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企业肯定不会搬。”几年前，时任上海电站设备辅机
厂党委书记的高志跃这样认为，老员工孙建平也笃定地相信。

理由很充分。

“你看这个杨浦大桥，杨浦大桥原先是（计划）从我们厂
里通过的，就因为我们企业重要，杨浦大桥特地偏了个八度
的角，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让我们这个企业保留。”高志跃
指着会议室窗外的大桥说。

但 2018年 12月 29日， 作为杨树浦路工业生产线上最
后的坚守者，上海电站设备辅机厂（西厂）正式搬离。

这一变迁的背景是上海市 2002年开启的黄浦江两岸综
合开发，“还江于民”， 让滨江岸线切实成为百姓可以亲近的
公共空间。2017年 12月 31日， 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至徐
浦大桥 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宣告贯通。2018年底，杨浦区把
贯通岸线向东延伸到定海桥，2.7公里岸线实现结构性贯通，

并计划于今年国庆完成空间景观对市民开放。

作为创造了许多中国工业的 “第一”、 近代上海起步最
早、规模最大工业区的杨树浦，工厂的搬离意味着这里将成
为真正的“工业锈带”。但若放眼整个滨江百年生命线，这一
次的告别，只能算一个“中点”———作为工业生产的角色告一
段落，而作为“城市会客厅”的角色已迈开步伐。

杨浦区建管委主任、区浦江办常务副主任刘安说，城市
的有机生长是客观必然的， 城市有机更新会消融一些东西，

改变一些东西，但城市的文脉历史应设法留存，成为城市更
新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搬迁的传言，厂里有过几次，每次都不了了之。

大家都觉得不会搬的原因：一是工厂承担国家重点军工
任务，属于装备制造业中的核心骨干企业；二是厂里态度也
“明确”，2000年厂里为安定人心，甚至重整围墙、加宽厂房、

维修道路，还建造了 9层的办公大楼。

而最明显却很少说出口的一种情感是———杨树浦是“近
代上海工业的摇篮”，难道就从这里离开了？

“杨树浦可是一部活的上海工业发展史！”有人在朋友圈
写道。

百年一瞬。杨树浦，初为河流名，后为路名、区片名。从
19世纪末期还是地广人稀的荒野乡村， 到 1899年被并入公
共租界、外商相继涌入，几十年间，杨树浦成为上海外资企业
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辅机厂的前身———慎昌洋行，正是
在 1921年于杨树浦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浦飞速发展，到上世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最为辉煌：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杨树浦煤气
厂、上海船厂、申新五六七棉纺厂、天章造纸厂、中国肥皂公司、

正广和汽水厂、上海第四制药厂……最多的时候，不同门类的
工业企业三百多家聚集于此，形成近代中国工业的先行区。

“杨浦滨江区别于其他区域，比如虹口、徐汇、浦东，特别
的地方就是在于工业厂房非常连续，一个接一个。”大舍建筑
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参与贯通工程的设计师柳亦春强调
了这种“连续性”“成街区性”的特点。

74岁的季晓芸是老杨浦。中学时，她曾在上海锅炉厂、

国棉十七厂勤工俭学， 后在上海铁丝厂工作。1972年婚后，

她住进杨树浦路边的小区， 爱人在路对面的天章造纸厂工
作，“上班铃响了冲过去都来得及。”

窗外，是属于杨树浦路的早晨：工人们骑车的，走路的，

熙熙攘攘；厂区门口，有些以白日班为主的，工人们轻轻松松
在门口打招呼，而有些纺织厂日夜不休三班倒，女工们多半
都神情紧张、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工厂。

上世纪 80年代初，孙建平还住在市区，每天坐公交车上
班，车子太挤，公交公司会在大的站点配几位员工，帮助乘客
往车上推，“好了之后敲敲门，（意思）驾驶员可以开车了”。

