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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弄堂口， 有一群
裁缝爷叔。

过去，他们是生活的必须。
逢年过节，买块布匹，做一身新
衣裳。

现在， 找上门的常是缝缝
补补的活儿。

虽然平常不会想起， 但需
要的时候可能还得点评上找

找。
常德路、 顺昌路、 南昌路

上， 四个裁缝带着各自所在街
道的气质，一坐几十年。

麻烦到常德路朱师傅那里领回衣服
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顾筝 韩小妮 摄影报道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有些人来改衣裳，竟然就忘记拿回去

“一般人家要给我拍照片，我不给伊拍
喔，拍就赶了跑。”
朱师傅埋头踏着缝纫机，眼镜滑到鼻尖

却目光如炬，敏锐地察觉到手机镜头正对着
他，轻描淡写地开了句玩笑。
“此地侬手机上查得到的。”他头也不

抬，慢悠悠地说道，“我此地有个特点，从早上
8点摆到晚上 9点。”
他的缝纫铺迓在常德路、武定路拐角的

弄堂里。果然，网友在大众点评上给他建了个
条目：“缝补小店”。
有人评价说：“夫妻老婆店，开了好多年

了。一楼进出口放着架老式缝纫机，各种配
件、零碎堆放着，承接减裤脚、改大小、缝补、

修拉链……”
二十年前，朱师傅夫妇刚来做裁缝时，武

定路上是马路菜场。斜对面静安枫景苑那里
还是一片老房子，裁缝铺就摆在一楼的门面
房里。
“所以我此地多数是老客人。”他说，“有

的人搬到老远，浦东、松江、闵行……特地跑
过来。”
城市不断更新，常德路现在是一条车水

马龙的六车道大马路。马路对面的工地传来
敲打声，相信很快就会有高楼拔地而起。
而武定路上开出了十多家风格各异的酒

吧、餐厅，如今是城中的“新老外街”。
外国人路过街角，成了朱师傅的新客户。
“我这里外国人生意大概占 20%。”他

说，“现在交流也方便，伊拉想讲啥，手机上翻
得出中文的。”
此刻，他正在给一只旧布包的肩带拷边，

据说是一位外国女士拿过来的。
“伊寻了我两趟了，本来不想帮伊弄的，

烦唻。昨天夜里已经弄了一个半钟头了。”他
说。
肩带磨损得厉害，毛毛拉拉地露出了白

色的衬里，缝补起来很麻烦。不知为何，包的
主人却对它特别钟爱。
早年朱师傅还帮人做衣裳，这两年不做

了，专注于缝补修改。
他解释说：“现在做一条裤子一百多块，

买条裤子只要三十多块，侬哪能讲？”
成衣便宜了，生活节奏也快了，有些人来

改衣裳，竟然就忘记拿回去了。
有次，一位客人请他改条裙子，足足隔了

三年才想起过来拿，说是之前出国去了。
时间隔得太久，客人的身材都变了。“伊

讲我衣裳改大了。我讲：三年前，侬肯定比现
在胖。但是没办法，我只好再改一趟。”
“前后总共改了两趟，收一趟钞票。”他

笑笑说。
如此健忘的客人还为数不少。朱师傅搬

出一个大箩筐，里面全是被遗忘的衣裳。

“喏，这条裙子还是新的，放在此地三四
年有了。”
“这件羊毛衫钞票付脱了，一直没来

拿。”他一边翻拣，一边回忆衣服的“身世”，
“钞票付脱的少，所以这件我记得的。”

大多数衣服都是先改后收费。“人家讲：
‘我裤子放侬此地，侬怕我跑脱啊？’结果白
改了。”
“我仓库里厢还有三只箩筐，衣裳加起来

一百件有的，辰光最长的大概有十年了。”
“老讨厌噢。”朱师傅发出感叹，“放了占

地方，丢又不好丢。万一人家来拿呢？”

14岁学生意，做了 75年裁缝

每个裁缝都遇到过朱师傅这样的烦恼。
所以每当顾客交代完自己的需求，王贤

国都要先说上一句：“钞票先付掉”。
他操着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讲话声

音洪亮急促，给人的初始印象有些凶。
没办法，这些年遇到不少衣服“丢”在这

里的情况，因此他改变了规矩。
他的“王记裁缝铺”，在顺昌路的祥顺里

开了四十多年了。
虽然只是一方弄堂口的空间，但家当齐

全，颇有现在工作室的样子。
吃饭家伙是蝴蝶牌缝纫机、老式拷边机，

墙上挂着各色拉链、经营许可证，顶上还吊着
一只小风扇。
缝纫机边上的熨烫台，到了晚上就是收

纳东西的储物柜。角落里摆放着各种裁剪下
来的裤脚管。
墙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 纸，上面写了

