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 日，两名工人在世博园里拆除

遮阳伞。

10 月 31 日， 上海世博会圆满闭幕，

在组织者、参展方和广大参观者的共同努

力下，上海世博会创造了世博历史上一个

又一个纪录，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

经典。

184 天———上海世博会会期，184 天

里，世博会平稳运行，未发生重大责任事

故和食品安全事故。

7308.44 万人次———截至 31 日 21 时

（停止入园），上海世博会累计入园参观者

人次，184天平均每天约 39.7万人次。

103.28 万人次———单日最大客流，出

现在 10月 16日。

5.8％———境外参观者占入园参观者

的比例， 此外， 上海本地参观者比例为

27.3％，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参观者比

例分别为 13.2％和 12.2％。

246 个———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家与

国际组织数量。

928.25 万人次———中国国家馆累计

接待参观者数量。

22900 场———世博园区共上演各类

文化演出活动数量。 超过 1200 个中外演

出团体来园演出，节目总数超过 1100 个，

累计吸引观众逾 3400万人次。

18.6 万人次———新闻中心共接待了

的中外记者数量，还为近 400 名参展方新

闻联络官、288 场重要官方活动、198 个媒

体参访团提供了服务。

8234 万人次———网上世博会累计入

“园”参观者数量。

1 亿份———世博组织者为游客发放

世博导览图数量， 其中 8000 万份为园区

导览图，2000万份为园外导览图。

1.83 亿人次———园区内交通累计运

送游客数量。

79965 名———园区志愿者数量，其中

包括 1266 名国内其它省区市志愿者和

204 名境外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分 13 批

次，为游客提供了 129 万班次、1000 万小

时约 4.6亿人次的服务。

3 万吨———世博园区共清运生活垃

圾的数量。 每天近 2000 名环卫工人和

200 多辆环卫作业车辆在园区内清扫、收

集、运送垃圾。

1800 万把———高温天气， 组织者向

游客发放清凉扇的数量。

1854 个———饮水点直饮龙头数量，

共 117处。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园内

设休息座凳 11 万个座位， 固定喷雾 256

台机组 4.2 万个喷头，设置 1.1 万个厕位。

排队休息长凳 1.15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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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 10月的最后一天， 上海世博会大幕缓

缓拉上。 黄浦江畔流光溢彩，情意浓浓，人们载

歌载舞，惜别这场美丽的盛会。

情谊之美、理念之美、设计之美、志愿之

美……渗透了上海世博会 184个夜与昼。

成功、精彩、难忘———美丽的上海世博会赢

得世界美誉。

温暖情谊之美

“我将永远记住胡锦涛主席夫妇和中国人

民的深情厚谊，”201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

在中国的经历，令马耳他总统阿贝拉终生难忘。

4 月 30 日，应邀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

阿贝拉不慎摔伤， 遗憾地错过了开幕式。 令他

深受感动的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到医

院看望他， 并亲自安排中方专机护送阿贝拉回

国。

随着护送阿贝拉总统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专机缓缓降落在马耳他国际机场， 中国作为东

道主的真诚心意和中国人民对马耳他的友好情

谊，也留在了马耳他人民的记忆中。 马耳他网站

上，民众纷纷留言跟帖，马中友好的故事迅速传

播。

“我要对中国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出色的组

织工作， 谢谢主办方和中国人民在迎接世界各

地游客时表现出来的慷慨， 谢谢民众为了这届

世博会投入的心血。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塔

莱斯用四个真挚的“谢谢”来表达他的感动。

由于在电视和报纸上的“高曝光率”，洛塞

塔莱斯在世博园区内常被人认出。“很多人走过

来，请我在他们的世博护照上签名，我很开心地

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还有人要和我合影留念，很

遗憾我不会说中文， 所以无法进行更多语言交

流，但我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与友谊。 ”

创新理念之美

159 年来，“创新” 始终是世博会的“关键

词”。 马德里馆给城市降温的“空气树”、伦敦馆

里的“零能源发展”生态村、上海“沪上·生态家”

