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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

京抵达上海，再次住进西郊宾馆。

晴朗的上海早春，迎来改革开放总设

计师邓小平在上海滩上再一次掀起的拂面

春风……

大年初四这一天，新锦江饭店格外美

丽与喜气。邓小平将在这里听取上海方面

对浦东开发的设计规划图样。

当邓小平一行到达后，朱镕基亲自陪

同他乘电梯从底楼直上顶层观景台，再乘

电梯下一层到 41 层的旋转餐厅。该餐厅

顶高9米，直径40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旋

转餐厅，有 424 个餐位，在此聚宴品茶，可

欣赏到浑然一体的云天星斗和申城美景，

令人心怡神往。

“我们看着小平同志健步从上面的梯子

上走下，神采奕奕。后面是杨尚昆及小平同

志的家人和随员。”李佳能说：“小平面对着

旋转餐厅的玻璃外景而坐，他面前是一只大

圆桌，上前放着我们准备的浦东模型和两幅

大照片，就是我到王开照相馆放大的一张上

海地图，一张浦东地图。由坐在旁边的朱镕

基和倪天增同志向小平同志介绍……”

与我谈了近三个小时的李佳能，突然

情绪高涨地一改上海“普通话”，竟然学着

小平的四川腔说道：“就是那天，我听小平

同志这么说，‘浦东开发晚了，我有责任，我

要检讨。如果早一点就好了’……”

想不到一向文质彬彬、年已77岁的李

佳能先生竟然学得挺像，令我捧腹。“小平

的讲话印象太深了、太受鼓舞了！”他解释。

这一天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内，邓小

平边听汇报、边眺望浦江两岸，依然像当年

指挥千军万马、搏杀于解放全中国的战场

上，他再一次倾情地说道：“那一年确定四个

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

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

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

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

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就确

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

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

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

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

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

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三角洲

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那句像宇宙光芒永恒地闪耀在浦东大

地上的“金句”——“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

摇，一直到建成”也是在此日讲的。

这就是邓小平。一位人民领袖和中国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怀间的“浦东开发开

放”的意志与抱负、理想与战略、期待与希

冀。那一天的汇报，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

格外高兴，因为他们的“浦东开发”方案完

全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

现在，就看朱镕基他们这些上海人怎

么干了。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重新拨到时

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国家决定“开发浦

东”的1990年4月。

4 月的江南，处处柳绿花红、春意盎

然。这一年的4月中，一场春雨过后，大上

海仿佛换上新装，格外清爽干净、喜气洋

洋。19日，刚送走李鹏、康世恩、彭冲、邹家

华、谷牧、韩光等中央领导后，朱镕基便立

即召开市委常委和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的气氛可谓少有的兴奋和严肃，

朱镕基以其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讲道：

开发、开放浦东，现在可不是嘴上功夫了，

中央的决定都已经宣布了，全世界都在盯

着我们。我们怎么办？再站在浦西这边举

举胳膊、呼呼口号是不行了，得跨过江去，

告诉全世界，我们又要干一件大事了！

干大事就得有钱、有人！人，我们自己

调。钱哪儿来？掏我们自己的口袋基本是

不行的，就是要去掏外资。你想掏人家外资

的钱，你就得有吸引力！啥吸引力？优惠政

策呗！这两件事，都有劳黄菊同志辛苦几

天。“五一”前，我们要以市政府的名义开一

次“开发浦东新闻发布会”，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上海按照中央精神，要干大事了，要让

天下的朋友来一起帮忙干！过了“五一”，我

们就过江去吆喝，把开发浦东的号角吹响！

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认准方

向和目标后，便义无反顾，死而后已！正如

他两年前到复旦大学跟师生们说的，到上

海工作，“我是带着一颗矢志振兴上海的赤

诚之心”，这回浦东开发的征程，他同样带

着一颗火热的赤诚之心。

1990年4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召

开第一次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朱镕基亲

自向中外记者宣布：成立上海市浦东开发

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担任组

长，顾传训、倪天增副市长任副组长；下设

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

院。同时他请黄菊宣布国务院同意上海市

政府在浦东采取的十项优惠政策和措施。

黄菊宣布了浦东开发“十条优惠”政策，

引起国内外的震动。因为这些优惠条件都

非常有吸引力。简称“浦东十条”的优惠政

策，在当日晚的电视和次日的报纸上发表

后，迅速传遍了全上海、全中国和全世界。

“浦东真的要开发了！”

