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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和上海 2010世

博会1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浦东人，心潮澎湃。

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了上

海和浦东开放、创新和包容的城市品格，也谱写

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辉煌篇章。

作为周家渡社区居民和世博会志愿者，我

有幸参与经历了上海世博会，见证了从申博成

功到办博辉煌的全过程。其中几个激动人心的

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 2002年 12月 3日深秋的夜晚，上海市

庆祝申博成功大型狂欢活动，电视转播周家渡

分会场万众欢腾。

周家渡社区千余居民汇聚到分会场白莲泾

码头畔的南浦港务公司，扭起秧歌唱起歌，舞起

彩旗敲起锣……22时 40分，当蒙特利尔“中国

上海申博成功”的消息从大型屏幕传来，神州欢

呼，申城沸腾，分会场的周家渡居民更是欢呼雀

跃，翩翩起舞，“我们成功啦”的欢呼声和《歌唱

祖国》的歌声打破了浦东白莲泾宁静的夜晚，通

过电波传到全中国、全世界，这里又是一个不眠

之夜。

我当时也在欢乐庆祝的人海中，随着大伙

一起高呼，一起欢唱，一起跳跃。突然，我想起赶

来欢庆会场前，特意找了个海南旅游时买的海

螺，便拿出来，随着欢乐人群的欢呼声，有节奏

地吹起了海螺“呜……呜……”。声音虽不大，却

引起了眼光敏捷的记者的关注，几十门“长枪短

炮”快速涌了过来，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快门

声，我和身边志愿者一起欢呼的场面瞬间被定

格在各路记者的相机里。同事们欣喜地对我说：

“老俞，你明天要见报了。”果不其然，第二天《解

放日报》就刊登了一张题为《世博会带回家了》

的大幅照片，并配有文字说明：当中国申博成功

的消息传到上海，周家渡街道的居民吹起螺号，

现场一片欢腾。8年后，这里将出现“世界城”。亲

朋好友纷纷打电话询问和祝贺。哈哈，一不小

心，我成“明星”了。

2005年浦东进入世博大动迁阶段，周家渡

街道涉及白莲泾、东书房、雪野一、雪野三等小

区，计 6356户居民，历时一年。我有幸参与了世

博动迁宣传工作。

8月炎热的一天，我在走访中，遇雪野三村

的沈书记，她给我讲述了动迁居民奚国兴的故

事。奚国兴身患晚期癌症，心系世博动迁，还在

身体稍好状况下，一家人坐车绕着三林世博家

园开了一圈，决定早日签下动迁协议。我被深深

感动了，回到家已深夜，我立刻写下了这篇报

道，发稿后引起了浦东新区媒体的跟踪报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奚国兴病情突然恶

化，处于昏迷中，签约被推迟。直到 9月 3日，在

医院抢救室里，按奚国兴的心愿，让妻子、儿子

完成动迁协议的前期工作，由他本人完成签约。

当经办人赶到病房，看到奚先生鼻子插着氧气，

手上打着吊针，身上布满各种监控仪，但虚弱的

奚先生坚持坐起来，打起精神，认真地一笔一划

在三份协议上签下名字后欣慰地笑了，并抱拳

表示感谢，转身又嘱托儿子一定要配合世博动

迁，早些搬离。这一切，让在场的家属、护士、经

办人都禁不住哽咽起来。在完成签约后的第七

天，奚国兴平静地离去了。

由我发掘并深入报道的党员居民奚国兴全

力支持世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签约的故

事，被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媒体宣传报道，深深感

动了广大浦东世博动迁居民，世博地块动迁签

约提前完成。浦东新区世博动迁指挥部领导还

特地到奚国兴家上门吊唁，以表敬意。

一年后，周家渡6300多户动迁居民，为世博

舍小家迁新家，陆续搬入了环境、居住面积、配

套设施更好的三林世博家园等小区，实现了“世

博，让生活更美好”的梦想。

记得世博会开幕式那天的夜晚，夜幕降临，

灯火辉煌。映入眼帘的是满街的五星红旗、大红

灯笼和彩色的世博会会旗，我们一行世博志愿

者和周家渡社区腰鼓队、旗袍队、舞龙队等，一

起涌向云台路上的中国馆场区，和上海人民一

起，展示上海的热情，同庆世博会开幕。

世博会的夜空，五彩焰花腾空而起，人群沸

腾，载歌载舞，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

在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世博园内，在礼花

激光交相辉映的五彩夜空下，在人山人海的欢