“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是在工厂里的。” 孙建平说。1980

年，他出了高中校门，考入上海技工学校，学习两年，一半时
间在校上课，一半时间在电站辅机厂锻工车间工作，后正式
进入辅机厂工作至今，现任辅机厂基建装备部部长。

他是位内敛的干部，有典型的工人气质，讲什么都简单
扼要，唯独回忆和爱人史萍的初次邂逅，才多了些许画面感。

1980年 9月 27日，他去上海技工学校报到。乘车时，一
位抱着小孩的女士上了车，孙建平站在车厢后部，瞥见一个
女孩起身让座。等他到学校坐下后，一个女孩进来了。“不就
是前面让座的那个女孩吗？原来她是同学！”

孙建平说：“那时我们读技校，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游泳，

到淀山湖去，大家就说好，半夜骑自行车从厂里出发，带着啤
酒什么的，一路高歌。”

上海电站辅机厂采用的是 3年学徒制度。 孙建平说，在
技校的半工半读期间，老工人就会自己挑选徒弟。

王智敏 1968年 9月进厂，到现在都记得当年“认师”的
曲折。“大家站在篮球场上等自己的师父来领，我在被剩下来
4、5个人当中。后来才知道，师父之前不愿意认我，是因为看
到我头发卷，觉得我可能生活作风比较浮，3、4天后，看到我

从澡堂出来头发还是这样，才把我认去了。”

史萍说，人们今天反复说的“工匠精神”，在当年上海的
工人中是一种普遍存在。

王智敏所在的是铸造车间， 一般是白天生产铸件后，老
工人在晚上来浇铁水、浇钢板，如果在家想到哪一个螺丝可
能没拧紧，也会特地晚上跑来。王智敏说，当时工人之间比的
是“我明天要比今天做得好，后天还要做得更好，千万不能出
次品，千万不能出废品”。

在设计师柳亦春的眼里， 这些属于上海的工业文明。而
杨浦滨江贯通工程的一项重要目的，正是“要把这种工业文
明的物质载体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变成这个
城市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8年 12月 28日晚，最后一辆搬迁的班车里，有人扭
头看窗外的工厂大门，脸分明抽动了。但谁也没有说话。2018

年 12月 29日，杨树浦路 1900号的辅机厂西厂，最大的主车
间不再隆隆作响。

厂区是分阶段交付的。生产线迁往临港新城，研发和经
营部门留在杨浦。

2018年 6月 27日，史萍给一幢楼拍了 3张照片。那是工
厂三号楼，她工作了十年的办公楼。

第一张是上午，楼还是原貌；第二张是下午，办公楼被拆
了一半；第三张是晚上，办公楼夷为平地，从空地上可看到对
面的东方明珠。

她发了朋友圈，照片博得了比往常多许多倍的点赞量和
评论数。

评论分两类，一类是不舍，另一类则是惊喜———“从来没
有从这个角度看过浦东最亮丽的那一块”。

史萍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一种新与旧的碰撞。身
处的脚下，是百年前起步的工业区，厚重，沧桑；而眺望到的
那一边，经历了开发开放，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杨树浦的好时光是从 1985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的。当
时面临的问题包括原有产业档次偏低，经济效益下降；企业
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业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等。

季晓芸记得，不少工厂“关、停、并、转”之后，杨树浦路上
原本熙熙攘攘的上下班“大军”消失了。而这种宁静，是令人
感到酸楚的。不少家庭夫妻双双下岗，生活压力陡增。

1992年后， 杨浦区境内市属企业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

全区工业企业从 1200家锐减至 200家，产业工人由 60万人
减少至 6万人。上海 80万名职工下岗，杨浦占了近 60万人。

随着工厂外迁，杨树浦地区出现衰败景象，破墙开店、违
章搭建等杂乱丛生。 刘安还记得 2012年第一次为贯通工程
去滨江考察，沿江的工厂都关闭着，基础设施几乎是空白，仿
佛一台沉睡的生锈机器，与快节奏发展的城市格格不入。

在土地收储过程中，除却具体事务性沟通，刘安反复想
和企业高层们传达的是， 搬迁可以成为工厂转型改革的契
机，开发可以共赢。

高志跃说：“我们提的口号是‘不是被动搬迁，而是主动
转型’。”

