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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赵邦明在西宁市仓
门街派出所任所长， 这一年， 为
了工作需要， 所里给他配了一辆
“专车” ———28 型黑色永久牌自行
车。

“这是一辆旧车， 不过拿到
这辆车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我在
派出所工作， 突发事件多， 有了
自行车就能节约不少时间， 提高
工作效率。” 赵邦明说， “拿到车
我就跑到交通大队去办了执照。
当时办执照需要有购买车子的发
票、 单位的介绍信。 每一辆车都
是有编号的， 编号在执照上有记
录， 办好了执照还要在车身上砸
上号码， 那时叫‘砸钢印’， 这些
都办好之后， 你才能把自行车骑
上马路。”

西宁印迹：流年中的自行车
本报记者 赵新丽 文 /图

天蓝色塑料封皮， 学生证一般的大小，
封面上印着 “青海省西宁市自行车行车执
照” 几个字， 这是老西宁人赵邦明先生向记
者展示的“自行车执照”。

赵邦明先生保存着两本自行车执照， 一本是 1988
年颁发的， 一本是 1992 年颁发的， 两本的规格都一
样。 翻开小本， 第一页上是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交通安
全。” 的黑色警示语， 第二页是 “青海省西宁市自行
车行车执照” 几个字， 盖有红色的“西宁市公安局交
通大队车辆专用章” 很是醒目， 第三页记录了自行车
的车身编号、 车主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或住址以
及车辆颜色、 型号、 征、 免税牌号等信息， 还盖有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大队非机动车管理章”。 后面几页
分别是， 过户登记、 纳税记录及号码、 行车守则、 注
意事项等。

1962年， 发执照为防盗
“1950 年， 西宁市有自行车 510 辆。 1962 年开

始， 西宁市开始实行自行车执照制度， 财政部门同时
开展对非机动车的征税工作。 自行车执照分为公用和
个人两类。 1962 年， 西宁市共发放自行车执照 6578
本， 其中机关公共车 2116 本。 当时， 自行车是很贵重
的财物， 因此偷盗自行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了防
范盗窃就实行了执照制度。 这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一
项措施。 那时， 自行车执照是要随身携带以备检查
的。” 赵邦明在西宁市公安机关工作多年， 清楚地知
道自行车执照制度实行的背景。

“在上世纪 80 年代， 派出所处理的丢自行车的
案件还很多。 我们办案时追缴回来的赃物， 会在‘退
赃大会’ 上退给大家， 自行车是主要的物品， 认领的
主要凭证就是自行车执照， 除此之外， 还要有单位或
居委会的证明、 自行车丢失时的报案材料。”

1963年， 西宁市设立 15 个存车处

赵邦明还有一个存车证。 这个证是西宁市车辆存
放管理处发的， 有了它就可以在西宁市各车辆存放处
存车了。

1978年， 自行车要证件齐全
在赵邦明先生保存的两本自

行车执照上都有一页 “行车守
则”， 上面写着“必须遵照毛主席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的指
导。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维护交
通秩序， 服从民警、 交通管理人
员的指挥和检查。” 带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 此外， 还规定了不能骑

车带人、 不得携带物品过多等规
定。

其实在 1978 年， 西宁市就发
出了骑自行车 “五要十不准” 的
通知。 五要是： 铃、 闸、 锁要齐
全有效， 转弯要伸手示意， 通过
路口要注意交通信号。 十不准是
不准骑车带人或撑伞、 不准放手

撒把、 不准攀附其他车辆、 不准
扶肩并行以及不准未满 12 周岁骑
车上街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不准骑未登记及发证或砸钢印
的车。

据 《西宁市公安志》 记载 ，
到 1982 年， 西宁市共有 181210 辆
自行车。

1988年， 自行车砸钢印

“我的这个存车证是月票， 跟公共汽车的月票差
不多。 当然， 你也可以不办月票， 分次存放， 我记得
当时存一次是 5 分钱。 你停好车交了钱， 管理员给你
一个小牌子， 上面写着号码， 这个小牌子有两块， 管
理员一块， 存车子的人拿一块， 取车的时候把自己手
中的牌子交给管理员就行。” 赵邦明说， “那个时候
骑自行车的人很多， 自行车存放处也很多， 像现在的
西大街百货、 大十字百货门口都有自行车存放处。 有
时， 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还会设置临时的自行车存放
处。”

据《西宁市公安志》 记载， 1963 年开始， 西宁市
开始对自行车存放处统一管理、 统一收费标准。 在主
要大街和繁华地段设立存放处 15 个， 派专人值守。

自行车存放处与周围的商店、 行政事业单位、 电
影院等上下班时间一致， 要是过了时间你忘记取车
了， 管理员就会把车子存放到附近的派出所或是单
位， 第二天你可以来取， 不过费用就要加倍了。

西宁市车辆存放管理处发放的存车证

▲1987 年， 西宁市北大街派出所召开退赃大会，把
追回的赃物退还给群众。

一位市民在退赃大会上领回了丢失的自行车，欣
喜不已。 赵邦明供图

▲

欢迎您讲述和这个城市
有关的故事， 与我们一起分
享这个城市的记忆， 与我们
一同回味那些渐行渐远的往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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