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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专家林同炎建言浦东开发开放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6；K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4-0008-05

美籍华人林同炎教授对浦东开发开放作出过重大贡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多次来沪，经

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主要有建造横跨黄浦江的斜拉式桥、吸引外

资、土地出租滚动开发、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把开发浦东与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大

都市结合起来等。这些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言多被采纳，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与国家的开

放战略以及对华人华侨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海外华人；林同炎；浦东开发开放；欧美同学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共和国的历

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重申

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同

年12月16日公布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中美联

合公报，尤其是稍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与华人华侨政策的调整，吸引了一大批海外

赤子的目光，他们怀着报国（祖籍）之心，纷

至沓来，为中国的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其中就

有著名的美籍华裔专家林同炎。

一、林同炎多次考察上海并提出系列建议

林同炎(1912—2003.11)，福建人。他一岁

时随全家迁往北京，后在北京汇文中学念书。

1926年考进交通大学唐山学院，1931年大学毕

业。1933年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土木工

程，获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成渝铁路主任

工程师。1946—1976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任教，其间创立了“预应力混凝土理论”，引

发世界工程建筑业的革命性的变革，获“预应

力混凝土之父”美誉，并长期被聘为美国国家

工程科学院院士。退休时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

学最高奖状伯克利奖和终身荣誉教授称号，并

为其建立林同炎纪念堂作为永久性纪念。

1978年，作为美籍华人、世界桥梁和预应力

结构专家，林同炎首次回国，受到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谷牧亲切会见之后，大为振奋。来到阔

别30年的上海访问时，他就向上海市政府提出

了建造黄浦江大桥的建议，表示要发挥专长，

为上海建造黄浦江大桥出力。[1]

1980年2月，林同炎将精心设计的在上海黄

浦江上建桥和浦东浦西两岸发展建设方案提交

给上海市政府。此后，林同炎多次返沪，经历

数次考察之后陆续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观点。

从1985年8月开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

民相继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同时

还与林同炎教授、联邦德国建筑部总工程师、

美国旧金山专家组的海外专家学者会谈，就上

海城市规划如何吸收国外先进规划理论、方法

和技术等问题广泛听取意见。[2]同年10月，市政

府顾问汪道涵出访美国，林同炎在旧金山主动

前往探望，提出开发现代化新浦东的建议，同

时附上《实现“现代化的大上海”全面开发的

计划——可能性研究》的报告。此后一年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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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向市政府提交6份报告，逐步形成一套有

原则、有规划、分系统、分步骤的草图。其中

1986年提出的报告名称为《开发浦东——建设

现代化大上海》。

1987年4月，时任市长江泽民邀请林同炎来

沪，就开发浦东听取他的意见。随后，市政府

决定设立“开发浦东中美联合研究小组”，林

同炎受聘为高级顾问。5月30日，林同炎等一行

9人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部分会员座谈交流。当

天，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聘请林同炎为该会名誉

会长，市长江泽民出席受聘仪式，副市长钱学

中到会祝贺。晚上，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宴会

上，林同炎与江泽民、汪道涵等畅谈“开发浦

东、架桥浦江”的设想。[3]

6月，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开发浦东新区

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由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与美

国学者、美国总统科学奖获得者林同炎建立中

外联系，分别推动双方研究人员密切合作”[4]，

开始进行开发浦东前期准备工作。林同炎被聘

为小组顾问。[5]

7月7日，市政府正式发文成立开发浦东联

合咨询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倪天增副市长任组

长，张绍樑任副组长，同济大学教授、世界银

行上海专家彭运鹗任顾问。联合咨询研究小组

设高级顾问组，由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

李国豪、赵祖康等五位市委、市政府的老领导

组成，汪道涵任总顾问。中方研究小组的组员

有俞健、周汉民、俞汉卿、李佳能、陈泽和於

品浩六位。国外顾问研究小组的地点设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主要负责人是林同炎先生及其

助手、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陈乃东先

生。[6]

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上

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林同炎组织

了多名国外专家来沪参会，共同为浦东新区的

开发开放出谋献策。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

镕基、市政府高级顾问汪道涵、副市长倪天增

等与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了研讨会。江泽民在

5月2日的开幕词中表示：“开发浦东，建设国

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是

完全符合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我们一定要把这

件事情办成。”[7]林同炎则在会上提出了开发浦

东与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结合

起来的新构想[8]。

1990年4月，国家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

重大决策。同年，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率团赴

美考察时，林同炎两次与朱镕基会见，大谈开

发开放浦东的见解，时间长达六小时之久。[9]

1990年7月，林同炎受常务副市长黄菊的邀

请到沪考察，听取市浦东开发办公室的开发规

划介绍和市外资委有关吸引外资开发浦东的情

况介绍，参观南浦大桥工地、外高桥码头，就

如何搞好浦东新区建设与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交

换意见。他认为成立开发公司具体实施是高明

的一招。[10]

