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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街的前世今生
■王爱民

春节期间，浓浓年味。 川汇区一批
老街道经过改造提升，在春节期间张灯
结彩，装扮一新，迎接癸卯兔年的到来。
从大年初一开始， 中心城区关帝老街、
荷花街、五一路人流如潮，热闹非凡，厨
艺大比拼、民俗文化表演、非遗展演等
活动轮番上演，具有周口特色的各类小
吃琳琅满目，引得众多市民逛街购物游
玩，浓浓的“烟火气”传递出新春佳节的
红火喜庆， 并成为市民和游客流连忘
返、春节“打卡”的好去处。

近年来，我市坚持“留、改、拆”相结
合，对传统老街周边商业街区进行改造
修复，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品质，让
老街区绽放新容颜。

中心城区荷花街是一条南北老街，
因南端是荷花市场，名为荷花街，北起
小十字街、小南街、牲口市街，南至七一
路，是中心城区传统商业圈。

周家口历来是商贾云集、兵家必争
之地。 清同治年间，牲口市街曾经是享
誉全国的骡马交易市场，是“南牛北马”
中“北马”的交易集散地，“南牛”指的是
南阳黄牛。

清同治四年，江苏、山东 、安徽 、河
南等省捻军活动频繁，清廷重臣曾国藩
曾在周家口督师剿捻。由于周家口水陆
交通便利，曾国藩将剿捻行营设在周家
口，以便居中指挥。他试图利用运河、黄
河、贾鲁河、淮河、沙颍河的天险屏障，
将捻军消灭在黄河以南、 淮河以北、运
河以西、贾鲁河以东的包围圈内。 曾国
藩先派淮军将领刘铭传、张树珊率部驻
防周家口剿灭捻军。 刘铭传、张树珊的
淮军号称 “十八营”， 驻守在沙颍河两
岸、贾鲁河东岸。 至今，沙颍河两岸、贾
鲁河东岸的村庄都是以营命名的。如沙
颍河南岸的前王营、后王营、前张营、后
张营、艾营、毛营，北岸的邱营、李营、韩
营 、徐营 ，贾鲁河东岸 、西华境内的皮
营、东王营、西华营，都是当年刘铭传、
张树珊率领的淮军驻扎兵营的地方。 刘
铭传抵达周家口后， 即向曾国藩禀报：
“我军日来与战三次，初四获胜，初六初
七即有两次失败……十余年来，贼之猖
獗尤甚。 僧（僧格林沁）旅以马队擅长，

而前后被捻军夺去马匹四五千之多；淮
军以洋枪擅长，而昨亦被捻军夺去百余
杆，贼势日炽，我辈自应加倍儆惧。 ”

河南是平原地带，养马不多。 为了
补充淮军马匹，曾国藩派人到内蒙古买
马。 内蒙古一向是出产良骥的好地方，
千里草原，马群遍地。 使者到内蒙古后，
向当地人说明来意。 牧主问使者需要多
少军马，使者说要三千匹马。 牧主问，五
千匹敢不敢要？ 使者说，要是敢要，只是
带钱不足。 于是牧主便派几名牧马人赶
着五千匹马和使者同到周家口。

到周家口后，曾国藩部只从中选购
三千匹马，其余两千匹由牧马人在周家
口出售。 牧马人将两千匹马赶到周家口
南门外一个大院内，每天两次赶到河边
饮水，傍晚放到野外地里去啃麦苗。 周
家口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

马匹，马群无论经过哪儿，观看的人都
惊叹不已。 有人到大院里买马，任意挑
选，看中哪一匹，牧马人就给套出哪一
匹。 就这样，内蒙古人在周家口卖马的
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周边各
县和邻省。当时，周家口周边各县，山东
南部各县和苏北徐州一带的人纷纷赶

到周家口买马。 不久，两千匹马全部卖
掉。 内蒙古人看到在周家口马很好卖，
第二年便主动赶着马群到周家口出

售。 周家口人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有利
可图，便数人凑在一起，筹资到内蒙古
买马赶回周家口卖。 就这样，周家口骡
马交易市场被打开了， 并且一年比一
年兴盛。 后来，周家口骡马交易市场，
每年都有内蒙古人主动赶来的和当地

人筹资去内蒙古买来的大批马群 。 随
着骡马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 豫南和
豫西南广大地区的黄牛、 皖北一带的
骡子也都成群结队地被赶到周家口出

