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6日，沈阳水泵厂同联邦德国KSB公
司签订高压锅炉给水泵许可证协议后，试制
成功与 30 万千瓦发电机组配套使用的新水
泵，效率提高82%，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月 28 日，沈阳杂技团的《狮子舞》在巴
黎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明日杂技节上获金奖。

1 月 30 日，原国家计委、交通部、辽宁省
计划委员会，在锦州召开锦州港选址工作会
议，确定在笔架山西侧建港。

3月9日，沈阳话剧团演员吕晓禾获得中
国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5月23日，
吕晓禾获得第八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4月11日，大连—日本定期杂货班轮航线通
航，每月两班，由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经营，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大连港第一条国际定期货运航线。

5 月 5 日，沈阳物资贸易中心开业，这是
全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资料市场。

12月3日，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研制的
“HR—1、HR—2抗氧压力容器用钢”通过中科
院、原冶金部、核工业部联合组织的技术鉴定，
该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水平。

12月31日，鞍钢生产出国内第一卷彩色
涂层钢板，填补国内空白，并为进一步发展中
国彩色钢板提供了试验研究基地。

一条小街创造不可复制的商业奇迹

五爱市场
1985年

曲志伟：五爱市场的雏形出现在 1985 年，
大家都把那段历史称为“大舞台市场”。那是
由 20多名退休工人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在
马路边上偷偷摸摸自发形成的地摊场所。当
时沈河区委、区政府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因改革
开放所产生的新生事物，沈河区工商局随即因
势利导，派出 5 名工商干部把这些最早的五爱
人组织起来开始经营。

宋佳淼：虽然我年龄小，但是因为经常到
五爱，所以对这段历史也很熟悉。据说因为摆
摊地点临近中街商业街，加上摊户们出售的商
品物美价廉，不到一年时间人行道两侧就摊床
林立，给那里的交通以及环境带来不小的影

响。在大舞台市场成立整整一年后，市场整体
搬迁到中街东端的小东门，名字改为“沈河区
轻工批发市场”。

曲志伟：那时候做生意可不像现在，主要
是传统思想的巨大惯性，让人们不认同小商小
贩的地位。那时候有句顺口溜：“一国营，二集
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我记得有位大姐因为孩
子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而下海，为此还辞掉了原
本安逸的国企工作，可想而知，她承受的来自
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有多大呀。而且，为了能够
进到价格低的箱包产品，她经常是下午坐火车
去上货，再坐夜车往沈阳赶，第二天凌晨 3点多
到行上去卖货，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宋佳淼：正是凭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
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既成就了自己的生
存，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曲志伟：那时的经营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风吹、日晒、雨淋，下着鹅毛大的雪花也得出
摊，为了多赚些钱还经常经营到深夜。但是，
沈河区轻工批发市场已经难以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物质需求，于是沈河区委、区政府再次
做出大胆决定，在 1985年将刚刚迁到西顺城不
久的市场迁到五爱街，也就是如今沈阳二中门
前不过 650 米长的地方。市场的名称，便约定
俗成地叫作“五爱轻工批发市场”，从此这条小
街因日益火爆的马路市场而名扬四方。

深业美博广场三楼，临近下午4点商场关门的时间，曲志伟的档口里依旧熙熙攘攘。他代理的品牌针织内衣是东北地区经销商眼
中的香饽饽，还远销俄罗斯等国家。送走最后一批客商后，曲志伟泡上一壶浓茶，与从吉林远道而来的宋佳淼聊起了五爱市场。

五爱市场在不断自我革新中探索着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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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淼
1985年出生，在吉林经营着一家面积不大的针织店，对她来

说，五爱市场是一个传奇。

曲志伟
沈阳曲鸣新菲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是最早的一批

“五爱人”。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25日 对话地点 深业美博广场

曲志伟：我记得，那时的五爱轻工批发市场
已经有上千家业户了。只有星期日休息，只要
营业就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许多年后，我在
报纸上看到，那时的马路市场商户其实有 2600
户，每年的成交金额能够达到 500万元左右，为
沈阳带来200万元左右的税收。

宋佳淼：那五爱轻工批发市场为什么又搬
迁了？

曲志伟：马路市场产生了占道经营问题，不
但影响周边办学、科研机构的日常工作，而且对
环境和交通也有影响。所以，沈阳市政府在
1989 年做出决定，对五爱轻工批发市场进行整
体搬迁，并实行退路进厅。那时其实有很多人
担心，虽然这是给这些个体户办好事，但会不会
惹来非议。一时间，关于五爱轻工批发市场的
未来，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后面的历史沈阳百姓耳熟能详，就是风雨坛
街与热闹路交会处，一块再也不用占道经营的专
用场地。但是，建设新市场需要大量资金，搬迁
原有居民也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沈河区委、区政
府号召商户集资。但是，每户7000元的集资款可

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万元户在沈阳肯定也是屈指
可数，我觉得那时的人们肯定充满彷徨与顾虑。

面对老摊主们的种种担心，当时的决策者
们积极应对，一方面能交7000元集资款更好，一

方面哪怕交 2000元也可以，再就是到机场和火
车站宣传新五爱。没过多久，商户们就被感动
了，集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五爱市场的建
设奠定了基础。

