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路人的故事

这些年上南路一点一滴的变化! 生活在周
边的居民! 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在上南路北段的周家渡地区! 今年 !" 岁
的魏民在这里住了近 #$ 年! 是一位特殊的历
史记录者" 从 %$$& 年至今! '& 年的时间里!

他在周家渡拍摄了数万张照片! 用镜头一帧帧
记录下了世博前后! 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真正所
谓 #翻天覆地$ 的巨变%

在周家渡住了半辈子 ! 他

用镜头见证世博奇迹

在中华艺术宫东南边的雪野二村! 因为紧
邻世博园区! 被称为 &世博第一村 $% 小区中
的一栋楼下 ! 由居委会专门挂了一块 &摄影
楼$ 的标牌% 居民们眼熟的附近街景都镶在了
一幅幅相框里! 顺着墙沿从一楼挂到四楼! 一
直延伸到魏民的家%

魏民从 (")$ 年代末就住在这里! 附近的
一街一巷都趟了无数遍! 再熟悉不过% 而上南
路! 在他看来! 是整个周家渡地区的一条核心
的轴线% 每天傍晚五六点钟的辰光! 下班的工
人从渡口两边的四五家工厂纷纷汇入上南路 !

就好像一条沸腾的河流! 在路边的几个小摊小
店旁边打几个漩! 然后顺着这条长长的马路向
南流动! 一点点散入路边各自的家'((这曾是
十多年时间里! 魏民看惯了的上南路风景% 日
子一页一页地翻过! 静水深流般的生活似乎并
没有太大的不同%

转折点发生在 %$$% 年 % 上海申办 %$($

年世博会成功! 而周家渡的大片地区! 都被划
归为世博园区% 魏民说) &我知道! 前所未有
的变化将要在这里发生*必须要记录下来 % $

%$$& 年起! 魏民开始用一台单反相机记录周家
渡的变迁%

骑一辆破自行车! 背一个破相机包! 魏民
开始频繁地出入周家渡的各个角落% 为了一个
俯拍镜头! 他只身爬上厂区内三四十米高的铁
塔! 攀爬的时候塔身还微微摇晃* 他也乐于在
棚户区走门串巷 ! 与养鸽人 + 船工促膝长谈 %

从停运前的周家渡轮渡渡口! 拆迁之前的浦钢
公司 ,即原上钢三厂 -+ 周边棚户区 ! 到世博
园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 拔地而起的摩登建筑
群! 再到人山人海的世博会盛况 + 世博会结
束后现代化的文娱生活景观一处处呈现出来 !

这块 &巴掌大 $ 的地方在短短十数年间经历
的跨时代巨变 ! 在他的镜头中都留下了清晰
的印记%

新旧景象的对照背后 ! 是

城市建设发展的缩影

得知记者要采写上南路的变迁! 魏民特意
整理出数组上南路的新旧街景对比照% 一张摄
于 %$$+ 年! 在一片密集的厂房+ 棚户区和居
民楼中间! 钢厂的办公大楼和高高耸立的烟囱

是醒目的 &地标$% 另一张摄于 %$(! 年! 在开
阔整洁的道路边! 世博源+ 中华艺术宫和远处
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构成了崭新的现代
化文化景观% 魏民觉得! 这些照片 &有意思$!

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新与旧的直观对照! 他更看
重其中隐含的城市发展的逻辑和脉络%

长期用相机记录这里的变化! 魏民在不知
不觉中成了行家% 他指着一张张照片中沉积的
钢屑+ 锈蚀的厂房! 感叹道) '"&" 年后钢铁+

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曾经为周家渡带来了巨大
的繁荣! 但也遇到了许多的问题! 逐渐成为制
约地区发展的瓶颈% 随着厂区扩张而伴生的棚
户区中! 一些人当年依然用着木质马桶! 用自
制的简易天线收看仅有的几个电视频道%

正因如此! 世博园区的建设给城市面貌 +

给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魏民有着深切
的感触% 在他看来 ! 周家渡发生的喜人变化 !

是上海在不断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 全面深化
改革的缩影%

百姓生活的改变 ! 才是马

路变迁的意义

魏民说! 相比于拍摄美景! 琢磨构图+ 色
彩! 他更喜欢抓拍人 ) &百姓是真正的主角 !

我拍周家渡的变化! 主要还是拍人的变化! 生
活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

因此!在他的照片中!随处可见这样生动的场
面)&交通卡$刚刚推广到轮渡!值班大妈教乘客刷
卡进闸* 动迁的居民搬家时互相帮助! 并互留地
址!脸上既有不舍!也洋溢着乔迁新居的喜悦*新
通的地铁站门口! 小伙与电话另一头的恋人聊得
忘乎所以!身体后仰成了一个直角*周家渡慰问团
慰问建设中国馆的外来务工人员! 工人们在免费
的 &亲情电话$ 站排队与家人通话./在这些日
常生活的细节中! 马路的变迁+ 城市的发展! 被
赋予了可触可感的温度0

%-(! 年 ! 魏民将自己拍摄的约 +--- 张
照片捐赠给浦东新区档案馆 % 之后 ! 应浦东
新区档案馆之邀 ! 他在三林世博家园举办讲
座 ! 分享他镜头中的周家渡变迁 % 台下听众
有不少都是当年周家渡的动迁居民 ! 还有人
从照片中辨认出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老屋 !

