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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40年前的富阳是什么样吗？曾经的富阳城区有多大？老富阳人又是否记得你曾经走过的桂花路、老弄堂、老

小区、老农贸市场？40年波澜壮阔，40年沧桑巨变。翻看摄影家叶盛高的老照片，你会有一种穿越感，就如打开了一台电

影留声机：23张相同角度的“富春湾”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到全广角，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长大长高”了；排队买豆制品、白

糖，脚踏车水，挑井水，一户农家的建房变迁，在广场公园里健身、起舞……一幅幅照片诉说着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也让

我们从中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现代的美好生活。

富阳，每天都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照片，凝结着不同历史画面的故事。40年里有无数个故事在时代更迭中悄然发

生，透过照片仿佛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听着叶老的讲述，我们还能感受到照片中沉淀着的岁月与历史文化气息。现

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曾经的那个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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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到生活
老照片里的四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盛高：用镜头记录富阳变迁

叶盛高今年 88 岁，是富阳德高望重的一位摄影家。他
18 岁开始工作，在多数人都不知道相机是什么的上世纪 50
年代他就学会了摄影。拿起相机拍照其实是因为他的工作
——叶盛高最早就职于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在省委国际
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宣传科工作，主编对外宣传资料，兼
任导游和摄影。在此期间，叶盛高接待了六十多个国家的首
脑，为他们介绍浙江各地美景，同时也用相机拍摄下了各国
领导人游览时的照片。叶盛高清楚地记得，1954 年 3 月 10 日
在刘庄为毛主席拍摄了留念照；1957 年 4 月 26 日为周总理陪
同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游览西湖时的照片，在 2006 年“百年
经典杭州暨市长奖”大赛中获得金奖。1955 年为方便来杭外
宾游览，编辑出版的首册对外宣传专用的《杭州西湖风景介
绍》一书中，全部照片均为叶盛高所拍。“这些照片一方面是
作为珍贵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会作为一个纪念礼物送给外
宾。”叶盛高说。

然而在 1958 年叶盛高被划为右派，此后他就回到富阳乡
下务农，自此搁下相机 20 年。再一次拿起相机已是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48 岁的叶盛高平反并被分配到富阳
县文化馆任专职摄影干部。重新拿起相机的他感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不一般，“当时会拍照的人不多，也没有类似报社、电视
台等专职的宣传单位，那时感觉宣传富阳、记录富阳的担子就
在我身上，我得去承担。”叶盛高从沉甸甸的相机中找到了使
命感。当年他还负责“富阳画廊”的建设，“画廊”展示的正是
他拍摄的富阳风貌等图片，这些照片也见证了富阳的发展变
迁，“尽到了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回
忆”。

如今，叶老将这些年来的照片全部扫描变成数字化的图
片，并存储整理归类。打开一个个文件夹就像打开了一部富
阳的发展变化史，从黑白到彩色，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情结
的照片，浸润着一座城市的底蕴，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老照片的魅力，无声胜有声。时代的发展还可以从叶
老摄影器材的更迭显现，从全机械的 120 相机开始到现在的
全画幅数码相机，器材也不断更新换代。40年的时光，变化的
不仅仅是相机、照片类型和富阳的城市建筑，更多还有人们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

1978年重拿相机，开始记录富阳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亲历者说亲历者说

建筑是城市成长的年轮。城市地标性
场景周围建筑的变化，则像是从时代的土
壤和气候中“长”出来一样。看叶老在同一
角度、不同年份拍下的 23 张富春湾岸线的
富阳城照片，连起来看就如延时摄影般奇
妙：感觉城市在一点点“长大”。从黑白到
彩色，从接片到超广角，对比强烈、一目了
然。我们仿佛行走在时间的漩涡中，感受
着富阳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城市建设发展
变化。

叶老的这个文件夹叫“富阳变迁”，从
1980 年到 2018 年，23 幅富阳城全景照里，
美丽的富春湾一直没有变，变化的是岸边
的这座城市，几年一个模样，越变越漂亮。

“这是我热爱的摄影工作，我热爱生我养我
的母亲河，这也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缩
影。”叶老如是说。

叶老从 1980 年第一张黑白照开始打
开了记忆的闸门：一个下雪的冬天，被积
雪压弯的树枝作为前景，站在鹳山最高处
俯拍，富阳老城区面貌一览无余，清晰可
见富春湾、实验小学……附近整齐排列着
的低矮小房屋现已被拆除，却被老照片永
久纪录。

1981 年，叶盛高仍然选择登上鹳山，寻
找一个更高的位置并选取与前一年相同的

角度，准备用三张照片连接成一张全景长
图，叶老说：“我把拍摄好的三张照片寄给
北京的高明义记者让他帮我完成接片，整
个富阳老城区都集中在这张照片上了。”叶
老当时想要拍下更广阔的全景，但因器材
限制没有广角镜头，也没有接片的技术，只
好让北京的记者帮忙。

城市在黑白照片中慢慢扩大，曾经被
认为是富阳第一高的鹳山逐渐满足不了俯
瞰全城的要求了。1982 年，叶盛高登上了
当时的县政府招待所，也就是如今南国大
酒店所在的位置完成当年的拍摄。照片以
刚刚建设完成的桂花路作为对称轴进行拍
摄。据叶老回忆，桂花路原来是一条自然
土路，周围也没什么高楼大厦，还是一片田
野。而新修整的桂花路宽敞明亮，路两边
的高楼商厦也越来越多，“当时的老百姓还
觉得建造那么宽阔的马路太浪费了，哪像
现在又嫌太窄了。”叶盛高笑着说。

