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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成于 #$ 世纪初的胶济与津浦铁路由于路权归属不同&在实现连

接的过程中遇到中德两国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各自分别建了独立的济南车站和

黄台桥车站' 借助德文档案&详细考察两路在连接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及其解

决方案&并结合其他案例分析&认为铁路线的连接和车站的设置&除与地理(人

口(技术及费用等因素有关&更是涉及利益的重要问题&是各方利益权衡与较量

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中外冲突的时代背景下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得不面

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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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自 %-0/ 年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

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铁路发展又受到中

国近代政治(外交(财政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

建成于 #$ 世纪初的胶济和津浦铁路都经过济南&却各自建了相互独立的济南车站和

黄台桥车站&其原因是什么C 这两条铁路又是如何实现连接和车辆互通的C 以往有关这

两条铁路的研究论著和史料集,% &##-

&都未曾关注过该问题' 笔者借助青岛市档案馆!胶

澳租借地档案全宗"有关胶济铁路的部分德文档案&试对上述问题进行细致考察并提出

几点思考'

!%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建设概述

%-,0 年 %% 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 次年 ! 月 / 日中

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中国政府将胶州湾租与德国&并许以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和开

采矿山等权利' %-,, 年 / 月 % 日&以德华银行为首的德国 %2 家最重要的银行(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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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企业组成联合辛迪加&获得德国首相授予的建设和经营青岛至济南铁路#德国人

称*山东铁路+&中国人称*胶济铁路+$许可权' / 月 %2 日该辛迪加成立山东铁路公司&

随即筹备铁路建设&同年 - 月 #3 日铁路动工&, 月 #! 日举行正式的开工典礼' %,$% 年 2

月 - 日青岛.胶州段建成通车&%,$# 年 / 月 % 日铁路通至潍县' %,$2 年 / 月 % 日青岛至

济南干线#!,2 公里$和张店至博山支线#!,*# 公里$全线通车' 胶济铁路沿线多平原&间

有丘陵&坡度和缓&工程较为简易' 但所经地区河流较多&建有很多桥梁涵洞' 铁路的轨

道(桥梁(机车车辆和铁路电报等材料设备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都来自德国,#!-

' 山东

铁路公司经营胶济铁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0 年&江苏候补道容闳向总理衙门请求集股修建由天津经山东德州至江苏镇江的

铁路#津镇铁路$&当时受命督办卢汉铁路的盛宣怀担心津镇铁路会夺走卢汉铁路的客货

运输&于是百般阻挠&加上德国抗议津镇线经过其势力范围山东&容闳只得作罢' %-,- 年

英国强索津镇等五路路权&德国反对英国承办津镇路&后英德达成妥协&共同建筑该线'

%-,, 年 3 月 %- 日&清政府与英德代表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以下简称!津镇草合

同"$&借款 02$ 万英镑&年息 3 厘&期限 3$ 年&借款还清后铁路产权归中国' 后因英德各

自忙于其他事务&无暇议定正式合同' %,$3 年以后中国收回利权运动高涨&直(鲁(苏三

省绅商要求废除!津镇草合同"&由三省绅商自办&未获允许' %,$0 年清政府重开谈判&提

出*让利争权+四字方针' 英德迫于形势&同意铁路的修筑权和运营管理权归中方' 这时

由于沪宁铁路即将建成通车&清政府遂将铁路终点改为浦口' %,$- 年 % 月&清政府与英

德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借款 3$$ 万英镑&期限 !$ 年&年息 3 厘&铁路分南北两段修

建&天津至山东南界由德国修建&山东南界至浦口由英国修建' %,$- 年 0 月和 %,$, 年 %

月分别在天津和浦口举行开工典礼' 北段建设以泺口黄河大桥工程最巨&大桥的选址由

詹天佑等人确定)南段建设以淮河大桥工程较大' %,%$ 年由于工程款不敷&又向英德借

款 2-$ 万英镑' %,%% 年 , 月除黄河大桥外&可分段通车' %,%# 年 %% 月黄河大桥完工&津

浦铁路全线贯通'

,#2-

&%两路在济南的连接

胶济铁路动工之时&!津镇草合同"已经签订&这条南北走向的中国国有铁路同样经

过济南#两路位置关系见图 %$' 于是德国人便计划日后将这两条铁路相接' 在 %-,, 年

德国政府授予山东铁路公司的铁路许可权中规定&胶济铁路济南站的建设要考虑与黄河

的连接和铁路往清江方向至山东南界以及往天津和正定!方向至山东北界的延伸,#3-

'