激动不已 ) &感谢你留住了我们的记忆 %$ 对
于周家渡今天的面貌 ! 老居民们纷纷表示惊
叹和自豪 ) &想过肯定会变很好 ! 但没想到
是那么好1$

到今天! 魏民依然没有停止记录! 因为变
化还在继续% &这是 %-(. 年的 /01 中国赛 !

门口卖小商品的摊贩都会用手机扫码收钱了%$

他笑着介绍近几年的新作品% 在世博会举办前!

周家渡街道主动找到魏民! 将他的照片做成一
本名为 2拐点3 的图册4 如今! 魏民正在整理
近八年来新拍摄的照片! 对这本照片集进行扩
充和更新% &周家渡又在向前走了%$ 他希望将
这步伐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看见%

作为连接周家渡与周浦镇的要道! 浦东的

"大动脉# 之一$$$上南路! 可谓是串起了浦东

的交通发展史%

行驶在宽阔通畅的上南路上! 很少有人能

够想到! 自己脚下曾经铺设了浦东最早的铁轨%

近百年前! 喷着蒸汽的小火车发出隆隆的巨响!

沿着同样的轨迹在沃野间穿行$$$可以想见 !

那是多么令人惊异而又振奋的景象% 这条铁路

叫做上南铁路! 是在上南公路上加铺钢轨而成!

于 !"#$ 年开始运营! 北端起于黄浦江边的周家

渡码头! 途中串连起杨思& 三林等地区! 直通

周浦镇% 最早在铁轨上行驶的是钢轮有轨汽车!

数年后因为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 而改成了蒸

汽机车% 它与上川铁路一起! 成为了浦东轨道

交通的起点%

到了 %"$& 年代末期! 因为汽车运输发展迅

速! 上南线拆除了铁轨! 恢复为公路运输% 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上南路作为浦东的交通要

道! 常常发生车辆拥堵! 但改革开放后! 尤其

是近十年来! 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缓解$$$一

方面是因为道路本身的拓宽和改建! 另一方面!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入! 浦东大道& 世

纪大道& 中环线& 外环线等道路纷纷建成通车!

上南路曾经面临的交通重压! 自然也在四通八

达的道路运输网络中被纾解了%

上南路还见证了上海第一条公交隧道专线

的诞生% !"'& 年的国庆节! 隧道专线的第一批

乘客从浦西的打浦桥出发! 经过当时全市唯一

一条! 也是国内第一条水底公路隧道$$$打浦

路隧道! 抵达位于浦东的终点上南路站% 这对

于以往只能搭乘轮渡过江的普通居民来说! 无

疑是令人激动振奋的一桩大事% 他们一定想不

到! 在之后的近 (& 年间! 又有十多条越江隧道

贯通浦江两岸! 将天堑变为通途%

曾有一位名叫周耀敏的市民! 在报纸上发

文回忆小时候乘坐上南线小火车的情形' 火车

在中途忽然停下不动了! 司机动员乘客一起下

车去推火车% 时隔数十年! 作者再次沿上南路

去三林! 一路上看着宽阔的道路! 再对比当年

(手推火车# 的情景! 不禁赞叹 (浦东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交通建设更是日新月异#% 当时

还是 %""' 年% 如果将历史的纵轴

一直拉伸到今天! 这一条古老的

马路所勾勒出的交通巨变更令人

惊叹' 从浦东最早的铁轨! 到今

天星罗棋布的轨交网络! 仅上南

路经过的线路就有六条 )含在

建*+ 从满是煤渣! 仅容两辆车来

去的小马路! 到如今大部分路段

为双向六车道的宽阔大道+ 从第

一辆在黄浦江底奔跑的公交车 !

到如今十余条越江隧道和九条公

交隧道线路,,这一张不断生长

的交通网络! 是为浦东源源不断

输送活力的血脉! 也是改革开放

的脚步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印记%

从近百年前的小火车起步! 见证上海交通的飞速发展

数万张照片! 记录世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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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南路" 这是会展改变城市的经典样本
本报记者 钱好

上南路北起周家渡地区 ! 向南到林礼路拐向
东! 至周浦镇康沈路为止! 全长约 '# 公里% 这里
诞生过上海第一家民营钢铁厂! 铺设过浦东最早的
铁轨!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是浦东的工业中心+ 交
通要道%