翻过一张张老照片，我们看到照片里
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展，但富春湾始终在镜
头里。时间到了 1993 年，这是一张彩色照
片，错落有致的楼房很是醒目，“虽然彩色
照片早已经流行了，但总感觉彩印技术不
过关，加上黑白胶卷自己洗印比较方便，一
直拍的都是黑白照片。”叶老解释说，那些

年彩色胶卷技术还不过关，全杭州也只有
一家影服中心，富阳还没有洗印彩色照片
的地方，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才慢慢
用上彩色胶卷拍摄。

1994 年，叶盛高拍摄位置换到了城东
的石宕山，他说城市的扩展需要更高的拍
摄位置才能放眼全城，这是从东拍到南最
佳 的 位 置 ，之 后 每 年 的 照 片 都 摄 于 此 。
1994 年的这幅全景照很是眼熟，它被广泛
用于各种宣传媒介上，照片中作为前景的
是几簇红艳艳的映山红，富春江第一大桥
赫然醒目，视线明显开阔了很多。之后几
年的照片见证了狮子山花园的形成，原先
茶叶山旁边的池塘越填越小，直至 2000
年，城市规模与如今基本相似。从 2002 年
开始，照片中的原人民医院大楼和南国大
酒店在老照片中慢慢“长高”至 2004 年完
工建成。

今年，88 岁高龄的叶盛高由于身体原
因住进了区中医院，但住院期间他还是丢
不下手中的相机，他在住院大楼 17 楼窗口
用 10mm 的超广角镜头拍摄了漫天粉紫色
的绚烂晚霞。至此，叶盛高用 23 张全景照
片记录下了富阳四十年来城市建设的变
迁。

23张全景照见证富阳城市一点点“长大”

23幅全景照只是叶老整理出来的很小
的一部分，他分门别类创建了三十多个文
件夹，大文件中还归类了许多小文件夹，里
面的照片记录了近几十年来富阳的城市乡
村甚至个体农户的发展变化。

打开“今昔通信变化”，1992 年拍摄的
照片里，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打着座机电话，
这是有线电话进入农家的一年。第二张是
坐在船头的青年手拿大哥大微笑着交谈，
这一年是 1994 年。接下来是 1999 年拍摄
的农民在田边使用已普及的小灵通画面和
2018年年轻人在凉亭中各自玩智能手机的
画面。

叶老还向我们介绍了一组富阳公交车
发展的照片。1988 年，公交公司的工作人
员们在庆祝公司正式成立的横幅前合影留
念。这一年，富阳公交车开始通车，在此之
前人们外出通常主要依靠自行车和营运载
人的三轮车。不过当时通行的公交车也只
是从普通长途客车改装过来而已。直到
1990 年才出现新的中巴车。1998 年，时间
停滞在身着红衣的女士踏上停在老站牌边
的黄色小公交的一瞬间，此时的黄色小公

交已经是富阳通行公交的第三代。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同类型的公交车不断更新换
代。2008年照片中出现的无人售票车则被
在2015年拍摄的智能化公交车淘汰。

叶盛高的相机里不仅记录着富阳各种
公共事业的今昔对比，同样也留存着人民
生活在漫漫时光中发生的种种改变。

“一家农户、三次建房”的文件夹里有
着三张同一家人三个时代不同房子的照
片。第一张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的泥房，泥
房由被留有风雨侵蚀痕迹的黄色土墙构
成，墙面还有一大块白色涂料，就连边上的
水缸竹篮也透露着久远年代的气息。第二
张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砖混房，房子已经从
小单间变成双层楼房，墙面简单的涂着水
泥并没有太多修饰。第三张则是上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别墅洋房，洋房的楼层加高
为三层，外墙贴上了红色白色的瓷砖，楼前
甚至还留有一个小院子，院子外还有贴好
红白瓷砖的大门。叶盛高在照片上备注着

“三桥牌楼村金关林和妻子载水娟勤俭持
家，积极劳动，日子一天天富裕后把余钱都
用在建造住房上，生活越过越幸福！”“现

在他们又造了新房，只是我还没有去拍。”
叶盛高说。

一组名叫“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自由快
乐”的组照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一共十一张
照片，多是近些年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休
闲活动，有霓虹灯下集体起舞的大妈们，有
公园树边拉琴唱歌的爷爷奶奶们，还有围
在池塘边钓鱼的老老少少们。场景各有不
同，唯一不变的是所有人都洋溢着笑容。
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敞开，人民群众的生活
富起来了，物质的追求得到满足，精神的追
求也不落下，休闲健身、外出旅游成为常
态。

改革开放 40 年，人民的生活更加富
裕，社会欣欣向荣。一张粮票、一张布票、
一张肉票，见证历史的票据反映出计划经
济时代物资的匮乏和人民生活的窘境。辗
转日复落，更迭又一年。一张张微微泛黄
的照片，就是这个城市发展和变迁的“见证
者”。每一个片段、每一份回忆、每一次变
迁，都是历史上值得珍藏的印记。未来，这
些带着人们满满记忆，见证城市发展历程
的相片，又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用相机拍下历史，用照片记录富阳变迁
排队买白糖

大哥大代替了有线电话

1980年富阳城区的黑白照片

1993年富阳城区的彩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