从1987到1990年，林同炎与上海市领导往来

的信函达百余件之多。[11]在开发浦东被列为上

海市“七五计划”（1986—1990）的重要项目

后，林同炎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开发浦东地区

的计划，提出制定政策的建议和吸引外资的途

径。

1992年7月，林同炎应时任市长黄菊邀请，

到沪考察访问。其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

书馆作“新颖桥梁和大跨度桥梁工程探讨——

紧密联系上海振兴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为题

的学术报告。

1993年10月，林同炎在上海参加“长江口越

江通道工程技术经济问题”国际研讨会，踏看

越江通道崇明鳖山和五滧两个选址地点，对越

江通道明确表示倾向于建桥。他认为越江通道

建成后不仅对崇明，而且对整个苏南、苏北开

发也有重大意义。

1985—1994年，林同炎连续12次向市政府领

导提交开发浦东的建议、报告，总字数10多万

字，逐步形成一套有原则、有规划、分系统、

分步骤的草图。 [12]被《人民日报》《新民晚

报》海外版誉为“海外开发浦东第一人”。

2001年12月17日，林同炎委派其女婿罗伯特

将一批珍贵资料捐赠给筹建中的浦东开发开放

史料陈列室。资料中有他1987—1989年间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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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主要领导讨论开发浦东的通信手稿、两项

专题报告、八项建议，以及建设南浦、杨浦大

桥的技术方案等。这些宝贵的资料为浦东开发

开放史料陈列馆的筹建提供了帮助，也留下了

林同炎的一片赤子之心。

综上所述，林同炎作为一位美籍专家，且年

事已高，仍然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实地

考察，提出建设方案。他来去自由，与中国官方

的沟通渠道始终畅通，双方保持着密切的互动。                          

                                 

二、林同炎提出的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具有

前瞻性、建设性、可行性

林同炎教授经多次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一

系列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主要有建造横跨黄

浦江的斜拉式桥、吸引外资、土地出租滚动开

发、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把开发浦东与将上海

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结合起来等。这

些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言立意高、可行性强，

后多被采纳，并成为现实。

1.建造横跨黄浦江的斜拉式桥。1980年林同

炎递交的《黄浦江大桥计划》设计稿提供了建

斜拉式桥、拉杆拱桥、弧型构架桥、三角型构

架配合双悬臂桥等4个方案。[13]后来建成的南浦

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叠合梁斜拉桥结构，杨

浦大桥也是斜拉桥结构，显然参考了林同炎的

斜拉式桥方案。

2.吸引外资。1990年7月林同炎在上海提

出确保浦东开发，财政是后盾，但更要吸引外

资，要进一步拿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外

资。[14]

3.土地出租滚动开发。1987年5月林同炎在

上海交流时提出“以出租土地滚动开发浦东”

的建议。[15]1993年10月，他再次建议出租部分

浦东土地，用50—70年时间，付清所借外债。

4.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林同炎强调开发浦东

人才是关键。他认为三种人才不可忽视：一要

招聘有先进经验的外国人才；二是留学生，回

国的以及目前派到国外、有经验、学有专长，

欲回国参加建设的人才；三是上海本市以及内

地人才。林同炎还认为，组织人才并不难，但

要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其待遇应该有所优惠。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最优秀的人才开发浦

东，国内应该加强在国外的宣传，将浦东开发

的全盘规划、前景及时告诉世界各国，扩大影

响。[16]就浦东开发开放而言，林同炎教授的团

队本身就是个精英团队。在1987年夏成立的开

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中，有T．Y．L国际

工程咨询公司顾问迈克尔·梅耶和梅尔·莱恩

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

克尔、伯克利分校城建规划系主任阿伦·维格

布斯，巴西库里提巴市前任市长贾米·勒纳，

美国约克·比勒地公司副总裁克多·佩雷拉，

新加坡OCBC银行执董、房地产、金融和建设部

门经理黄延康，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许乃

炯。[17]

5.把开发浦东与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的

国际大都市结合起来。林同炎当初提出过一个

350平方公里范围的概念，即以川杨河为界，

和黄浦江、长江围起来的三角地带作为一个特

区性质的“自由城市”。[18]他强调：“开发浦

东应有一个中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高科技、

高文化的新区，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不仅速

度快，尤其效益要高，质量要好，以无愧于我

们的子孙后代。”[19]他认为，从上海的战略部

署发展前景看，浦东地区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财

富。单以发展地产开发业而言，就是一块理想

的宝地，值得充分利用。[20]

6.建设长江大桥，延伸浦东开发效应。1993

年10月，林同炎在上海力主建设长江大桥连接

上海市区与崇明岛。他说，如果这座越江大

桥建成，将成为万里长江规模和跨度最大的桥

梁；并表示建桥所需投资60亿元资金，他可以

帮助通过国际融资解决。林同炎认为当务之急

是多方设法，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研究开发

的可行性，并表示崇明岛作为浦东开发的延伸

和21世纪开发的一个重点区域，构筑越江通道

必不可缺。

两任上海市长江泽民、朱镕基在与林同炎

的交往中都对其予以极高评价。1990年5月11

日，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朱镕基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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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特意援引了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林同炎