近十年来! 上南路为更多人熟知! 因为它与一
个万众瞩目的会展活动(((&世博 $ 连在了一起 %

北端的世博园成为其新的起点! 让这条百年老路褪
去旧工业区的斑斑锈迹! 以青春+ 活力的姿态 &再
出发 $% 在世博效应的持续带动下 ! 展览 + 演出 +

购物等新型业态沿着上南路生根+ 开花! 让这里成
为有质感+ 有温度的城市生活长廊% 产业的转型升
级+ 城市空间的更新! 都在这条马路上留下了清晰
的轨迹% 倘若今天有人问) 一个会展能够为一座城
市带来什么5 那么上南路的蜕变! 无疑给出了一份
经典的样本%

从老工厂到文化生活长廊! "城市! 让生活更美
好# 的世博主题正走进现实

上南路 )&& 号! 对于上海的钢铁产业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坐标% %"%) 年! 这里创办了上海

第一家民营钢铁厂$$$和兴化铁厂% 之后在此

基础上兴建的上钢三厂 ! 在 %"(" 年后迅速发

展 ! 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画家靳尚谊 %"*" 年创作的油画 -毛主席视察

上钢三厂. 中! 那钢花四溅& 热火朝天的炼钢

景象! 是上南路辉煌历史的一幕缩影%

但随着城市建设 & 工业发展的不断推进 !

黄浦江边这一带高能耗& 高污染的老工厂也逐

渐显现出其局限% 工厂周边! 大量人口集聚的

棚户区更是存在诸多问题! 有些地方甚至垃圾

成堆%

在 %"'& 年代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

就已经提到! 要将中心城区的钢铁冶炼企业搬

离% 新世纪初! 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正式启动! 目

标是将沿岸空间从 (生产岸线# 转变为 (生活岸

线#% 这些都为上南路的华丽转身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年的上海世博

会! 为浦江两岸城市空间的更新& 产业的转型

升级! 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也为上南路地区掀

开了崭新的一页% 锈迹斑斑的老厂房& 破败的

老码头! 变成了一片时尚& 环保& 充满科技感

的都市生活圈% 其中浦东钢铁公司 )即原上钢

三厂* 的特钢车间被改建成为 (宝钢大舞台#!

在世博会上焕发新生 % 上海世博会共吸引了

+)&& 余万游客! 创下了世博会创办 %&& 多年来

的规模之最% 共有 %"& 个国家& $* 个国际组织

的官方参展者! '& 个城市案例& %' 个企业馆参

展! 以最广泛的参与度! 真正实现了世界各国

与人民的交流和欢聚%

重新拓宽后的上南路! 作为贯穿浦东世博

园区的主干道之一! 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璀

璨的时刻% 道路北端的世博文化中心如同一艘

飞碟悬停在黄浦江畔! 西侧的世博轴则是世博

会的主入口和主轴线! 六个倒圆锥形的 (阳光

谷# 将新鲜空气和阳光引入各层空间% 道路东

侧的中国馆 ! 更是整个园区最为抢眼的一抹

(中国红 #% 因为沿途串起了这三个核心 (地

标#! 在世博会期间! 上南路上每

一天都是摩肩接踵& 人山人海的

热闹景象% 事实上! 上海世博会

的成功! 也重新点燃了许多国家

对世博会的热情% 国际展览局副

秘书长迪米特里在去年造访上海

时说 ' (曾经有段时间 ! 有人

认为世博会在一个手指轻点就

能遍览五湖四海的时代 ! 过时

了 % 但上海让他们看到了世博

会的活力 %#

当上海世博会画上完美句号!

(世博效应# 带来的后续推动才刚

刚开始%今天!在上南路上漫步!你

可以在中华艺术宫对着吴冠中&程

十发等名家画作发一天的呆!也可

以与家人一起去世博源逛商店&吃

大餐&看电影!晚上还能去梅赛德

斯,奔驰文化中心看一场球赛或

是演唱会!与上千万观众一起欢呼

呐喊,,世博会遗存的物质遗产!

在这里为公众搭建起了一条多元

的文化生活长廊% 与此同时!世博

源西侧的世博央企总部集聚区已

成为全国央企密度最高&发展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预计到 -&-& 年!世

博地区建筑面积达到 '&& 万平方

米!逐步迈向世界级水准的中央公

共活动区!将亮出一张主打总部经

济&金融投资&文化传媒等新兴产业的全新名片%

除了世博地区! (会展经济# 的影响也在

辐射到更广的地域% 近年来! 杨思& 三林& 周

浦等地区都在迅速崛起! 创新创业公司纷纷在

这里落脚% 而在上南路的南段! 被称为亚太通

信枢纽的 (心脏# 的中国电信信息园区逐渐成

熟! 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化添砖加瓦% 当

(后世博 # 模式开启 ! 上南路正一步步见证着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的世博主题! 从理念慢

慢走进现实%

本报记者 钱好

!!""# 年的上南路浦东南路路口

"魏民 摄#

"!""$ 年上南路街景 "魏民 摄$

!世博会结束后! 上南路成为了一条多元的文化长廊% 图为中华艺术宫% "本报记者 袁婧 摄$

#位于上南路最北端

的上南铁路周家渡始发车

站旧照! 约摄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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