%,$! 年山东铁路公司在规划济南车站时&鉴于济南的扩张及日后与其他铁路的连接&决

定在济南建东(西两座火车站&并通过谈判获得清政府同意' 接着公司又面临一个问题&

是选择济南东站还是西站作为胶济铁路的中央车站C 对此&胶澳总督的立场是所选车站

要能确保胶济铁路对当时仍在筹建中的津镇铁路产生较大影响&因而主张把济南东站作

为中央车站&这样就能迫使津镇铁路经过胶济铁路的一部分&从而影响或控制这条中国国

/3!

!

今正定县&属河北省石家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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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胶济(津浦两路位置图

有铁路)若把济南西站作为中央车站&胶济铁

路就会完全处于连接南北的铁路线之外&从

而降为一条支线铁路' 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

#X:X5)L<K=?6L&%-3! &%,#3 年$起初也同意

将济南东站作为中央车站,#/-

&但最后铁路公

司还是决定把济南西站作为中央车站&因为

从技术和土壤条件考虑&津镇铁路的列车进

入济南东站困难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若仍选

择东站作为中央车站&很可能会产生津镇铁

路的列车完全接触不到胶济铁路中央车站的

情况&而把济南西站作为中央车站就可以确

保对中国列车的影响,#0-

'

%,$2 年山东铁路公司与山东巡抚周馥!

约定&胶济铁路济南西站将作为胶济和津镇

两路的共用车站' 于是山东铁路公司在规划

济南西站时&专门购置了一处长 %-3$ 米(宽

!$$ 米的大面积土地&并在济南西站的轨道之

间暂时保留了必要的空隙&以便日后需要时

能插入津镇铁路的轨道' 德国人一直以为他

们能掌握津镇铁路北段的建设权&那么让这两条铁路接轨是很自然的事情' 尽管 %,$- 年

德国被迫让出了津浦铁路的建设权和经营权&山东铁路公司仍然相信两路共用济南西站

是理所当然的' 公司在致德国驻京公使的信中写道%

将国有铁路的车站设置在山东铁路终点站附近或与其完全分开"这一安排''

完全行不通$ 可以预见"这种安排会由于乘客从一站换乘至另一站"以及由于困难麻

烦的货物转运"对公共交通和两个铁路管理机构而言都是最不利和最麻烦的"决不符

合目的$

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大部分铁路管理部门要用更大的花费"将一个城市里位

置分离的火车站相联合以方便交通"并将车站置于共同管理之下以节省营业费用-如

果国有铁路对济南府西站建设时所规划的共用车站成为问题的话"不仅对我们的铁

路"对国有铁路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

然而&山东铁路公司就该问题与津浦铁路管理层经过长时间协商&始终未能达成一

致' 按德国人的估计&津浦铁路若建一座独立车站&即使铺设较轻的轨道&至少也要花费

!$ 至 2$ 万马克)但他们明白&*中国人为争取独立自主和不依赖外国人&即使建一座自己

的车站要额外花很多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

' 到 %,%$ 年底&山东铁路公司终于认识

到不太可能共用济南西站了,!$-

' 中国方面为有效控制津浦铁路路权&不让德方染指&最

03!

!

周馥#%-!0 &%,#% 年$&字务山&安徽建德人' 同治光绪年间筹办洋务&%,$# 年任山东巡抚&%,$2 年迁两江总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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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决定在胶济铁路济南西站的北侧另建车站' %,%% 年 2 月 , 日&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就

济南车站的铁路设施达成协议&规定了车站道路(土地交换(轨道距离和桥梁建设等方面

的内容,!%-

&两座济南站之间设有两股联络线&并通过天桥和地下通道相连&行人走天桥&

手推车走地下通道' %,%% 年 %# 月&津浦铁路济南站建成#封三
!

