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的过去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太升

南路的“黄金期”，作为西南地
区最大的一条手机街，这里占
据了成都通讯市场份额的
90%，西部通讯市场份额的
30%以上，年销售额超过 70
亿。那时，在这条不到1公里
的街道聚集了2600家商家，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人流量有
约近70万人次。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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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
故事

太升南路

“通信大哥”太升南路见证了手机迭代更新

从书信到微信 天涯变成咫尺间
■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实习生 刘宇

改革开放40年来，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
化就是通信方式的变迁。
作为成都市乃至西南地
区的“通信大哥”——太
升南路，见证了时代赋予
通信的神奇力量。

太升南路位于成都市
青羊区，在这里不仅是能
看到手机发展史的缩影，
更是能找到成都近百年通
讯事业发展的轨迹。这个
片区设立了第一个国家邮
政局——大清邮政成都分
局；80年代，成都电信局
在太升南路建立无线寻呼
中心；90年代，手机浪潮
来袭，太升南路摇身一变
成了手机一条街。这
里见证了几次手机迭
代更新的革命，见证
了无数个手机品牌从
落地生根到风靡一时再
到黯然关
门，也见证
了自己的
兴衰。

大哥大
和 本 田 摩
托，是当时
身份和财富
的象征

一提起太升南路，许多人
更愿意称它为“手机一条街”。
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街道，曾经
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通讯设备的
聚集地。整条街挂满了广告横
幅，吸引着来自各地的买家，淘
相因、买新款。现在这条街虽
然鲜有当年人头攒动的景象，
但街边店铺张贴的“手机回收”
非常显眼，还在提醒着人们这
条街道和通讯业交织百年后留
下的种种痕迹。

1983年，上海开通第一家
传呼台，开启了中国的传呼机时
代。两年后，成都也拥有了自己
的首家传呼台。而后，这个只有
几个简单按键的小东西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在了大众的生活里。

蒋琴，1997年来到太升南
路工作，销售传呼机也是她的

第 一 份 工
作。她
自豪地
告 诉 天
府 早 报
记者：“我
们卖传呼
机 的 时 候
是 最 辉 煌
的，单是传呼

机入网收费生
意都好得很。”作为为数不
多现在还坚守在太升南路的
店主之一，她笑称自己“把青

春都奉献给了太升南路”。回
忆起当年传呼机的时代，蒋琴
说：“当时这条街几乎家家都
卖传呼机，我们一天就能卖出
20几台。”

在那个时代，大家喜欢把
传呼机别在腰间，再配上一条
明晃晃的链子，这就是“身份”
的象征，十分洋气。1994年，
中国迎来了2G时代。蒋琴的
店铺紧邻成都第一家电信局，
这里也成为了太升南路非常
热闹的地方。营业厅里销售
的手机不能讲价，蒋琴的店铺
不仅有优惠，服务态度还好，
生意自然源源不断。一间10平
方米左右的店铺，加上十来个
人照料生意，还经常忙不过
来。店铺虽小却分区明确，“我
们要这样缩起来走，才能过得
去，挤得很！”

这 样 的 好 景 一 直 到 了
2007年前后，iPhone4的发布
带来了智能手机的革命。按
键手机被逐步淘汰，更大的触
控屏幕、更高清的前置摄像头
和更多样的功能成为了手机
用户们的挑选手机的标准。

“2007年在苹果商店门口排起
长队的人们，有着和当年在电
信局门口排队等着放号的人
们一样的热情。”蒋琴感叹到，
是他们共同见证了21世纪之
初手机的迅猛发展。

近 年 来 ，青 羊 区 针
对太升南路的城市形象
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道路上，以提高产业质
量和效益为核心，瞄准
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
将街道风貌整治、硬件
环境提升作为推动太升
路整体商业圈的二次更
新的转型路径。

青羊持续提高楼宇经
济发展质量效益，推动楼

宇改造更新。恒大中心、
泰丰国际、雄飞中心摘下

“一超二甲”。一栋栋商务
楼宇，已经不再是一个个
单一的发展个体，而是事
关青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此，青羊全面推动
楼 宇 项 目“ 建 、转 、改 、
升”，坚持产业导向、功能
分类、集群集聚、彰显文
化，持续提升楼宇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

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
大背景，一座微型通讯博物
馆即将在青羊区太升路街道
升平社区亮相。升平社区书
记邓珊珊介绍说，这个构想
大约在半年前成型，之后他
们便开始着手准备和规划。
届时，会展览出带有时代印
记的各种通讯工具，大到电
报机、摇把电话，小到传呼机
和各式各样的老手机。天府
早报记者看到目前收集到的
手机种类已经相当丰富了，
翻盖的、旋盖的、全键盘的、
触屏的，有些手机上还挂着
漂亮的彩绳，证明这部手机
曾经也是使用者精心装扮过
的“宝贝”。

“这些都是社区内的居
民们‘寄存’在我们这里的。”
邓珊珊笑着说，因为街道的
商业特殊性，很多居民大多
都是原来手机实体店铺的商
家。社区在征集旧手机时，
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居民们

将他们的旧手机交给我们的
时候，都讲了很多故事”。她
拿起一部诺基亚滑盖手机，

“这个手机在当时是个‘万元
机’。这部手机的主人说，那
时有事没事都会拿出来滑几
下，显摆一下。他们现在说
起来，脸上都是自豪的神
情。”邓珊珊告诉记者，开办
这个微型通讯博物馆，目的
在于唤起人们的记忆，“每一
个手机都是一个回忆，对于
一些人来讲，这可能就是他
的青春年华。”

在谈及太升南路的现状
时，她有些遗憾：“不能否认
的是，现在互联网和电商对
于太升南路的实体店铺确实
存在有一定的冲击。”但她表
示，商家们也在积极的应对
和转型。为青羊区构建“两
带、两城、六区”的服务业发
展格局，以及未来青羊“双轮
驱动”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
硬件基础。

微型通讯博物馆将亮相
每部手机演绎一个故事

伴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化，
国产手机也给人们带来了惊
喜。1987年，作为先驱者的摩
托罗拉进入中国，并在此后的
很长时间内，和诺基亚、三星等
国外品牌占据了中国手机的绝
大部份的市场。但因为过高的
价格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蒋琴告诉天府早报记者：
“当时三星有一款‘阿玛尼’手
机，在当时售价要一万多，许
多人觉得花这么大价钱买一
部手机不值得，就会选择山寨
机。”国产山寨手机以和大牌
手机高度相似和低廉售价的
优势在市场上很吃得开，唯独
在技术方面有所欠缺。而在
苹果手机登陆中国后，国产手
机便遭遇了空前的危机。

经历了艰难时期的国产
手机厂商们开始找寻自己的
定位和战略，并且专注技术创
新。小米、OPPO 等手机品牌
的出现是国产手机品牌复苏
的迹象。近年来，华为、vivo等
一系列国产手机的崛起，成功
打破了三星、苹果等手机的垄
断局面。有数据显示，在2017
年中国手机销量排行榜上，华
为以 1.02 亿部的销量排名第
一，销量份额为 23%，OPPO、
vivo分列第二、第三位。

不仅如此，国产手机也因
为更智能化的设计和更划算
的价格远销海外，深受欢迎。
成熟的技术和生产制造已经
俨然成为了一条完整的手机
供应产链。

国产手机的华丽蜕变
“山寨机”走向“科技机”

火爆的1997 和2007
从传呼机到智能手机

1993
年，成都太
升路自发形
成的通讯一
条街

微型通讯博物馆展出的部分手机和传呼机

微型通讯博物馆
展出的公共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