“那里会比深圳特区更特……”

“真的吗？比深圳特区还特？”

“当然。中央给的政策！”

“太好了！明天我就过江去！不，今晚

就过去……”

据说，这年的“五一”那天，外滩十六铺

的轮渡比平时又超了一倍以上的人。

据说，“五一”那天香港飞往上海虹桥的

机票非常难买，有人向“老上海”梁振英打听

为什么。梁笑笑，只说了一句：浦东要动了！

上海人都知道，1990年5月3日，是新

浦东的开埠之日，或者说是诞生日。因为

这一天，由朱镕基、黄菊等领导亲自跨过黄

浦江，在一栋两层小楼前竖起了两块牌子：

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

浦东人都知道，“浦东大道141号”，就

是上海市人民浦东开发办公室(简称“浦东

开发办”）的所在地。这“141 号”，现在是

“浦东开发阵列馆”。而在那个激动燃烧的

浦东大建设岁月里，它一直是浦东开发的

“前线总指挥部”。那两层小楼很简陋，里面

的陈设更简朴，然而就是这个地方，它像一

支照亮大上海走向伟大历史新征程的炽烈

火炬，它曾经温暖和激励过多少期待大上海

重新崛起、“东方巴黎”再度辉煌、让全世界

把希望的目光转向黄浦江的上海人民！

是的，“浦东大道141号”，虽然它平凡

简朴得既无法与华丽壮美的外滩上那些

“洋建筑”相比，也无法与今天陆家嘴金融

区的摩天大厦相比，但谁都无法否认“141

号”有足够的分量，与上海滩上的任何一座

建筑阔论它们之间的厚重与差异——“141

号”属于哲学家和属于大师级的，其余的充

其量只能算作“识字人”和“工匠”而已。

“141”，太朴简、太平常，既非“幸运

数”，又无蕴含发财的特殊符号。但上海人

告诉我，隐义了上海人执行中央改革开放、

实求奋进的创业精神、进取精神、实干精

神。“一是一、二是二”，我们上海人做事就

是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

“一是一，二是二。”当年毛泽东领导中

国共产党人仅用28年时间，赶走了帝国主

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靠的不

就是这“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实事求是吗？

“一是一，二是二。”40年前，总设计师

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小康道

路，不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吗？

一是一，二是二，用“阿拉上海人”通俗

的话说，就是办事、做事有板有眼，不走歪

路。“这也是朱镕基同志的作风，他对浦东

开发办放在‘141号小楼里也非常满意。’”