$' %,%# 年胶济铁路济

南西站#封三
$

$进行改造&以方便两路客货运输的转入和转出,!#-

'

'%两路车辆互通

"图 #"!津浦胶济两路暂订联络轨线互通货车章程"中文本

"#来源%青岛市档案馆&编号%;%1#122& 0$$

%,%$ 年 2 月&山东铁路公司开始

为两路车辆互通着手准备&一方面将

胶济铁路的部分只有螺栓车钩的车辆

装上混合车钩&另一方面进行四方工

厂的车辆改造&并规定日后购买的货

车都要立即安装混合车钩,!!-

' 当时正

在建设中的津浦铁路为能方便地通过

胶济铁路运输修路材料&也希望尽快

与胶济铁路互通车辆' 两路在 %,%%

年 2 月实现连接后的次月 %! 日&达成

!津浦胶济两路暂订联络轨线互通货

车章程"#以下简称!互通货车章程"&

图 #$&规定*津浦铁路黄河以南业经售票通车之站&准胶济货车往返运货)胶济铁路各站

亦准津浦货车往返运货&以便互换利益+&*但此项互通货车章程系专指整车或至少半车

货物而言+

,!2-

' 这样&载货车辆在两路之间不再需要转装货物' %,%% 年从胶济铁路过轨

到津浦铁路的车辆为 3$#/ 辆&从津浦铁路过轨到胶济铁路的车辆为 2,# 辆,!3-

' %,%# 年

%# 月黄河大桥投入使用后&上述!互通货车章程"扩展到津浦铁路的所有车站' %,%# 年

从胶济铁路过轨到津浦铁路的车辆为 !,3, 辆&从津浦铁路过轨到胶济铁路的为 %-,3 辆'

前者数目比上年下降&是因为随着津浦铁路即将竣工&通过胶济铁路运输材料逐渐减

少,!/-

' %,%# 年 %# 月 ## 日两路正式签订!胶济津浦两路货物及乘客转运章程" #封三

"

$&代替 %,%% 年的暂订章程' 新章程增加了零担货物过轨和直通车票及行李票发售等

内容,!0-

'

(%两路在黄台桥的连接

黄台桥位于济南东北&距济南城约 / 里&距黄河泺口码头 %# 里&是横贯鲁北的小清河

上游最大的货运码头' 那里有很多经营船行和货栈的商号' 凡由济南经小清河出入的货

物&都要在黄台桥码头装卸起运' 经小清河输出的货物主要有盐(粮食(草帽辫(棉花(苇

席(花生(博山陶瓷等&输入的货物有洋杂货(废铁(南纸(木材和海产品等' 胶济铁路建成

的次年&山东铁路公司承建小清河连轨线&由胶济铁路济南东站出发至小清河码头黄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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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长约 / 里&产权属中国'

泺口位于黄河南岸&济南以北&是黄河中下游的主要货运码头&也是山东与陕西(山

西(河南(河北等省进行贸易的要冲' 由这些省份运往山东的出口土货如草帽辫(茧丝(花

生等&大都通过黄河运至泺口&然后再转往各地市场&或经黄台桥沿小清河运抵羊角沟&海

运出境' 而由山东东部(中部运往河南等地的货物如盐(砂糖(煤油(火柴(海产品等&也要

先运至泺口&再通过黄河转运,!--

' 胶济铁路修通后&泺口成为黄河与胶济铁路之间重要

的水陆中转市场'

%,$2 年山东铁路公司与山东巡抚周馥!约定&把胶济铁路济南西站作为胶济和津镇

两路共用车站&并规划一条济南&泺口连轨线作为共用轨道' 后来津镇铁路建设一再推

迟&中国商人不断向山东铁路公司抱怨&至泺口的路况很差&下雨天无路可走&必须花很大

代价才能把货物从泺口运到胶济铁路上&他们建议山东铁路公司修一条连轨线' 铁路公

司于 %,$3 年多次向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报告此事&杨士骧转达袁世凯$的答复说津镇

铁路即将开始修建,!,-

' 但直到 %,$- 年 % 月才正式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铁路的建

设权和经营权都归还给中国' %,%$ 年 # 月津浦铁路济南&泺口段#0 公里$建成通车&起

初由山东铁路公司供应车辆&主要运输粮食&后来大量南方货物也经黄河运至泺口&再通

过铁路转运,2$-

' %,%% 年 3 月两路货车实现互通&胶济铁路的车辆可以到达泺口'