乐人群中，我们举着五星红旗、世博会旗、标语

牌，头上扎着自制的鲜红绸带，几十名青年志愿

者随着音乐节拍，扭起来跳起来，大家挥舞旗

帜，高举庆祝标语牌，一起激情高呼:“祖国万

岁!”“欢庆世博会开幕！”“精彩世博我爱你！”欢

呼声划过世博会场馆的夜空，也引来了众多记

者以及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的包围。笑意写

在脸上，喜悦蹦发心中，一遍遍欢呼雀跃，一张

张真诚的笑脸瞬间被“定格”。我当时就在照片

中五星红旗下的人丛中。第二天无数张欢庆世

博开幕的彩照，铺满了上海的各大报刊，我从媒

体的世博报道中找到了我们欢庆场面的彩照，

并留存至今。

10年前，浦东沃土上情系世博的三个动人

场景，至今让我心潮澎湃，难以忘怀。10年后，浦

东世博地区繁华依旧，中华艺术宫、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阳光谷等建筑已成为浦东和上

海的新地标。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我

人生中永恒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1
她说，浦西是黄浦江的一枚回眸

那么，浦东呢？是浩浩长江的

一枚回眸么

浦东有多高？这取决于你

仰望蓝天的角度

一朵白云，恰好在此时飘过

我看到摩天大楼耸了耸身子

黄浦江安静地流淌着

把一朵云影藏了

2
阳台上一朵花的高度

很多时候，必须与一座城市的

高度保持一致

比如，你所住的楼

可以高过云层，但必须

低于炊烟，低于你的日常生活

城市有多高，它的根就有多深

泥土因为谦卑，始终让我们仰望

3
花有花的梦想，草有草的尊严

在浦东，一朵花和一株草

在时间面前，与上海中心大厦的

身高，是相等的

如此，高楼林立的浦东

与田野广袤的浦东

隔着三十年，紧紧地握了握手

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有生命的

它们在风中呼吸，吮吸阳光，生长

4
陆家嘴在说着什么？说着上善若水

说着海纳百川，说着金融科创

我听见陆家嘴，也在说着霓虹灯

说着居家的油盐酱醋

而我，一整个夜晚

就在黄浦江边上，散散步，吹吹风

看游船把一些光与影带走

又把一些光与影载来

我起身，人家的灯火落了一地

5
偌大的浦东，不过是黄浦江的

一滴水，一滴玲珑的水

一滴磅礴的水

一滴不断扩张着的水

这枚“鹦鹉螺”，吸附在

张江科学城的羽翼上

这一方璀璨叫临港

张扬着“中国智能制造”

这一片粼粼波光叫洋山港

蔚蓝色的海风，昼夜漫卷着

6
我必须采撷原野上洋洋洒洒的

阳光，必须把一个花瓣的

清香放大，必须用一粒露珠

裹下最新鲜的鸟鸣

而立之年的浦东，从乡野走来的

浦东，从不拒绝泥土深处的蛙声

无垠的辽阔中，万物在生长

而我相信，浦东之大

在于容得下每一个小小的梦想

三十年前，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我来说，去得

最远的就是乘着爸爸的自行车到川沙的城南路

去买衣服、鞋子。陆家嘴、张江只是我从电视新

闻里听到过的名字。

1992年，我考上了县里的学校，认识了来自

上海各个郊县的同学，随着交往的深入，我跟随

她们去到她们的家乡，最先去的是室长冰冰位于

张江的家。记得下车的那个站点叫陆家大桥，七

拐八弯走到了她家的自建房。出来迎接我们的是

她家的阿黄，一只跟鸡鸭抢食的大黄狗。在阿黄

的带领下，我们去田里摘了青菜、豆角。看着一大

片农田和在田里劳作的村民，恍惚间有种回到了

我熟悉的乡下的家的感觉。那时的公交车结束得

早，在同学家吃好晚饭后，只能住下了。

时间切换到了上世纪末，我应聘到了东方

路工作，起早贪黑，每天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

加起来要四个多小时，周一还常常为挤不上那

辆唯一可以到达的公交车而要更早出门。好几

次，驾驶员师傅见我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姑娘实

在是挤不上去，就从驾驶室下来，让我从他驾驶

室上去，挤在发动机旁的缝隙间，等乘客少一点

再调整到后面。记得有一次去孙桥办事，我们约

好了时间和地点，由于交通不方便，没有公交

车，还要麻烦对方来接。但对于能到这么一个全

世界都瞩目的地方去工作，我不觉得苦和累，反

而充满了希冀和激情。地铁二号线通车后，到市

区去办事就可以从张江高科站转车，那时的张

江高科公交车站可谓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最近十年，浦东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记得有一年去浦东新区出入境管理局办护