上海同志这样向我介绍。

弹指一挥间，或许仅仅是“昨天的事”，

“141号”小楼没有变什么样，依然是那样的

体态、依然是二层小楼房，依然还在那块

“浦东大道”上，但它的身边早已是另一个

如梦如幻的繁华世界了。

但我看到，许多人走到“141 号”小楼

前，都会深情地望着它、仰视它，甚至上前

轻轻地抚摸它……

我感知，“141号”已经在“浦东人”——

那些创造这片“东方奇迹”“中国奇迹”的创业

者心里，它已经是一块凝结自己理想的圣地，

是一支与自己的生命一起燃烧的火炬……

……1991 年 4 月 2 日至 27 日期间，随

朱镕基市长率团出访欧洲六国的三周朝夕

相处的日子。那次上海团出访的主要宗旨

是要向西欧各国宣示，尽管经历了1989年

那场政治风波，中国仍将坚持改革开放的

方针、特别是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更是这

次出访中交谈、交流的核心重点，毫不夸张

地说是“每会必谈，人人都谈”。说到浦东

开发这个题目，朱镕基同志往往都是提纲

挈领、幽默风趣地开个头，然后就是沙麟同

志激情澎湃地作关于浦东开发规划和政策

的演讲，镕基同志则十分注意地倾听，并不

时观察听众的反应。记得第一次在法国雇

主协会（相当于“全法商会”）演讲时沙麟同

志讲到“外高桥保税区”时，台下窃窃私语，听

众对“保税”这个词不甚理解。朱市长（最后

一站到德国访问时，国内才对外发布镕基同

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拿过话筒用英语大声地

说就是“自由贸易区”，台下一片掌声。会后

回到宾馆吃饭时，他又关照大家：“外高桥保

税区”的中文名称不要变，这是中央批了的，

但对外口头宣传或推介时可用“自贸区”，这

样方便人家理解。回想起来这三周的时间，

当然是镕基同志最忙，其次就是沙麟了……

上面这段话，出自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先生在给好友、原

浦东开发元老之一的沙麟先生所著的一本

画册作的序言。徐匡迪的这段回忆，从另

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现了当年朱镕基在浦东

开发初期的那有血有肉的画面。

“那年，4 月 30 日中午，我正在新锦江

饭店接待一批外宾，大堂经理突然匆匆跑

来，对我说市委办来电，让我下午一点半到

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办公

室。我一看表，都已经是一点多了！什么

事那么急嘛？”沙老说：“当年我还算年富力

强，抽身就往市委那边跑。紧赶慢赶，到黄

菊同志办公室已经快两点钟了。刚进屋，

黄菊同志就说，朱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决定

派你去搞浦东开发！当时我一听感到太突

然了，事先一点没有想到。转眼又一想：自

己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到美国整整

学习了三年的专家。1986年，当时的江泽

民任上海市长后，任命我为上海市科委副

主任不久，又派我到美国学习了近两年。

这两次学习，对我人生影响极大，尤其是后

一次，是作为国家派出去的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几乎可以到任何想去的美国那些大企

业、大公司学习、实习和观摩。当时全国才

派出去30个人。1989年国庆节前回国时，

李鹏总理亲自接见，他第一句话就问：都回

来了吗？可见国家对我们出去学习的人寄

予多大的希望。想到这，我也没有任何犹

豫了。顿时全身热血沸腾，有股欲欲一试

想上战场的感觉。当时黄菊同志马上要参

加浦东开发的新闻发布会。他说你本来也

应该一起参加的，他站起身催我跟着走。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问他：我对浦东

啥都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相关材料？黄

菊二话没说，拿起自己桌上的一叠材料，

说：你先拿去！末后又说，你明天马上找倪

天增，商量‘五一’后的挂牌仪式。”

“这一切都是组织定的事，前后不到20

分时间，我后半辈子的命运就这样被推到

了‘浦东开发战场’……事情这么突然，好

事来得这么快，真的让人兴奋不已，彻夜难

眠。”浦东开发老将沙麟先生在我采访他时

这样回忆道。

4月30日那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的其实

还有一个人。此人纯属“偶然”而被推到了

“浦东开发”战场。他叫杨昌基。时年 58

岁，当时的官职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

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朱镕基出任副总

理和总理期间，杨昌基一度被外界称为是

朱镕基的“老搭档”，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

任、经贸办副主任和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

任、联通集团一把手。

“1990年4月30日，我出差去上海，在

朱镕基同志家中畅谈了近4个小时有关浦

东开发开放的事宜，后经曾任中共河南省

委第二书记的上海市老领导胡立教同志鼎

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

长调至上海市从事浦东开发工作。5月15

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这是杨昌基回

忆自己到浦东的过程。

1990年4月30日这一天，正好是上海

市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发布浦东开发的

消息。新闻发布会是下午开的，上午日理

万机的朱镕基要处理党政事务，那么也就

是说只有在晚上时间在家中与杨昌基进行

了“近4个小时”的畅谈。谈的内容是浦东

开发开放。从时间和内容看，也正是这一

次长谈，朱镕基已同杨昌基谈定：你得回上

海来，帮我一起干浦东开发！杨昌基肯定

也是答应了的。要不然即使胡立教无论如

何“鼎力推荐”也不会很有用。“当时我想的

最多的是自己已经58岁了，干到60岁，总

共只有700多天了。”杨昌基后来这么说当

时的“活思想”。

这也对应了为什么黄菊找沙麟谈时是

明确他是“浦东开发办负责人”的，但就是

没有下达正式任命。原来这个时候与杨昌

基出现是有关系的。

其实杨昌基也是上海人，只是他当时

在河南位居要职，一点儿不比“浦东开发办

主任”这个位置差到哪儿去。再者确实已

经距“正常退休”只有700来天，折腾啥？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浦东开发”让许

多人一夜之间改变了。在杨昌基从朱镕基

家出来后长夜不眠的同时，另一位“阿位上

海人”的沙麟更睡不着了。那时他不知有

“杨昌基”这个人、这个事，只知道白天黄菊

已经代表组织交待他“马上”到浦东报到，

把开发办张罗起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

镕基还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众宣布

了他这个“开发办负责人”头衔。

“那天我真的太激动了！一夜不能眠。”