尽管两路可以互通车辆&但事实上胶济铁路只能*依赖津浦铁路的好意+' 根据!互

通货车章程"&胶济铁路的载货货车过轨并到达黄河边卸货后&可以再装运货物至胶济铁

路&但前提是津浦铁路负责黄河沿岸运输的车站站长同意' 这里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

胶济铁路不能发送空车至黄河边接货)二是津浦铁路的货车数量不足&例如在大豆旺季&

津浦铁路要有 03 &-$ 辆车供泺口.济南府.青岛段使用' 在此情况下&津浦铁路黄河段

车站自然会先给发往津浦铁路的货物装车&而发往胶济铁路的货物经常被延迟装车甚至

无法装车&有时胶济铁路的装车人为争取及早调度装车&不得不额外支付 ! &2 元的好处

费&而当装车人是中国人时费用常会更高' 曾有一周&!$ 辆胶济铁路载货货车驶抵泺口

后&全部空车返回' 胶济铁路的运货人常常被迫租用手推车将货物从泺口运到济南&每车

#%3 吨$费用约 #$ 元,2%-

'

随着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即将建成&山东铁路公司担心大桥建成后&上述不利情况会导

致由黄河沿岸经胶济铁路至青岛方向的货运转向天津&这对于胶济铁路运输和青岛租借

地贸易都将造成严重危害' 有鉴于此&山东铁路公司决定修建一条胶济铁路自己的通往

黄河的连轨线' %,%# 年 3 月公司设计了两套方案%方案一从济南西站出发&越过津浦铁

路轨道架一座桥梁&这样津浦铁路的运营不受丝毫影响)方案二从济南东站出发&作为小

清河连轨线的延长线&并从津浦铁路泺口黄河大桥桥下穿过' 在德国人看来&方案二的成

,3!

!

"

$

周馥#%-!0 &%,#% 年$&字务山&安徽建德人' 同治光绪年间筹办洋务&%,$# 年任山东巡抚&%,$2 年迁两江总

督'

杨士骧#%-/$ &%,$, 年$&字萍石&安徽泗县人' 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受知于袁世凯&%,$3 年任山东巡抚&

%,$0 年迁直隶总督'

袁世凯#%-3, &%,%/ 年$&字慰亭&河南项城人' %-,, 年底署理山东巡抚&次年 ! 月实授&%,$% 年 %% 月升直隶

总督' 离开山东后&他通过控制山东巡抚的任命权&继续其在山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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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泺口码头岔道图

"#底图来源%青岛市档案馆&编号%;%1%1!-0:/$

本更低&也更易被中国人接

受&因为它只是把已有的连

轨线延长而已' 由于津浦

铁路轨道从泺口地区东边

穿过&胶济铁路打算在泺口

以西修筑连轨线&并准备与

津浦铁路的河岸轨道相接

以共用,2#-

' 不久山东铁路

公司又转而倾向于方案一&

从济南西站出发修筑连轨

线&以使其看上去具有胶济

铁路延续建筑的性质&而且

也符合中国商人的利益要

求&因为他们的仓库都在济

南西站,2!-

' 该计划得到胶

澳总督和德国海军部!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该计划对青岛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海军部还

请德国外交部通知驻京公使尽一切办法支持胶济铁路延长至泺口的计划,22-

' %,%# 年 %$

月山东铁路公司致函山东都督周自齐"

&声明欲建济泺支路&称济泺支路属*联络干路之

近小叉道+&根据!胶济铁路章程"

$无需山东省政府批准' 为强调该支路建设更有利于中

国人&公司指出&*沿胶济铁路两旁&尽属华商&洋商绝少数+&大量中国商人将大豆(谷子

等由黄河运至胶济铁路的鳥山(潍县(蛤蟆屯等处&但由于胶济铁路缺少从黄河岸边泺口

至济南的连轨线&他们必须雇用驴车将货物从泺口运至济南西站&其运费比*胶济有济泺

支路运价高出三倍+&*再遇雨雪之天&困难尤甚+' 所以出于*体恤华商+的考虑&应修筑

此段支路' 公司还建议&在泺口堤岸津浦铁路主轨道旁建一条专门的调车轨道&两路共

用&而且不会干扰主轨道的运营&既方便又廉价,23-

'