的一段话以提振信心：“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

个城市像上海这样，能在市中心的旁边有这么

一块900平方公里的没有开发的宝地。两座大桥

一通车，环线一修成，从浦东到市中心——外

滩非常方便。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上海都具

备。”[21]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致信林同炎，信中说：“同炎长期关心和支持

祖国的发展事业，我对此深表赞赏。在人类即

将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时刻，炎黄子孙肩负

着振兴中华的重大责任。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

历史长河里创造灿烂的文明，也一定能够在新

世纪中谱写更为灿烂的篇章。”[22]

三、多方面因素促成林同炎建言并被基本

采纳

林同炎积极建言浦东开发开放且被基本采

纳，绝不是偶然的，除了技术层面的可行性之

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

1.海外赤子的报国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

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千万爱国同胞在海

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大贡献。”[23]他在

1979年指出：“现在华侨和华人都是一片爱国

心。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

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24]积

极建言浦东开发开放的林同炎就是其中的一位

杰出代表。当然，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美国华

人教授也绝非只有林同炎一人。1989年元旦前

后，与林同炎同一所大学的15位华人教授致信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万里、李鹏，建

议在思想、政策、体制上三管齐下，革新、振

兴教育；立法保障教育经费；优先大幅度提高

教师与科技人员的待遇和地位；筹建国家教育

基金和科技基金。[25]林同炎等海外华人与中国

官方联络有多种渠道，上海的欧美同学会就是

其中之一。由于林同炎对浦东开发开放发挥的

重要作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从1987年9月起至

2002年12月连续五届聘他为名誉会长。[26]

2.中国领导人的开放意识。1977年1O月2

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

港知名人士时说：“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

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

开各方面的关系。”[27]林同炎最早接触到的国

家领导人是新时期初期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

牧副总理。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副总

理率团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

比利时五国，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

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他们实地了解了西欧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以及各国与中国发

展经济关系的强烈意向。6月30日，谷牧在考察

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力主加强技

术引进。[28]谷牧分管对外开放工作长达十年，

林同炎应是他最早会见的重要美籍华人科学家

之一，不过在谷牧的回忆录中没有留下专门记

载，实为憾事。至于江泽民，对于美国并不生

疏。他曾经任过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在担任国

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时就于1983年6月出访美

国，在此期间升任正部长，会见了里根总统。
[29]江泽民担任上海市政府、市委领导期间，接

待过许多到访的外国贵宾，还三次率团出访。

1987年江泽民应友好城市旧金山、芝加哥的邀

请，于6月13日至24日访问了美国。早在1980年

1月上海就与旧金山结成中美两国之间第一对友

好城市，两市交流十分活跃。上海还有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海校友会。[30]

3.浦东的开放特性。1990年4月18日，国务

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成立五周年大会上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浦东地区开发开

放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

烈反响。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外宣布以引进外资为主开发浦东的十项

政策。浦东新区立即成为投资的热土，仅10天

内就有来自美国、联邦德国、英国、瑞士、日

本、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0多位

客商接踵而至，洽谈投资意向。

1990年5月，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第一

次促进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主要介绍上

海投资环境及开发浦东规划，来自美国等地区

的108名客人参加。1991年，协会举办第二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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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其间举办了“上

海投资环境介绍会”和“对外经贸洽谈会”，

来自美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名客人参加活

动。到1991年8月，浦东的“三资”企业已从10

年前的37家激增至135家；总投资4.2亿美元，

引进外资1.7亿美元。一批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

已在浦东设点落户，并取得较快进展。[31]1992

年，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第三次促进海内

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主要内容是举行投资环

境报告会和经贸洽谈会，提供200多个投资项

目。来自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7名客人参

加活动，共签订合作意向合同58项，意向投资

金额1.2亿美元。[32]

在浦东规划编制过程中，打破了过去对海

外保密的常规，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集中了国内外的智慧。陆家嘴率先打破惯例，

搞国际方案招标，征集了意大利方案、法国方

案、日本方案、英国方案。最后综合国际咨询

方案，创制新图，确定了今天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的基本格局。[33]

1991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一周年之

际，共有来自五大洲3000多批1.5万人次的客商

踏上了浦东的大地。[34]其中不乏华人华侨。

三十而立，浦东新区走过了不平凡的创业

历程。今天的浦东日新月异，早已旧貌变新

颜，各项经济指标位于上海各区、全国各保税

区的前列。至2010年，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贸

易量、税收等于全国其他16个保税区的总和。

2019年上半年，浦东以709.7亿元的财政收入位

于上海16个区的首位。[35]上海人民不会忘记当

年为浦东开发开放作出过贡献的中外人士，其

中当然包括美籍华人林同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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