82岁的沙麟老先生对我说，当年北大毕业

后，他是留校生，任半导体系党支书记。1964

年参加“四清”。1974年回到了上海，在复旦

大学物理系任教，从事大型集成电路。“就是

后来发展的芯片研制”。沙麟说：“我之所以

听说让我到浦东开发特别激动，是因为那时

上海在计划经济影响下，越来越压抑，像广

东、江浙等地都上得非常快，我们大上海落后

了，不仅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而是真正的后

院了。所以一听说让我参与浦东开发，并且

是第一批开拓者的领队，我能不激动吗？激

动得半夜起来写‘誓言’……”

“5 月 1 日凌晨 3 点左右，我实在睡不

着，便在最后笔记本上写下8个字：“奉献、

开拓、廉洁、求实”。

第二天——也就是“五一”这一天，沙

麟到副市长倪天增那儿报到，倪副市长对

他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5月3日的挂

牌仪式张罗好，开发办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到位并正式开始工作。具体工作与市政府

副秘书处夏克强衔接。

沙麟转头找夏克强。副秘书长夏克强

是市政府有名的能人，他一出面啥事总办

成。“老沙呀，房子已经给你找好，这几天已

经有人在进行简单装修。那个141号办公处

是个新地址，一般人不易找到，你明天带几个

人在浦西延安路隧道进口和浦东隧道出口

处的马路边醒目处，挂上几块路标，免得有

人找你们开发办瞎转溜找不到地方……”

“好嘞。这是我分内的活嘛！”沙麟心

想，人家不愧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啥事都想

得周到。现在我是“开发办负责人，”让全

上海、全中国、全世界知道咱“浦东开办

发”，我是主要责任人。

2日，沙麟带着几个小伙子，扛着几块

赶制出来的绿底白字、“中英文”的“上海市

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

研究设计院”标志牌，来到浦江延安隧道出

口处、相距“浦东大道141号”500至700米

的街头水泥杆上，牢牢地竖起这些牌子。

“那几块牌子又大又醒目，我们还在竖起安

钉时，就围了不少人，他们都极其热情地议

论着“浦东开发”，好像明天就要办喜事似

的。后来这些标志牌一直竖在那里好多

年！它曾经激励了许多热血青年和外商投

身、投资浦东开发的热情。”沙麟说。

“而当我第一眼看到‘141号’那栋小楼

时，心情异常感慨和激动。因为虽然当时

我想象不出未来十年浦东会因为这里而成

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但我内心强烈预感这

栋小楼会与我以后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

在一起……”沙麟说。当时他有所不知，就

在他来到小楼前的那几天，另一批人为了

这栋小楼而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当然，第一个人一定是夏克强。

4 月 18 日李鹏总理宣布中央决定“开

发开放浦东”之后，4月21日上海市召开九

届人大三次全体会议，朱镕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向全体人民和干部正式吹响开发

浦东的战斗号角，要求全市行动起来，为浦

东大开发提供一切支持。随后他指示倪天

增“要在‘五一’后立即挂牌”，并称“月底前

要把办公地和开发办的班子成员选定”。

选址的具体任务落在夏克强身上。4

月25日，他带着市府机关事务局的几个人

来到浦东，事先已经在那等待他的黄浦区

胡炜区长，陪着夏克强开始选址。

“那时浦东没啥像样的地址。我们事

先备选了几处，但不是因为交通不便，就是

不符合独立办公条件，所以克强同志都觉

得不理想。”当年领着选址的胡炜说。“后来

车至老浦东大道，我指指区文化馆的小楼，

对克强说：你看看这小楼行不行？他瞥了

一眼，马上让司机‘停’。随后我们就都下

车去小楼看。没想到克强在楼上楼下、左

右前后粗略看了一遍，便说：这个地方我看

行！不过，成不成，三天之内等我话，我得

跟市长汇报，由他来定！后来据说镕基同

志就定下了这个地方，并且在30号的新闻

发布会上对外宣布了‘浦东开发办’在浦东

大道141号的办公地址。”

