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接“一带一路”沟通内外市场

西头的国家会展中心

徐泾东站，位于上海市
青浦区徐泾镇徐民路与诸光
路交会处，总共有9个出站
口。诸光路站位于青浦区崧
泽大道诸光路，只有3个出站
口。但这个站台可以说是专
为国家会展中心而生，用以
疏导可能产生的最大临时客
流。6日，国家会展中心经历
了落成以来最大单日客流，
22.7万人次。

8日这天，如果你是从外
地直接乘高铁过来，进入上
海地铁虹桥火车站站台，会
有诸多的保安或者志愿者在
不断地提醒：去国家会展中
心的乘客，也可以乘坐17号
线到达诸光路站。或者他们
会更加具体地提醒：专业观
众请乘坐17号线到达诸光路
站。

2017年12月30日正式
开通的诸光路站，在上海已
如蛛网般的几百个地铁站点
群中，它的结构异常特殊，明
明是一个地下站，却可以看
到阳光。它以白色风格、可
以透光的天顶而著称。甚
至，人们已经不将它看作一
个普通实用的地铁站台，而
是一处“宫殿式的建筑”。

诸光路站紧邻国家会展
中心，不过，只是一个角，位
西北。国家会展中心，由国
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合作
共建，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
米，拥有整整50万平方米可
展览面积，还有配套的15万
平方米商业中心、18万平方
米办公设施和6万平方米五
星级酒店。

2014年 9月，国家会展
中心正式开始试水运营。彼
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因为，
不在于外形建筑是否最美，
而在于，那么巨大的展览空
间，除了德国汉诺威展览有
限公司，还有谁能将它填满
填好？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它的各种国内国际商业会展
早已经蓬蓬勃勃，此前的中
心点在浦东几近外环圈上，
在龙阳路2345号的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它在 2001年

11月2日正式开业，在2010
年已经博得了世界的广泛关
注，奠定了上海在东亚地区会
展中心的领先地位。其实，它
的17个单层无柱式展厅，室
内室外总共30万平方米的展
览空间，直至2012年2月15
日才全面落成。它的名声，更
多被认为与汉诺威有更大的
关联，甚至有些人如此等同。

总部位于德国汉诺威市
的汉诺威成立于1947年，拥
有世界最大的展览场馆，净展
出面积49.7万平方米。它举
办世界规模第一的展览会，创
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展览
会。它对于国际观众和展商
拥有巨大的号召力。

国家会展中心，位于上海
浦西几近外环圈上，在原为上
海西部郊区的青浦区徐泾镇
上的诸光路1888号。或者可
以说，在上海的外环圈上，它
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几近
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

同行在波澜壮阔的征程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一句老话。但，总有

绝大多数的人在到达之前不
会相信，甚至没有向往。他们
会惰性地留在山脚的舒适区。

但是，总有相信者，总有
先行者。

11月8日，如果你是一个
普通观众，你要从2号线徐泾
东站出站。密布的、青春飞扬
的志愿者，会在每一个可能拐
弯的地点，拿着一张小地图纸
片，告诉你身处的准确位置，
然后指向同一个方向：往西
走，在西广场的上海绿地全球
商品贸易港注册登记。

绿地贸易港的门牌号是
诸光路1588弄 1号，远望像
一艘巨大的豪华邮船。在第
一届进博会开幕前的2018年
7月26日，正式启动。绿地控
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称这是
绿地紧紧地抓住新时期的历
史性机遇。

张玉良，自认是当下最懂
政府的开发商，一向不拒绝外
界将自己划为红顶商人之列，
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

“做政府想做的事。但更要讲
究市场”。

相似的一句话为“做政
府所想，为市场所需”。8日
当天，你在绿地贸易港的三
楼“繁盛中国·荣光绿地”的
摄影艺术展上的一面墙上可
见。这个展是绿地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而做，在9月
27日正式展出，据说将延续
至进博会结束。

“繁盛中国·荣光绿地”，
展示了绿地27年间在全球五
大洲50多个国家的近百个项
目，各地的产业新城、会展场
馆，在地铁边，在高铁边，在
一带一路诸多仍然还未“重
生”的地点，都有着绿地“超
高”的先行身影。其中，包括
郑州市郑东新区的标志性超
高层建筑“大玉米”以及双塔
建筑。

“繁盛中国·荣光绿地”
有一面墙的大标题是“青春
绿地，同生共长”——以1992
年 7月18日为起点，绿地从
上海起步，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开启了一段波澜壮
阔的征程，铭刻下与时代同
行的坐标。

…… ……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风起云涌，潮涌东方。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由商务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
主办。它是世界上首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
会，被认为是国际贸易史上
的一大创举。