霸气的六个大个字：“无微信，付现金”。
但原因也有几分无奈。
“我不会弄呀。我现在几岁侬晓得？89

唻。”
“我 14 岁学生意，格辰光还没解放唻。

刚刚抗战胜利。”
做裁缝的 75 年里，王贤国先后做过零

工、上门裁缝。改革开放个体经营放开后，他
在顺昌路的弄堂口缝补至今。
“后来我去领了只营业执照。格辰光还

是卢湾区，第一批 7只执照当中我一只，早伐
啦？再早没嘞。”他说。
他的两台蝴蝶牌缝纫机都伴随他 30 年

朝上，拷边机也“毛（将近）40 年了”。
“30年前头，一般工人小青年拿 36块工

资辰光，新的缝纫机要 156块唻。”
“格辰光缝纫机，一般人家就结婚辰光

买。”
靠着他脚踩裁缝机，帮家里的四个儿子

置办了婚事。
曾经生意兴旺的时候，弄堂口门庭若市。
“来裁衣裳的人多得来，天天早上排队，

下半天（下午）也排队。”
王贤国就手写了号码牌，发号排队，和现

在吃饭等位一样。
“发牌子排队也吵相骂（吵架），也不来事

（不行）。有两个出去兜一圈再回来，好了，挨
在后头了。乃末（这下子）伊急死了。”
现在来的顾客也不少，不时排上三两个

人。相熟的老顾客不忘打趣他两句。
“侬格生意太好唻，都要寻侬。老实讲，

别的地方我不去的。”戴着金丝边墨镜的爷
叔，等候裁剪裤腿的时候，倚靠在木柜边说
道。
“我顾客多，我哪能会记得牢呐。”王贤

国戴着老花眼镜，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回
复。
“呦，侬蛮有成就呃。”
裁剪、拷边、熨烫完之后，王贤国把裤子

交到爷叔手中，不忘夸上一句“格条裤子着
（穿）得漂亮呃。”
“我澳门买得来的哦，侬覅讲，买脱我

2000 多块港币哦。”爷叔不免得意。
见过世面的王贤国，并没有被吓到：“澳

门有啥稀奇啦。刚刚一个人裤子，600多块美
金。”
收到的现金，他顺手放进上衣口袋。

王贤国专门给自己 Polo 衫上缝制了一
个白色小袋，刚好盖住衣服的 logo。
衣服是儿子给他的，世界名牌 Polo

RalphLauren，不过他也不认得。
“现在我屋里的衣服穿得光啊？穿不光。

都伊拉覅穿了，丢我房间里。”
问及什么时候准备退休，王贤国笑了笑：

“做到此地房子拆脱，或者人死脱，结束。”
再问也有些无奈：“我没有劳保呀。我哪

能退休法子？”
好在开的时间久，附近街坊邻居多，一个

月也能赚到四五千元。
“我也不和你讲唻。工作去了。”老裁缝

又往缝纫机上缠上了线，准备继续工作了。

“这短命手艺，没用场了。 ”

南昌路 278 弄门口曾有一道特别的风景
线：两位裁缝师傅各占一边，“演奏”缝纫机

双重奏。
然而等到我们 5月 20 日过去的时候，缝

纫机已经不见了。
两位师傅脖子上各挂着一根皮尺，坐在

凳子上等生意。
街坊邻居亲切地叫他们“大裁缝”和“小

裁缝”。“老土地”都熟识他俩，因为他们在这
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大小裁缝和街坊关系很好，谈笑风生。但

他们俩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和谐。
大裁缝说小裁缝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两

个人曾为了争生意“打相打”（打架）。
小裁缝说：“帮帮忙哦，我会要伊带？”
他说两人是师兄弟，其实还是亲兄弟，彼

此不和并非为了生意，而是为了父亲留下的
房子。
上海的每个角落都会有这种“老娘舅”

节目里的狗血故事。“一家不知一家事啊。”
小裁缝感慨地说。

虽然坐在同一个弄堂门口，但两人之间
像划着一道明显的三八线，彼此连一个眼神
都不给对方，各自做着老客户的生意。

大裁缝接到一个修改 Polo 衫的“生活”
（活儿）。由于穿洗了多次，衣服松垮，越变越
长。大裁缝把下摆裁掉一条边，把它改短。
“做做要一个钟头，收 25 块。现在保姆

都要 35块一个钟头。但是没办法，不做，就一
分钱都没有。”他叹息说。
做了三四十年裁缝，两人经历了这个行

业大起大落的历史。
大裁缝说：“埃个辰光上山下乡的人回来

了，没衣裳穿，都来做衣裳。裁一条裤子只要
6 角，帮人家全部做好是 15 块，人家排队来
裁。”
“格辰光我忙得来没空吃香烟。最多一

天好赚七八十块，当时工人工资只有 36
块。”
小裁缝说：“80 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辰

光好做，台子上摆满了布头，我有三个徒弟，
夜到（晚上）都要开夜工。”

这个行业衰落得很快。
现在他们俩类似朝八晚五地上班，但生

意早就大不如前了。
大裁缝说：“连香烟钞票都混不出来

了。”
小裁缝说：“现在连自家 （自己） 也顾不

上，不要讲带徒弟了。”
大裁缝今年 67岁，他原本计划着过两三

年就退休，不过等 6月 2日我们再去的时候，
弄堂口只有小裁缝了。
“大裁缝之前就生毛病了，一直撑着，在地

段医院吊盐水。不过伊讲不合算，要到乡下老
家去看，那里好报销。”弄堂口的爷叔介绍说。

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上海凭手艺吃饭
的大裁缝，或许会怪自己的这门手艺。他说
过：“这短命手艺，没用场了。”

不知道小裁缝还能坚持多久？

上海弄堂口，会看到一些裁缝爷叔。 插图/马越

裁缝铺在顺昌路上的祥顺里弄堂口，这条路保留了浓郁的市井气。

缝纫机不见了，大小裁缝只得干坐在弄堂口。 两人坐在弄堂口，中间像有条隐形的三八线。

王贤国 89 岁高龄，做裁缝 75 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裁缝。

朱师傅从仓库搬出箩筐，里面装满了客人没来拿的衣服。 朱师傅正认真工作，身后一块广告牌罗列了他的各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