“那个时候，再重大的事情，可能就是

一句话，一个点头就敲定了！接下去的就

是把事情做好、做实，真有点打仗的味

道。”胡炜异常怀念“浦东开发”的初创岁

月。后来我遇到一批“老浦东”他们都有

同样的感受。

“4月27日上午，夏克强副秘书长和市

委、市政府以及区里的胡炜区长等来到我

们馆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了

经市委、市政府领导研究、决定将市政府浦

东开发办公室设在我们浦东文化馆这栋小

楼内，并要求我们三天内将楼腾出。”原黄

浦区文化馆负责人这样介绍。“当时由于小

楼内不少房间堆满了各种道具，有的还是

我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而且中间还有‘五

一’假期。要在3天内完全腾空，对我们这

个小单位来说，真得打一场硬仗。于是当

天下午，全馆工作人员被召集起来开会动

员，区领导一说到这里为了浦东开发，大家

顿时兴奋和激动起来，说能为浦东开发、开

放出力，这是我们的光荣和职责。之后的

两天时间，全馆上下，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提前腾出小楼，并打扫干净。隔日，区领导

来慰问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愉快。”

接下去的三天，是市政府和区政府共

同担起的简单装修时间。现场指挥的胡炜

笑言自己是“临时包工头”，带领工程队将

小楼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粉刷一新。5月2

日，最后一抹晚霞落江时，胡炜摸着一脸灰

尘，笑眯眯地对在场的人说：大家不要小看

你们这几天的辛苦，说不准新上海的史书

上会记上你们的事呢！他的话说对了，后

来诸多版本的《浦东开发史》上都有这“141

号”小楼的“成名史记”。

5 月 3 日下午 3 时许，浦东大道 141 号

小楼前门从未有过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原

本很宽畅的马路上，已经被从四面八方涌

来的市民和浦东本地农民围得水泄不通，

无论老人还是小孩，无论是男是女，每个人

的脸上都露出了好奇而又兴奋的神情。他

们都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现在我宣布：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

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

式成立！”在没有鞭炮、没有礼花、只有鼓声和

笑声之中，黄菊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宣布。

“下面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揭

牌——”主持人夏克强说。

一向铁面的朱镕基此刻笑容可掬地为

大门口两块牌子揭开“神秘的面纱”。顿

时，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浦东要开发了！”

“我们要过好日子啦！”

“中国改革开放又要举一块‘王牌’了啊！”

百姓在议论、外媒记者在议论，全世界

也在议论……而此刻的“141号”小楼似乎

成了这一“议论”的中心。

仪式简朴而又精短。正准备离开现场

的朱镕基，看到百姓们站在“141号”门牌前

纷纷照纪念相时，突然转身对身边的人说

道：我要见一下这个文化馆馆长。“文化馆

长在哪？朱市长要见他！”人群里，顿时有

人喊道。黄浦区文化馆馆长激动地站到朱

镕基面前。

“好好，感谢你们文化馆！浦东开发，

你们立了第一功！”朱镕基再次满脸堆笑地

握着馆长的手，又习惯性地伸出大拇指。

随后，他对在场的干部群众们动情道：浦东

文化馆发扬奉献精神，一天让出文化馆办

公楼、三天装修一新；浦东开发办公室三天

内完成抽调人员，今天就到岗工作，这就是

“浦东速度”、“浦东风格”、“浦东精神”，今

后的浦东开发开放，就要靠这种精神、这种

风格、这种速度！

“哗——”这一次的掌声，可谓响彻云

霄，震荡浦江两岸……

浦东开发开放，在朱镕基的一手导演

下正式拉开帷幕，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

一伟大奇迹……

如今全世界都已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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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浦东开发
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节选）

■ 何建明

《浦东史诗》简介：

该作品内容包括史实开掘、现场还

原、人物聚焦、事件提炼、精神升华，林林

总总，再现上海城市开发的大手笔。并

从上海浦东建设成就中，描绘中国现代

化历史伟业和宏大远景，思考现代城市

开发、建设和管理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