得“逆鳞”被犯，但他也只能应承下来。 天皇的“让位”才受到世人瞩目。安倍政权的
贺。但在践祚和即位式分离以后，
践祚式便形 到 3 月 11 日，
被派到关东商谈让位事宜的传奏 右倾化，路人皆知。然则一直维护战后和平
式从简，
而以传受神器为实质。群臣上吉言寿 更带来家康的七个条件，
家康要求让位要等到 主义的明仁天皇，是不是对安倍政权的“政
词的仪式则代之以举行
“大尝祭”
，
即位诏书的宣 他或将军德川秀忠来年上京主持，
但是今年天 事”有所不满，方才提出退位呢？人们难免会
诏则在即位典礼上举行。另外在分离以前的仪 皇想退位也随便，只是这样就别想要幕府资 这样想象。
（禇治平）

日本天皇退位是怎么回事？
日本天皇退位是怎么回事
？

明仁天皇
【导读】日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出席内阁
会议讨论日本天皇退位、
皇太子即位及修改元号
等事宜，
会议归纳的意见为：
天皇2019年4月30
号退位，
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并修改元号。目
前，
日本政府正就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
皇
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新天皇并修改元号进行最
后调整。在本月8号的内阁会议上，
将根据皇室
会议的意见最终确定退位日程等相关事项。
天皇的退位为何会受到舆论的热议呢？让
我们先盘点一下历史上天皇的让位情况。
◎历史上天皇让位以后怎么样？
按照明治时期制定的日本皇室典范，
近代
的日本天皇进行皇位承继，
只限于天皇驾崩之
际，
并不承认当朝天皇的退位和让位。但在历
史上，
从七世纪奈良时代到十九世纪的江户末
期，
天皇生前让位却是一种常态。让位的天皇
被称为
“太上天皇”
，
略称上皇，
出家则称
“太上法
皇”
。或以上皇的住处地名，
代指为
“××院”
，
或
将上皇的御所行宫拟为神仙的住处，
将上皇代
称为
“仙院”
“
、仙洞”
。另外，
如一时内有二人以
上的上皇在世，
则根据其让位的先后，
分别称为
“一院”
或
“本院”
“
、中院”
“
、新院”
。予以区别。
日本的律令政治并非中国宋代以后常见的
皇帝专制制度，
由于贵族势力一直强大，
天皇和
贵族进行共同统治的色彩非常浓厚，
大贵族藤
原氏利用外戚裙带推行所谓的
“摄关政治”
总揽
朝政，
在位的天皇也限于律令格式的规定，
并不
能事事随心，
某些天皇便有利用天皇家家长的
权威，
在退位后脱离各种法律条框的限制，
实行
太上皇专制政治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院
政”
。严格意义上的院政出现于十一世纪，
它和
庄园制等皇室、
大贵族土地私有的趋势发展有
着互为表里的关系，
院政以庞大的皇室庄园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