与此同时&津浦铁路正打算将其在泺口堤岸的轨道向东延长至小清河&并向西延长至

泺口西岸' 在泺口和小清河#黄台桥$之间原有一条运盐专用轻便铁路&该路是 %,$3 年

山东盐运使以鲁盐销路日增而运道不足为由&由山东提官款济平银 %$ 万两&聘请德国工

程师修建而成&全长 %$ 公里&定名清泺铁路&%,$/ 年 ! 月动工&同年 %% 月竣工通车,2/-

'

津浦铁路通车后&%,%# 年 %$ 月山东都督和盐道台发起修建一条由小清河出发(与津浦铁

路相接的轨道&以代替运盐铁路' 德国驻济南领事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山东铁路公司将

其小清河连轨线在黄台桥与津浦铁路的泺#口$黄#台桥$支线相接&从而将济南东站与泺

$/!

!

"

$

胶澳租借地由德国海军部管理&胶澳总督由海军高级军官担任'

周自齐#%-0% &%,#! 年$&字子訥&山东单县人' 历任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参赞等' %,%% 年任清华学堂监督&

%,%# 年任山东都督' %,%! 年以后历任交通部总长(陆军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税务处督办兼中国银行总裁&

%,## 年任国务院总理兼教育总长'

!胶济铁路章程"于 %,$$ 年 ! 月由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和山东铁路公司青岛总办锡乐巴签订&对铁路建设(

铁路公司行为及中国人参股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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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连接起来&并共用津浦铁路至泺口西的轨道&这样&山东铁路公司就省去了修建专用轨

道的费用,20-

' 德国领事的建议立即得到山东铁路公司的赞同&并得以顺利实现' 泺黄支

线于 %,%! 年 % 月开工&/ 月竣工#,#%-&#22- 页$' 同年 / 月 !$ 日&胶济与津浦铁路达成

!津浦铁路黄台桥至泺口暨泺口码头岔道允认胶济铁路过车条件"#封三
%

$' 根据该协

议&胶济铁路自行出资&将小清河连轨线延长至与津浦铁路泺黄支线接轨#图 !$&并共用

泺口码头岔道' 此后&胶济铁路的所有车辆都能以自己的机车在济南东站和泺口岸边之

间运行,2--

&实现了胶济铁路与黄河的水陆连接&满足了铁路沿线中国商人长久以来的愿

望'

)%相关思考

铁路在西方兴起之初&也缺乏统一规划' 如英国铁路由各公司负责兴筑及运营&后来

随着人们认识到铁路系统化的优点及其对于个人及整体利益的共同促进&铁路兴筑颇有

系统' 其他欧洲国家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如比(法(德(奥等国&铁路发展较有系统' 在

自由经济最盛的美国&铁路发展的第一阶段与英国情形类似&由地方各自修筑路线&然后

逐渐相互连接&第二阶段则为有计划地修筑横贯大陆的铁道系统&政府部门在铁路网规划

工作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与欧美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近代由于列强势力的侵入&主权被破坏&政府无能也无

力将全国的铁路事业进行统一规划' 铁路多由外国借款兴筑&或自行集资兴筑&或后来将

商营路线收归国有&故路线不论长短&均分线设局&分线管理&导致人员和设施均未能充分

利用'

,2,-铁路线的连接和车站的设置&除与地理(人口(技术及费用等因素有关&更是涉及

利益的重要问题&是各方利益权衡与较量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中外冲突的时代背景下被迫

进入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I!%关于铁路线的连接

线路与线路之间的连接是开展铁路联运(发挥路网效益的基本前提' 胶济与津浦铁

路的连接&不仅便利人和物在两条铁路之间的换乘运输&提高效率&也扩大各自铁路的辐

射范围&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甚至更远的地方都纳入进来'

从中方来讲&将津浦与胶济铁路连接&可以有效地将山东全省纳入津浦铁路的腹地范

围&同时利用青岛港来扩大进出口运输' 由于中文资料不足&无法确切了解到当时中方对

于两路连接的态度' 从德方来讲&胶济铁路就全中国而言只是一条支路&其作用和影响自

然比不上沟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它必须建立与津浦等其他运输线的联系来扩大腹地范围

和影响区域&从而吸引更多的运输&因此德方一直积极努力地实现两路的连接' 山东铁路

公司在 %,$2 年发表的!山东铁路建设史"中便描述了将胶济铁路纳入中国及国际铁路网

的设想%首先在济南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即津浦铁路$相连&然后通过天津与*经山海