三代同堂家庭最低限度消耗能源……上海世博

会成为当今全球新理念、 新技术创意展示的集

大成者。

在美国投资家罗伯特·库恩看来，上海世博

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昭示了人类面

临的紧迫问题：如何让城市更宜居，如何减少城

市生活给环境带来的伤害， 而上海世博会独创

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所展示的低碳科技创新成

果，正在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说：

“上海世博会很多场馆表达了关于城市未来如

何更好发展的创意和想法， 传递着强烈的可持

续发展的信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

主题更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以来的工作

宗旨相契合。 ”

联合国副秘书长、 人居署执行主任克劳斯

认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参与城市遍布全球，

它们的创举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经

验，也为城市之间分享经验、交流合作搭建了良

好平台。

独特设计之美

世博会共有 246个官方参展者，其中有的单

独建馆，有的联合办展，呈现给参观者异彩纷呈

的设计盛宴。 对于许多外国参观者来说，看到自

己国家的展馆，感觉既熟悉又新鲜。

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的马里军官贝尔

特·巴斯库一进马里馆， 就坐到自己熟悉的坐毯

上。他说，在马里的家中，地上就铺着这样一张坐

毯，一家人会坐在一起聊天。“我要马上给家人打

电话！ 我在中国找到了马里！ ”

芬兰外交部官员高玉麒参观世博园后感慨，

中国馆非常宏伟，它的外观成功地将中国的传统

文化、建筑风格与现代科技和建筑形式结合为一

体。芬兰馆“冰壶”则真实地展现了芬兰的整体形

象，展示了芬兰的大自然、科技和生活方式。

谈到上海世博之行， 韩国大学生金惠秀兴奋

地说：“世博会就是一个世界集会， 可以领略世界

各地的文明和文化， 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

西。 就像韩国馆的文字灯，猛一看，真还看不懂什

么意思，仔细一看，原来灯壁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文字，文字的投影在墙壁上交相辉映，象征着世界

各地人们的沟通与融合，设计简直太神奇了！ ”

志愿服务之美

身着绿衣白裤，被昵称为“小白菜”的世博会

志愿者，是上海世博会一道靓丽的流动风景线。

纽约安良工商总会会长苏焕光说，美轮美奂

的展馆、热情尽责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上海世博会向全世界证明，发展

中国家也可以把世博会办得这么好，这么成功。”

韩国教师崔尚德夫妇暑假期间带领 20 多名

学生参观世博会。 看到志愿者亲切热情的服务，

以及设施齐全、 富于人性化关怀的各种便民设

施，学生们逐渐摆脱刚下飞机时的拘谨和紧张。当

听到导游用流利的韩语介绍韩国馆是“通过韩文

字母的特征展现出最尖端的城市空间”时，学生们

充满了自豪。

刚果（金）《潜力报》国际版主编马奇说，中国

热情高效的接待和帮助令他印象深刻，“世博会让

每位前去采访的记者感到像回家一样， 在这样的

环境下工作无疑是轻松惬意的”。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塔莱斯表示， 来自中

国各地的志愿者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提供了

重要的服务和支持，是本届世博会最大亮点之一。

拉脱维亚总统扎特莱尔斯认为， 上海世博会

展示了中国人的“技能和创造性”，展示出中国人

“杰出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水平”。

2012 年奥运会东道主伦敦市的副市长理查

德·巴恩斯在上海“取经”时由衷赞叹：“如此庞大

的客流、如此众多的场馆，主办方对局面的掌控能

力是惊人的，在安全保障、排队管理、票务销售等

方面，都值得两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学习。 ”

上海世博之美，对世界来说意味良多。正如欧

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所言， 继北京奥运会之

后，上海世博会再度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未来的

信心和坚持开放的信息。

美丽世博赢得世界美誉

“数说”世博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许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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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擦拭法国馆外严培明的黑

白油画作品。

西班牙馆内的一些展品已经包装准备

运走。

世博园内的世博轴和中国馆在雨后形成美丽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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