针对搬迁后的辅机厂，他提出几个改变：生产模式要变
化，重点要放在科研上；把企业产品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变，低
附加值的工作通过社会分包出去。史萍作为电站辅机厂人力
资源部的老员工，从招聘思路中看得更加明晰———工厂更看
重脑力而不是体力了。

新与旧的撞击，存在于滨江的沧桑巨变，存在于工厂转
型，更存在于人心。

对于大多数辅机厂基层工人来说，搬迁让出工厂土地的
决定是集团下达的。看到滨江南段首先贯通后的巨变，才是
不少工人从心底接受搬迁的开始。

孙建平记起去年的一天，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影院就
在已贯通区域的渔人码头（曾经全国第一的上海鱼市场）。孙
建平和一帮老员工沿着江边一路走到电影院， 一路回味青
春，就像年轻时一路唱着歌去游泳一样。

那是大家第一次真正欣赏贯通后的杨浦滨江。

有两位在搬迁中即将面临调岗的员工对孙建平说，“岗
位没了，也没办法，这是社会发展。”“作为一个上海人，希望
上海越来越美，但是美要付出代价。谁叫我们碰到了呢？”

高志跃在搬迁前曾专门去辅机厂东厂那幢有 GE 公司
标志的慎昌洋行车间门口拍了张照片。

他强调这些建筑“非常非常”值得留下。“我们工厂的历
史很悠久，所有的厂房钢结构都不是焊接的，是铆钉铆起来
的像外白渡桥一样的……”

对于刘安和他的团队来说， 如何保住这些工业遗存，是
一套系统工程。杨浦滨江南段核心区目前共有保护保留历史
建筑 24处，66幢，26.2万平方米。

“一幢历史建筑，一个修缮方案，一套修缮策略。”刘安说，

“必须要去充分查阅这幢房子的历史档案， 然后对照现场的具
体情况，所以每一次设计之前我们都要委托第三方，对房屋现
状进行勘探、勘察，再委托设计单位分析，且不是一家设计单
位，进行比选，吸纳各个方案的长处。”

比选的过程会产生交锋。位于杨浦大桥西侧的永安栈房就
是一例。

永安栈房建成于 1921年，是一处双子楼。西侧楼除了年久
失修， 基本保持历史原貌。 东侧楼则在 1961年划给上海化工
厂，后置换成为上海有机新材料工业园的材料成品仓库，再改
建为办公楼对外出租，早已面目全非：外立面被刷成了黄色，原
有的长条格式高窗全被拆除……

有设计师主张“修旧如旧”，认为应该用新式材料把东侧的
仓库还原到与西侧相似的程度。

柳亦春则偏向 “新与旧的有机融合”。“建筑里的柱子是八
角柱，其实也和功能有关系。普通柱子是四角的，扛麻袋运输搬
运过程中容易碰坏，所以就把角削掉，直接变成一个八角柱，这
就体现了非常朴素的建造思想，怎么用，就怎么造。”所以他认
为在修缮中，“以新用途介入做一些改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即使不属于历史保护建筑，刘安认为，也不能机械地一
拆了之。

上海制皂厂，前身是 1923年的英国利华兄弟公司，留存有
很多生产的工艺流程用地，例如沉淀池、设备用房等。讨论方案
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全部拆除，因为这些用地都不在历史保护建
筑目录；另一种意见是保留并植入新的功能。最后反复讨论，滨
江公司选择了植入新功能，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个制皂博物馆。

作为工科博士，刘安却常常流露出感性的一面。他曾经为
了保住一棵树， 特地请两位领导出面。“每一个细部都去斟酌、

判断，最终选择的方案才能有张力，有新和旧的融合，有建筑和
环境的融合。”

滨江南段 2.8公里开放的那天，刘安又去走了个来回。

十几个系缆桩，在广场上拼成船头的形状，有人在那里合
影；自来水造型的路灯下，有人向同行者解释“灯头是一个四通
管，展现工业文明的特色”……

更新迭代是为了充分适应满足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持续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城市的文脉历史，这
些场地特质、场所精神应该设法留存，成为“城市会客厅”的独特
元素。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杨浦南段滨江被
划入上海的 CAZ（Central Activity Zone），即中央活动区，意指比
CBD（中央商务区）更有“温度”、更具备“多样性”的核心功能区。

