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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沧桑巨变话七宝
打造五星级的闵行体育公园
讲述人：叶新龙（曾任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闵行体育公园是上海市环城绿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上海市首座以体育命名的
五星级公园和市级文明公园， 也是上海市
第一座大型城市主题公园。 回首其建设过
程，我仍然记忆犹新。
1997 年到 2000 年， 闵行区在全市率
先开展了 14 条主要道路两侧绿化的大建
设、大整治、大拆违，在全市率先成立了闵
行区园林管理局。
2000 年，上海市决定启动外环线环城
500 米绿化带建设的计划，闵行就成为上海
首家启动外环线绿化带建设的区。 在这个
环城绿带的规划里，有一块西到新镇路、北
到农南路、南到顾戴路、东到外环线的 1000
多亩黄金土地，区委、区政府决定将这块土
地拿出来搞绿化建设， 当时许多人感到不
可思议，但是区委、区政府就决定把它建一
个主题公园， 这就是建设闵行体育公园的
起因。
当时我们很激动，在规划的时候，大家
不局限于闵行或者七宝这样一个小的角度
来考虑公园建设的规划设计， 而是做到了
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服务于全国，服务于全
市；二是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三
是坚持人性化建设的理念。

九星村唯一不变的就是发展
讲述人：吴恩福
（九星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

拆除前的九星市场

我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 对这块生我
养我的土地很有感情。 1994 年 11 月，七宝
镇党委任命我担任九星村党支部书记，这
辈子我也没有到其他地方工作过。 现在社
会上比较浮躁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动一动
才算个人发展，这么多年来我始终都在九
星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九星村老百
姓的事情办好。 今天的九星也是 20 多年
来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 九星村的集体
经济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城市化进程中
土地升值红利和经营土地所带来的附加
值， 在有限的时间内让集体经济做大做
强，使村民有了“安全垫”。 市场本可以如
往常一样繁荣，但在上海规划打造全球卓
越化城市大背景下，九星作为上海市“城
中村”改造的试点，我们借着这股东风，优
化土地利用结构， 促进市场转型升级，改
善地区综合环境，实施转型改造。 未来，新
九星开发主要地块“九宫格”区域将打造
国际家居建材贸易中心，南部建设商品住
宅、绿地、学校，还会建一所医疗设
施，力争 2021 年建成。

闵行体育公园

建“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好学校

从新龙村到新龙路

讲述人：仇忠海（曾任七宝中学校长）

讲述人：付金凤（七宝镇居民）

1994 年，组织上调我到七宝中学做校
长，我感觉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我做了一
些工作：做好三件事（人际环境建设、学术
环境建设和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留住优秀
教师；提出学校的
“
全面发展，人文见长”办
学理念和
“
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育人目标；
实施卓有成效的特色教育，编写了 20 余册
校本教材等。

七宝中学

回顾在七宝中学前后 23 年的工作历
程，我深切感受到做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要在
“
义”和
“
利”之间正确选择，
回归教育本原，坚持“
人之为人”的教育追
“
天时、地利、人和”是关
求。 办好一所学校，
键因素，教育发展的大环境、科学的教育决
策、 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就了今天的七宝中
学， 我为自己能亲历七宝中学的发展感到
自豪。

我是改革的受益者
讲述人：侯宝良（闵行区作协会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在电机厂的工
作是那种终身不得做技术工、 工资 4 级到
顶的辅助工。 无论我有多崇高的理想，
“
组
织安排”就像如来佛给孙猴画的圈，纵然你
再有能耐也休想翻得出去。 但趁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我开始踏上管理岗位，在实践中
刻苦学习，在磨练中增长了才干，锻炼成了
经济师。 这些年来，我积极参与各地及上海
有影响的众多活动，如：改革开放 30 年、世
博会、上海解放 60 年、建党 90 年、上海国
际艺术节、国际电影节、上海读书节、上海
书展十年、中国月饼文化节，乃至当今改革
开放 40 周年等方面的征文大赛，前后都得
过大奖，由一名普通的撰稿者被吸收为市、
区作协的会员。 我经常会在静心的时候幸
福地回忆，要不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我就只能永远回旋在普通工的圈子里转
悠，最多算有点文化；要不是有尊重才识的
社会背景， 哪有从祖辈的文盲到我自由撰
稿、出书、获奖的可喜变化。 我怎能有今天
的经济师、作家的职称。