售。 因此，周家口骡马交易市场便有了
“南牛北马”的称号。 此后，河南全省及
冀中 、冀南 、鲁西 、鲁南 、苏北 、皖北的
客商， 也都纷纷来周家口选购各种牲
畜，甚至还有广东客人到这里买马。 周
家口骡马交易市场的路子更加广阔 ，
买卖更加繁荣，一跃成为附近几省最大
的牲畜交易中心。

周家口的牲畜交易分沙颍河南北

两岸两个市场， 占据了整整四条街，这
四条街是沙颍河南岸牲口市街，北起小
南街南端的猪市，南至永安门（现荷花
市场）的坑北沿；沙颍河南岸东牲口市
街 （也称牲口市东拐儿）， 西起牲口市
街，东至胡家集街；沙颍河北岸的南牲
口市街，南起下齐埠口街北口，北接关
帝庙街； 西牲口市街西起新阁街南口，
东接南牲口市街北口。 生意兴隆的时
候， 四条街的牲口行达一百八十多家，
从业人员近四千人，贸易范围北至内蒙
古，南抵广东，东到皖鲁苏，西北远达新
疆伊犁，涉及大半个中国。 四条街的道
路两侧，栽着成排用粗铁丝连接起来的
清一色的柏木桩，各牲口行的空院里也
栽着成排的牲口桩，扯着长绠绳，道路
两边和各牲口行的院子里，拴满了骡马
牛驴，牲口一个挨着一个，连牲口行的
大门、走道都被牲口挤满。 买卖牲口的
客商和行户（交易员），执着小鞭，在潮
水般的人流中钻来钻去，挑选中意的牲
口， 并在袖筒中摸着手指头讨价还价，
行户则大声用一般人听不懂的隐语高

声报价格。 各行各业都有隐语，目的是
保护商户商业秘密。 在牲畜交易行业，
用流、谭、品、罗、拐、挠、勾、捌、弯、海代
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如在成交时 ，
行户大喊 ：“计
账，骡子一头 ，
卖价勾弯。 ”买
卖双方可能都

不知喊的是什

么 。 实际是 ：
“骡子一头 ，卖
价 79 元 。 ”牲
畜交易市场的

叫喊声 、 报价
声此起彼伏 ，
喧嚣异常 ，真
是名副其实的

“闹市 ”。 高峰
时期 ， 沙颍河
两岸的各种牲

畜交易量每日

上万头 ， 一个
牲口行一个集

就成交骡马八

十多匹 ， 其盛
况可见一斑 。
到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 随着
农业机械化和

交通运输机械

化 能 力 的 提

高 ， 牲畜的役
使作用逐步弱

化 ， 兴盛了一
个世纪的周口

骡马交易逐渐

淡出市场 ，直
至消失。

牲口市街

的南口原来是

一 个 荷 花 坑

塘，1991 年，由
原周口市 （现

川汇区）工商局招商引资在荷花坑塘上
兴建了荷花市场， 经过五年的开发建
设，于 1995 年正式开业。 荷花市场占地
面积 178 亩， 共分 6 期进行开发建设，
市场总投资额 2 亿多元。 荷花市场内设
批发和零售摊位 5000 多个， 经营商品
有 20 多个大类 3 万余种， 商品辐射河
南、河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和浙江
等 12 个省的 100 多个县，日客流量达 5
万人以上，高峰期达 10 万多人，是河南
省建立最早的商品批发市场之一。 建成
后的荷花市场， 凭着便利的交通条件、
人口众多的消费潜力，以及在豫东地区
的唯一性，迅速在周口和豫东地区“蹿
红”。 荷花市场还解决了周口市 3 万多
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带动了周口的饮
食、服务、运输和加工等行业的发展。 周
口荷花市场被河南省工商局、国家税务
局评为 “双十强市场 ”和 “省级文明市
场”， 被国家工商局授予 “全国文明市
场”称号。

20 年的风雨兼程，荷花市场影响着
周口几代人的衣食住行，承载着周口几
代人的记忆。 2015 年，根据周口市中心
城区改造规划，荷花市场进行了整体搬
迁。 周口华耀城的建设发展，标志着周
口商贸物流业从荷花市场时代进入华

耀城时代。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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