杨浦滨江公司董事长左卫东说：“杨浦滨江是上海市的滨
江，杨浦区也是上海市的杨浦区，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是整个
上海市的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所以我们的眼光、站位一定要
从全市角度来看这个区域的发展。”

他认为，若论百年工业历史的文化底蕴、建筑形态，杨浦滨
江已经具备独特魅力，但要比照世界级滨水岸线，在软件上还
有差距。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参与。

比如更为精细化、更有“温度”的规划和设计。杨浦区规土
局局长张汉陵提到，经济发展有变化，规划也要跟着变。“一些
社会功能需求不停冒出，比如说共享单车，过去没有，有些地方
是不是考虑要设置共享单车的空间。规划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后工业时代，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其改造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层面的，更意味着城市治理者与老百
姓在理念上的深层互动。

季晓芸认为，滨江开发既然是“还江于民”，居民享受便利
后，也要“维护好这个客厅的整洁”。

她每天早晨都带领一支名叫“夕阳红”的拳操队在杨浦滨
江打太极拳。她观察到，越来越多团体活动队伍开始舍近求远，

也转战到滨江区域。每天活动结束，她会主动和队员们捡起身
边垃圾，若看到有人乱扔，还会上去善意提醒。

去年 7月，杨浦大桥西侧 2.8公里滨江岸线上新建的 4家
党建服务站启用，季晓芸去党建服务站做了志愿者。

党建服务站相当于滨江沿岸的驿站，是市民游客共享的公
共服务空间，提供急救包、雨伞、洗手间等服务，由社会组织主
要负责管理，白领、居民作为志愿者力量补充。

工作中有不少现代化设备操作要学， 季晓芸反复操练。工
作人员向她道“辛苦”，她笑着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滨江最早开发的时候，我就特地跑到马路边上来看，在想
以后能开发成什么样子。 现在开发成这样， 我真的心里好激
动。”她感慨。

2019年， 高志跃从辅机厂正式退休，担
任辅机厂高级顾问。

他期待能在滨江岸线上看到辅机厂的
元素。“未来， 等我再回来看我们工厂的时
候，我就可以和孙子介绍，这个办公室就是
我坐过的地方，是我奋斗过的地方。”

年轻学员在临摹字帖。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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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重工车间
———杨浦滨江贯通工程背后

■本报记者 王潇

员工们自发在老厂区合影留念。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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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50天由安装阶段全面转入调试阶段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启动冷试
据新华社福州 4月 27日电 27日 10时

07分， 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
一回路水压试验正式启动。这标志着该机组
提前 50天启动冷态功能试验， 由安装阶段
全面转入调试阶段。

冷态功能试验是核电厂大型综合专项调
试试验， 主要目的是验证一回路系统和设备
及其辅助管道在高压下的各项性能， 并在各

个压力平台下进行主系统和辅助系统的相关试
验，是对整个反应堆性能的第一次全面考验。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 “国家名片”，

“华龙一号” 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为 60年，反应堆采用
177堆芯设计，堆芯采用 18个月换料，电厂可
利用率高达 90%以上，创新性采用“能动和非
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双层安全壳等技术，

在安全性上完全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

实现了先进性和成熟性的统一、安全性和经济
性的平衡、能动和非能动的结合，是当前核电
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

中核集团在建的海内外四台“华龙一号”核
电机组， 是全球唯一按照进度计划建设的三代
压水堆核电项目。目前，海内外“华龙一号”工程
建设各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完成， 工程安全和质
量处于良好受控状态。 示范工程福清核电 5、6

号机组各项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实现。

书法成江西东乡闪亮文化名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范志睿）日前，记者

随“2019全国融媒体看江西”采风团来到东
乡书法文化中心。“上海站的站牌就是我们
舒先生写的！”听到记者来自上海，中心讲解
员笑着说。

讲解员口中的舒先生是被誉为“红色书
法家”的舒同。舒同一生勤于钻研书法，其创
造的“舒体”取各家之长，转折舒缓、收笔圆
浑，被誉为“七分半书”。新中国成立初期，舒
同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虽工作繁忙，他依
旧保持着战争年代“马背学堂”时期刻苦练字
的习惯，也为上海题写了许多门牌匾额，华东
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校名都出自其手。今天，