新龙村 - 新龙路

1987 年 5 月，我们单位出面租借了七
宝新龙大队村子一位农户的一间屋子，当
作我们的“新房”，我和丈夫居住在那里。
那时的七莘路还没往北延伸，并不与吴中
路相交。 马路在吴宝路尽头拐了个弯，往
东就是吴中路。 放眼望去都是一片菜地和
用于灌溉的小水沟。 村子通往吴宝路公交
站的必经之路有座小桥叫
“
北横泾桥”，我
称它为
“
望夫桥”。 当初我天天在这桥上，
等着下班晚归的丈夫，接过他手里的公文
包。 后来有了女儿，我推着小拖车，常常在
这桥上与丈夫
“
鹊桥相会”。 1999 年，我随
着丈夫人才引进， 调进了上海的企业，成
“
新上海人”。 定居在哪里成了我们
了一名
头疼的问题。 浦东浦西的楼盘看了几十
个，犹豫不决。 最后丈夫说：
“新龙村是我
们结婚、生养女儿的地方，是我们来上海
的起点，就在这附近买吧！ ”于是，我们在
新龙路边的万科城市花园落了户。 尽管昔
日的新龙村已不复存在， 但东起新镇路，
西至中春路的“新龙路”是这个村子的记
忆名片。

家门口的路越来越美
讲述人：姚琳勇（七宝镇居民）

改革开放 40 年，七宝镇巨变，就从家
门口的路说起。
遥忆 1969 年我娶农村姑娘，成家红明
三队，居住二、三十年代的破旧老屋，烧灶
头、生煤炉、倒马桶；更难受的、印象最深的
是家门口那条烂泥小路， 夜晚无路灯，下
班摸黑回家，有人摔成骨折。 一遇下雨，不
能骑车，而是人肩扛车，脚陷泥浆路，费力
拔出，到家时一身汗；走这条路，晴天一身
灰啊！
这条路虽短，约 1.2 公里，却是村民的
必经主道。 队要富，以民为本，先筑路。 1978
年大队投资筑路基，铺成水泥路。 到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还配上路灯。2009 年，当年的书
记为此路起名叫紫琅路， 经村委会讨论通
过。 之后又将路筑到每户农家。
动拆迁的推动，2012 年此路又扩建为
二车道沥青路，变得平坦宽敞，南接漕宝路

地铁 9 号线，西接外环高速，立体交通四通
八达。 家门口的路也越走越宽， 越走越幸
福。 路两边种了成排的樟树，四季常绿。
如今，妻子农转非，乔迁新房，我家还
在老地基，站在 13 楼阳台上眺望，美啊！ 处
处莺歌燕舞。 原本农田，现在是极佳的休闲
地，有文化公园，天蓝水清、花红柳绿；以前
“
城中村”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云端中；过
去路上并没那么多车，现在川流不息；七莘
路“
商业一条街” 拓宽……日新月异改变
着， 现在， 这里成为热闹繁华的的小城区
了， 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和全国各地的朋
金凤
友来此居住生活。 真是： 筑路引来“
凰”，村民幸福奔小康。

我与七宝的乒乓球缘
讲述人：朱岭（复旦万科实验学校教师）

今年 1 月 14 日， 笔者荣获了上海市
“
红双喜杯”乒乓球赛（46 至 69 岁组）男子
单打季军。 这枚来之不易的奖牌，正好是笔
者所获得的第 100 枚乒乓球奖牌。
笔者就读七宝二小时就嗜好乒乓，进
七宝中学后被遴选为文革后首批上海县少
体校乒乓球班接受专业训练。
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就业政策， 我被
分配在七宝农村插队。 由于我的乒乓薄技，
故而插队期间被当时的七宝二小 （原明强
小学）聘为乒乓球首任教练，为七宝乒乓球
的兴起尽了绵薄之力。
改革开放为国家繁荣经济打下了雄厚
的基础，体育也得到了蓬勃开展。 在七宝镇
领导高度重视与身体力行下， 七宝乒乓球
比赛层出不穷，营造了良好的乒乓球氛围。
笔者 2009 年组建了七宝坪均乒乓球俱乐
部，并与球友建起俱乐部网站。 同时在网上
不辍地撰写有关七宝的乒乓球文章； 最后
结集出版 22 万字的《七宝乒乓球春秋》一
书。 我有一个《朱岭历年乒乓球比赛获奖一
览表》的统计：改革开放前的七十年代本人
获奖 8 枚， 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收
获了 95 枚，共获奖 103 枚；其中最多的是
2015 年，一年中获奖 10 次。 这些成绩的取
得，绝大部分是在七宝明强小学、七宝中学
以及属于七宝辖区的闵行体育馆这块丰土
吉壤中获得的。 为此《闵行报》记者陈美玲
采访了我，并撰成通讯，整整一版刊登于今
年 7 月 6 日《闵行报》。
笔者绝无意揄扬自己战绩如何之辉
煌，而是窥斑见豹，冀望通过笔者与七宝的
乒乓球之因缘， 彰显出我国四十年改革开
放以来， 尤其是七宝镇在乒乓球方面所取
得的斐然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