照，车开在路上，往窗外望去，一幢幢漂亮整齐

的公寓楼伫立在绿油油的河岸边。婀娜的杨柳

迎风飘扬着嫩绿的枝叶，紫红的杜鹃、粉色的樱

花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勾勒出一个现代都市形

象。高科技园区的办公楼造型富有创意，以前只

能在电视里看见的著名企业都在眼前。张江园

区的马路名字也很有特色，南北向的都以国外

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如哥白尼路、伽利略路；东

西向的以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如祖冲

之路、张衡路。两边的马路比以前更平坦、更宽

敞，路旁的宣传旗帜在阳光下迎风飘扬。四通八

达的高架、地铁方便了大家的出行，缩短了城市

间的距离。特别是汇智和长泰两大商业中心开

张后，张江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周边 30公里范

围里大人和小孩周末打卡必到的场所。刚开始

到张江上班的那一段时间，每当单位的大门开

启，我都有种不真实感。像我这样一个不再年

轻、资历平平的人，是何等幸运能做自己喜欢的

工作，能走进这样一块全世界为之瞩目的高科

技热土！

继陆家嘴之后，如今的张江正在一点点地

长高，张江，不再是那个卖酱油和菱角的地方，

也不再是人们印象中一马平川的农村形象。张

江“科学之门”项目已正式启动，这个320米高的

“双子塔”，将成为浦东的又一个标志性建筑。科

学城将是世界关注的中心，我们的生活不但有

“科技范”，也将更加便利。

小年夜那晚，我们一家子齐聚一堂，其乐融

融地准备过年。爸爸妈妈在客厅聊天，奶奶在厨

房忙里忙外，我则打打下手。爷爷熟练地把垃圾

投放在不同的分类垃圾桶中后，向我叙述这三

十年来垃圾桶的变迁。

爷爷告诉我，在上世纪 90年代，人们用串

联全栋楼的管道垃圾桶来扔垃圾，拉开小铁

门，垃圾丢入长长的管道，径直下落到底楼。因

此，底楼的楼层便被人们嫌弃。到了夏天，蚊虫

满房，有时那些瓶瓶罐罐掉落到底楼时还会碎

掉，会有又脏又臭的液体流出，这样脏水四溢

的底楼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早晨，常听见住在

底楼的人家传来抱怨声：“这样脏的地方真让

人没法待！”

听见我和爷爷在谈论垃圾桶，爸爸妈妈也

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讨论，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

21世纪初时的垃圾桶。当时，几家人共用一个

垃圾桶，调皮的小孩经常一路踢着破易拉罐回

家，还用破罐子“投篮”，站得老远把罐子扔进

垃圾桶。

有时，垃圾堆积如山，腐烂的垃圾总会散发

出难闻的气味。因此环卫工人每次来运垃圾时

都会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收拾完大量垃

圾。冬天还好，尤其到了夏季，路过的行人只能

掩鼻通行，一开窗，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便会不

偏不倚地扑入房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 2019年，我进入预

初。突然，有一天早晨，妈妈正准备出门倒垃圾

时，激动地叫唤我们：“你们快来看看！”我们惊

喜地发现家门前的垃圾桶不再孤零零地“一个

人”，而是和它的三个“小伙伴”共同伫立在门

前，俨然威武了许多。

定睛一看，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上分别写着

“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的

字样。妈妈笑吟吟地说：“看来上海要实施垃圾

分类喽。”

从此，垃圾桶便成了我们小区的“网红”，每

当扔垃圾时，旁边都会走来一些居委的大妈大

爷兴致勃勃地抢过你手中的垃圾，边瞅边念叨：

“这什么垃圾呀？”“这个应该是湿垃圾吧。”“不

对不对，这个很容易搞错的，它是干垃圾。”我们

家门前瞬间热闹了许多！

起初，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实施垃圾分类。

但后来，我从新闻里、小区的宣传栏里得知垃圾

分类可以减少垃圾处置量，便于回收垃圾中有

用的物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使我们的

生活环境更加优美、更加整洁。

如今，我们家门前的垃圾桶成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小小垃圾桶的变化——从爷爷奶奶

的管道垃圾，到爸爸妈妈的摆设垃圾桶，再到我

们这一代的分类垃圾桶，这变奏三部曲，从黯哑

浑浊的旋律到清越明亮的曲调，吟唱着浦东三

十年来的改变和发展，反映出浦东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昌盛。

浦东，万物生长
陈于晓

情系世博 □俞国栋

行走浦东感悟变化 □薛莺

变奏三部曲 □俞易歌

今年4月，本报刊发《荣威杯“我和浦东30年”征文大赛启事》后，得到了广大读

者的热烈响应与踊跃投稿。通过一篇篇文字，我们再次感受到浦东这片热土上发生

的沧桑巨变，触摸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迸发出的激情和力量。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

登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荣威杯“我和浦东 年”征文选登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