舒同的字不仅为上海人所熟悉， 也是他的家
乡———江西东乡的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书法培训班，老师在
讲台做着演示， 台下听课的学员却有着很大
的年龄差距，既有老年人，也有刚刚工作的青

年。工作人员介绍，当年打造书法培训班初衷是
为了丰富市民业余生活，做好书法传承，因此没
有年龄限制，而且全部免费。目前这个书法班举
办了三期，培训学员 400余人次，未来还将加大
规模，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书法学习中来。

书法老师赵清水说，“本次参加培训的 90

名学员中，有近 30人已经连续上了两期，书法
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还会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学
书法。” 近几年， 东乡还专门建立了舒同博物
馆、成立舒同书法研究会、送书法特色教材进
校园、举办千人同书活动。

东乡在打响品牌的同时也做了系统规划。

早在 2011年， 东乡就开始规划将周边零散的
文化景点串联起来做统一开发。2015年， 主打
佛教文化和书法文化的佛岭国际公园正式开
园，并在去年获得国家 4A级景区授牌。目前，

东乡正以此为依托，完善配套，进而打造一个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东乡佛岭国际小镇。整
合西隐寺、东乡书法之乡、才子之乡等特色资
源，在生态观光基础上，让游客尽可能多接触
东乡厚重的文化底蕴， 加强景区与生活区联
动，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居
民生活水平。

韩国向公众开放游览
“非军事区和平之路”

据新华社韩国高城 4月 27日电 （记者 陆睿）

韩国政府 27日正式向普通民众开放江原道高城郡
一带通往韩朝非军事区的游览体验线路，并将之命
名为“非军事区和平之路”。此次开放的两条游览线
路均从高城郡统一展望台出发，向北行进抵达金刚
山展望台后返回出发地。 其中一条线路包括 2.7公
里的步行路程，另一条线路全程乘车。开放首日，共
有 200名韩国游客分两批进行游览。

这是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韩
国政府首次向普通民众开放非军事区内部分道路
用于观光游览。据悉，韩国政府计划分别在高城、铁
原、坡州三地开设通往非军事区的“和平之路”。

追踪宇宙大事件“信使”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启动首批科学观测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 27 日从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 位于四川省稻城
县海拔 4000 余米处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首批
探测器日前已投入科学观测， 将探索高能宇宙线
起源。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介
绍，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携带着宇
宙起源、天体演化、太阳活动及地球空间环境等重
要科学信息，被称为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研
究宇宙线及其起源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7年启动，采用边
建设边运行的模式。此次投入科学观测的探测器包
括由 1800个探测器组成的、 灵敏面积达 22500平
方米的一号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两台广角切伦
科夫望远镜，180台电磁粒子探测器和 80个缪子探
测器。其中，一号阵列的巡天灵敏度比国际上最高
灵敏度的同类装置高出 30%。整体工程计划于 2021

年全部建成。

五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证券法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疫苗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药品
管理法修订草案、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
稿、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等 5部法
律草案，26日晚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开始公开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截至 5月 25日。

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了这 5部法律草案。 证券法修订草
案三次审议稿重点增加了关于科创板注册制的
相关规定， 同时根据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实际
情况，对其他相关制度进行适当修改完善。

疫苗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突出全过
程、全链条监管的同时，在对疫苗研制创新激
励、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管理、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惩处力度等方面进行充实。

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将药品领域改革成
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增加了药品
管理应当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等基本要求，明确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各环节的责任，规范网
络销售药品行为，进一步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
处罚力度等。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人格权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也对一次审议稿作出了进一
步修改完善。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经第 23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评审会议评审，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日前决定， 授予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
司电焊工特级技师王中美等 30人第 23届 “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月宫一号” 团队等 13个青
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同时，共青团
中央主办的 2019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
选活动结果揭晓，最终推选出爱岗敬业、创新创
业、勤学上进、扶贫助困、诚实守信、孝老爱亲 6

类共计 120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告别

碰撞

融合

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