“新时代，共享未来”七
个红色的大字，立在国际展
览中心边上高架下的中轴线
盈港东路头上，最后一个字
几近与诸光路交接。这行字
中间，一个围着绣有进博会
标识蓝黄色围巾、手举一个
绿色四叶草标志的熊猫，闯
进了逗号之后。它的名字叫

“进宝”，是进博会的吉祥
物。它象征着幸福幸运，还
暗含着中国民间“招财进宝”
的吉祥寓意。

自由，普惠，重生

进博会开始了，你的朋
友圈就呈现了一群“进博
人”。自由、丰盛，是他们共
同的第一大感受。

逛逛看看，简单说进博

会就是一个超大的集市，各
家推销自家产品，现场组织
除了不太容易找到出口以
外，都超赞，而且还有好多好
吃的店铺。“走啦走啦，下周
开始阿根廷、乌拉圭旅行。”
一位全球旅行达人的朋友
圈。

“虽然取消了社会公众
参观日，但明显巨大的客流
量并不都是交易团的专业观
众，比如热衷拍拍拍美女模
特的老年大叔和各种排队吃
吃吃的老年大妈。”一位跨国
合作企业员工的朋友圈。

“进博会期间的盒马简
直是‘撞星’高发地，走了泰
国副总理今天又来了迪拜王
子，是真的王子啊！”盒马一
位合作伙伴的朋友圈。

一个段子说，每天微信
运动步数在2万以上的，全
在进博会。不断有企业或者
商会秀出与各国总统的友好

“外交”。
自由，丰盛，彰显中国在

全球化进程中坚定不移的包
容与开放立场。另一方面，
东方之潮自此起。

进宝的围巾，黄色代表
“丝绸之路经济带”，蓝色代
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蓝黄色调体现了进博会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联
系。“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
国在全球化视野上的市场创
举。背后的关键词是：普惠，
重生。

11月10日，第二届进博
会闭幕，官方宣布，本次进博
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
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
美元，比第一届增长23%。

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
启程前往雅典，与6天前在
上海黄浦江边方聚过的希腊
总理米佐塔基斯重聚了。

希腊是陆上丝绸之路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认
为希腊不具有投资价值时，
中国企业仍大胆向希腊基础
设施领域投资，比雷埃夫斯
港就是成功范例。”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在5日进博会开
幕式上如此讲述“重生”故
事。

在希腊，习近平就中希

务实合作提出建议，第一点就是：加
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希腊建设
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战略对接，
早日将比雷埃夫斯港建设成为地中
海地区最大集装箱中转港，充分发
挥其海－铁联运枢纽作用，提升中
欧陆海快线的运能。

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开幕
式上作主旨演讲后，张玉良表示，绿
地在全球化战略上，一方面是“引进
来”；一方面是“走出去”，绿地基建
产业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拓
展高含金量海外基建项目。

“一带一路”，咆哮的是大河“黄
河”的声音，后面站的是文字记载的
华夏历史中最为深厚的中原文化。
新华社指出，中国与希腊的交流合
作，是五千年文明的和声。

2018年6月，河南省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欧班列（郑
州）升级版，向东与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连接，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融合。位于中原文化中心地带的
郑州，在2018年春节前夕，专门开
通了“年货班列”，去程满载灵宝香
菇、温县山药、南阳辣酱等中原美
食。

2019 年 11 月第二届的进博
会，首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
华老字号”文化项目的展区。陕州
剪纸、修武县金谷轩绞胎瓷、禹州钧
瓷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河南参
展。

进博会之于河南，亦是对外展
示、链接世界的平台。其间，河南省
商务厅8个邀商小组的59名成员
分别拜访15个国家展区、164家重
点企业，并发出320份河南投洽会
的邀请函。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
吧。”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著作《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初版的序言。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在
注释部分指出，“在其中，马克思首
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论点。”

这句话，被认为是鼓舞奋斗搏
击的战斗号角。雾月，是法国共和
历中秋季第二个月的名字，时间上
从公历10月22日至11月20日。

11月8日，这句话呈现在了“繁
盛中国·荣光绿地”摄影艺术展的一
面墙上，仿如一本书的卷首语。

右边的另一面墙上呈现了另一
组小诗：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
才懂得复兴的意义
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
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这组小诗，出现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的第三讲中。

大河在玫瑰花中跳舞

这里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
11月8日，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第四
天。如果你是交易团成员，或者
非交易团专业观众，你要从上海
地铁的17号线诸光路站出来；
如果你是非交易团的非专业观
众，你要从上海地铁的2号线徐
泾东站出来。

其实，你们都奔向同一个地
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那是
一处超级庞大的建筑综合体。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上海特派记者 丘眉 文 陈沛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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