关通往奉天的铁路+#即关内外铁路$相连&进而与满洲里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连&从而沟通

青岛和柏林' 这一设想到 %,%2 年之前得到实现'

铁路线的连接&除提升整体运输效益之外&也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加剧不同线路及其上

各自重要城市之间的竞争' 津浦与胶济铁路尽管有不同方向的运输路线&但两路交汇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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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影响范围有重合&存在着对内陆腹地的竞争以及天津与青岛两个港口城市之间的竞

争' %,%% 年 , 月津浦铁路分段通车后&实行了较低的运输费率&导致胶济铁路的某些过

境货物量下降' 此后&两路就展开了激烈的费率大战,3$-

'

同样因利益冲突&影响了广九与粤汉铁路的连接' 广九铁路自广州大沙头至香港九

龙&粤汉铁路自广州城至湖北武昌&两线在广州终点站的距离约 2 公里' 英国人曾屡次要

求接轨&但中国政府由于国内尤其是广东人的强烈反对&屡次拒绝' 广东人主要担心广州

与香港直通后&广州贸易会全部转移至香港&从而影响广州的发展和繁荣' 客观上讲&广

州为华南国内贸易重要口岸&香港为华南海外出口要道&凡广州输往国外的贸易&无论如

何须经香港出口' %,!/ 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国民政府考虑为应付战时之需&宜及早

将两线接轨&同时将广州黄埔开放为商埠并兴建黄埔支线&以维持广州的国内贸易地位'

接轨工程于 %,!0 年元月开始&- 月 ## 日通车' 当时淞沪会战已于 - 月 %! 日爆发&长江下

游已被日军封锁&香港一变成为全国进出口通道' 广九与粤汉铁路迅速订立联运办法&开

展联运&极大便利了英美及其他各国军需物资经由香港源源输入&为抗战做出重要贡

献'

,3%-

)I&%关于津浦铁路在济南单独设站

若从纯粹的技术和经济角度出发&中方选择另建独立车站似乎不理性&但若从政治立

场出发&考虑到当时清政府力争实现路权自主的迫切要求&这一决策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

择' 可以设想&如果津浦与胶济铁路共用济南西站&那么中方不仅在济南站轨道设施建设

方面需要与德方协调&更为重要的是&津浦铁路的运营也必然受到德方制约&摩擦和矛盾

不可避免' 事实上&德国驻济南领事也对济南车站的最后安排表示了欢迎#,3$-&%22

页$' 美国学者鲍德威#A:;HQE$认为&中方选择另建济南车站是为防止德国军队突袭北

京,3#-

' 而最初盛宣怀阻止容闳兴办津镇铁路的借口之一便是津镇若与胶济接轨&*德之

陆军长驱而北&自胶一日可达永定门&是为虎傅翼+&*关系京畿安危+#,#2-&%33 页$' #$

世纪 !$ 年代以前&两座济南火车站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0 年日军占领济南&次年将

胶济(津浦两路济南站合并&%,2$ 年 2 月竣工' 胶济铁路自 !,% 公里 0$ 米处改线接入津

浦铁路济南站'

津浦铁路天津设站时&也曾经历波折' %,$- 年&天津绅商请求在天津城中的南开外

建筑车站&北段总局饬总工程师勘查后认为&*其地居津埠之中&与租界毗连&于此设站&

诚足以裕商便民' 惟自庚子以后&归入洋商之手&若与之商购&则虑其居奇+' 果然&各地

产公司闻风&圈购地亩&垄断居奇' 车站尚未兴筑&市场争斗已起' 天津士绅*激动公

愤+&推举代表极力反对&南开设站之议遂即停止' 后来&英德领事又请求将津浦总站设

在租界&以便利租界货物装卸' 北段总局认为&津浦路既定与京奉接轨&将来即在靠近租

界的东站#即天津老站$开车&于运输并无不利' 津浦铁路督办徐世昌和帮办沈云沛等实

地勘查后&议定在天津盽头设总站&该处距津北繁盛市场不远&且与京奉新站容易连接&交

通便利' #,#%-&#20! &#200 页$

致"谢"本文是在笔者博士论文部分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感谢青岛市档案馆惠

允笔者查阅关于胶澳租借地的德文档案$ 导师张柏春研究员给予悉心指导"清华大学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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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批评意见"给了笔者进一步思考和完善论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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