走在1985年6月的沈河区五爱街，你会看到那里的摊贩在热情地吆喝着：买不买没关系，比国营商店便宜多了！谁也不知道谁
第一个搬到五爱街，谁也不知道谁是这里的第一位顾客，只记得市场里的顾客越来越多。

宋佳淼：通 过 多 年 的 精 心 培 育 ，这 时 的
五爱市场已不局限于零售，伴随着蓬勃发展
已 经 开 始 进 行 批 发 。 北 京 、上 海 、天 津 、广
东、山东的客商都来到五爱市场，尤其是形
成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辐射，商
品甚至远销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报纸上
的公开报道中，1992 年五爱市场二期投入使
用时，市场的固定摊位数量已经增加至 5812
个。

曲志伟：你说的一点儿没有错，在1993年五
爱市场十周年之际，五爱市场被评为全国第二
大市场。五爱市场也迎来历史发展机遇，基本
是每年都上一个新的台阶。1997年1月1日，建
筑面积万余平方米的南区竣工，主营家电、小百
货等商品；1997年4月28日，建筑面积12.7万平
方米的服装城投入使用；2000 年，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的西区改造工程针纺城竣工……
宋佳淼：五爱市场不只是中国商贸的奇

迹，还诞生了一个个的财富传奇，已经从当年
为解决生存问题的创业场所，转换为创造财
富梦想的淘金聚宝盆。

曲志伟：其实，从五爱市场的摊床价值，就
能直白地反映出市场发展。那是 2007 年 7 月
1 日早上 7 时 30 分，五爱市场委托拍卖公司
对新建成的部分档口进行公开拍卖。能容纳
差不多 1000 人的礼堂内座无虚席，我记得如
今 的 小 商 品 城 既“ 把 角 ”又 临 厅 ，面 积 只 有
20.20 平方米的档口最终以 165 万元被拍走。
还有一名竞拍者，以 81.5 万元竞得面积只有 8
平方米的档口，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单价超
过 10 万元。

宋佳淼：五爱商户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

时，也没有忘记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多
年来积极为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作出无私贡献。

曲志伟：比如说抗洪救灾、抗震救灾、扶贫
济困，都有我们五爱人的身影。我记得那是
1994 年的时候，五爱市场为铁岭市西丰县贫
困小学捐款捐物，还在乐善乡建设“五爱希望
小学”。近年来，五爱市场还积极安置社会闲
散人员，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达到 10 万多个，累
计安置的社会闲散人员不少于 25 万名。

宋佳淼：那么，你觉得五爱市场为什么能
够屹立始终而不倒？

曲志伟：五爱市场，就是五爱市场，是不可
复制的商业奇迹，也是历经 35年打磨成的东北
地区流量最大、辐射能力最强的综合性超大商
贸物流集散地。五爱市场，已经成为我们每个
人的老朋友，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珍惜。

1990年10月1日，五爱市场新址“棚式市场”一期工程竣工，整整半个月后，新市场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五爱市场的成立，标
志着五爱人从此告别马路市场，拉开了大五爱建设的序幕。

扛过电商冲击

“来来来，借光，借光，小心轧脚！”

记者在五爱市场采访时，基本是在每个市场

都能听到好几遍这样的吆喝声，而且每次听到的

口音都不一样。

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和同学去五爱市场，那时

两个摊位中间的走廊特别窄，听到的是顾客与商

户之间永不休止的讨价声。

如今的五爱市场已经大不相同，虽然依旧人来

人往、熙熙攘攘，但充满着现代感。由服装城、小商

品城、针纺城等七大主体组成的商圈，经营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米的五爱市场所售商品有近百万种，仅

五爱服装城的年交易额就达到200亿元。

不过，随着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快速兴起，五爱

市场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6年销售额出

现大幅下滑。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五爱人说，生意从哪儿丢

的，就要从哪儿捡回来！

与时俱进的五爱市场不但自己成立了电商，

而且每年都要做属于自己的网络电商节，还在阿

里巴巴上开起了“五爱云商城”。业户们也把电商

思维武装到牙齿，比如说基本上家家都有自己的

淘宝店，最新的产品信息都放在微信公众号上，客

户只需在微信上下单、支付就能购入商品。

与此同时，业户们每天的话题也都紧跟互联

网发展，比如B2B、B2C、O2O、跨境电商等，还有最

近经常在媒体上见到的新零售概念。

几个老商户异口同声地说，新零售带来的冲

击可能比电商还要猛！不过，他们已经有应对方

法了，那就是深耕现有市场，把客户消费数据的分

析运用到商品销售上，在更好挖掘市场需求的同

时，进一步加强客户关系。

这种不断自我革新的意识，或许正是五爱市

场长盛不衰的原因。

老五爱市场的标志性建筑。

曲志伟（右）和宋佳淼都对“新零售”概念很感兴趣。

沈阳市大舞台马路市场是最初的五爱市场。1985年，
马路市场正式迁至五爱街，“五爱市场”之名从此开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