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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宁波亲眷”

道不尽沪甬情缘

长三角高铁已密布
为何城铁纷纷上马

■本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这段时间，长三角交通好消息频传。按计
划，1月 16日， 浙江沿海高速公路宁波象山至
温州乐清段通车。在江苏，常州到泰州的过江
通道日前开工， 江苏跨江大桥正迎来建设高
潮，在建的有常泰过江通道、南京长江五桥、沪
通大桥、五峰山大桥等 7 个项目。更令人关注
的是，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江苏省沿江城
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5年），干货
不少。以提升南京城市首位度为目标，规划建
设宁淮、宁宣、宁滁等区域城际铁路；以促进江
苏沿江两岸跨江融合发展为目标，规划建设盐
泰锡常宜、如东—南通—苏州—吴江—湖州等
跨江融合线路和铁路过江通道；为支撑南京禄
口、无锡硕放两大航空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
设宁扬、宁马铁路、常州—无锡—硕放机场—

苏州—太仓—上海铁路等项目；以更好地接轨
上海为目标，积极推进苏州—淀山湖—上海铁
路与上海市域（郊）铁路贯通运行。

若细细研究则发现，在这些好消息中，“城
际铁路”已成为关键词。除上述项目之外，在浙
江嘉兴，“沪嘉城际铁路” 已成为当地重点工
作；在杭州都市圈内，从杭州市区到临安、富阳
以及绍兴诸暨、湖州德清、嘉兴海宁等地，城际
铁路的规划建设也在推进中。

高兴之余不禁要问， 长三角高铁网已密
布，为何还要规划新建大量城际铁路？

据江苏省铁路办人士介绍，现有沪宁之间
高铁发车频次无法上提， 但出行需求有增无
减。以苏锡常与上海之间为例，每天有上百的
高铁班次来回穿梭，可跨城、跨省工作的人越
来越多，高峰期已一票难求。记者了解到，未
来江苏城际铁路规划更注重提高城际铁路对
5万人以上人口城镇的覆盖水平，构建南京至
江苏省内设区市 1.5小时，江苏省沿江地区内
1小时、沿江地区中心城市与毗邻城市 0.5—1

小时交通圈，基本实现对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
的覆盖。

在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主编、

教授孙章看来，城际铁路相比高铁，更能有效
地带动城市群内部铁路沿线的小乡镇的发
展，让更多农民离土不离乡。孙章举例，就像
大树有大主干、小枝叶，铁路的规划建设应该
有层次之分， 他在日本的东京与大阪之间乘
坐过七八种不同时速乃至不同线路走向的火
车，有的飞快，有的“站站停”，可票价很低。从
这个角度看问题， 苏州正规划建设的轨道交
通 S1 线，能从苏州市区横穿昆山并与上海轨
道交通 11 号线相接，但也有人发问：“真的有
人花数个小时， 从苏州乘坐地铁去上海迪士
尼乐园？”实际上，这些城际铁路、市郊铁路与
轨道交通， 补上的正是一体化中乡镇的发展
“短板”，这是新时代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
体现。

曾几何时， 人们对铁路的认识有误区，城
市不分大中小都想争取高铁，区县乡镇不顾人
口总量都期待轨道交通。孙章呼吁，应改变这
种误解。毕竟高铁标准高、造价高，设太多火车
站是一种浪费， 比如在长三角的宁沪之间，约
300公里有大约 31个车站，即便“跳着停”，也
会让一些“小站”班次极少，运营并不经济。同
样， 他也不赞成城市轨道交通一路修到远郊
去， 他更赞赏类似上海金山铁路的市郊铁路。

他认为，关键要处理好站间距与最高运营速度
之间的匹配关系，比如运营时速 350公里的高
速铁路，站间距宜为 30—60公里，京沪高铁的
平均站间距约为 59.9公里，因此更多的旅行时
间内火车能以最快速度运行。

按照权威标准， 高速铁路应是设计开行
时速在 250 公里以上（含预留），并且运营时
速 200 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 而城
际铁路是指相邻城市之间或城市群内开行
的、运营时速在 200 公里以下的客运专线，一
般具有区域性、短距离等特点，大多采用高密
度、小编组、公交化运输组织方式，与高速铁
路在定位需求、 内在技术特点和运营管理模
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从实际需求出发，在主
要通道之外，重视“小血管”乃至“毛细血管”

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是当下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的题中之义

昔日漕运船舳舻相接，文化沿着航运黄金水道传播交融
如今帆樯栉比似往昔，运河如纽带穿珠成链更走向世界

守护一条活的千年大运河
■本报记者 任俊锰

年伊始， 千年大运河焕发新生
机。1月 4日， 全国首个大运河产业发展基
金———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在
南京成立并启动。 扬州市领导也在日前宣
布，今年要启动建设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要建
设大运河博物馆的不仅是扬州， 北京市政协
委员、北京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荣大力
表示， 正向北京市政协建议在北京建立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目前，北京已经提出在“十三
五”期间实现京津冀运河旅游通航，天津积极
响应，旅游通航工程已经开工。山东德州也已
出台 《德州 “十三五” 内河港口航道总体规
划》，实质推动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复航……

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
同责任。在去年底于上海举办的首届长三角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一场“运河文化”论
坛格外引人注意，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士林告诉记者，当下研究运河沿
岸江南文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在
大运河文化带的总体战略框架下，为大运河
沿岸文化的复兴和重建作出示范和样
板———长三角地区与中国大运河紧密相关，

占全流域的 70%以上，大运河流经长三角 15

座城市近百座古镇， 融汇了吴越、 淮扬、皖
江、淮河、徽州等地域文化。

运河永远是活的
71岁的江苏省摄影家协会顾问汤德胜

曾全程走完大运河，“跟拍”大运河 50余年。

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 从他嘴里凝成一句
话：“运河永远是活的。”

汤德胜是常州武进人，世世代代住在大
运河边，他的叔父在河边开了一家照相馆，从
小他在店里长大。大运河对他而言是乡愁，窗
外就是波光帆影， 运河水干净， 捧起来就能
喝， 夏天孩子们下河游泳……他曾拍过大运
河疏浚开挖的场景，也记录下大运河上的“扫
盲”班。一张照片是这样的：大运河高邮段一
艘船上，丈夫在识字，妻子在织毛衣，暖暖的
阳光照在船上。这都是 50年前的事了。

50余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下大运河的许
多珍贵瞬间， 其中多数如今已难觅踪迹。汤
德胜的大运河摄影作品集在法国、 美国、日
本等地展览时，非常轰动。外国人惊叹于中
国大运河 2500年的文明史和作为 “水上高
速公路”的巨大作用。

多少年来，航运都是大运河最为重要的
功能之一。曾几何时，大运河舳舻相接，帆樯
栉比。今日的大运河，也很繁忙，记者站在浙
江省桐乡市乌镇西栅景区的白莲塔上观察，

5分钟内可见十余条货船来往大运河上。大
运河及长三角各内河航道， 航运任务犹重，

苏北和苏南段尤为繁忙。时至今日，大运河
苏浙段仍在通航， 其中江苏段全线通航，每
年货运量超 4亿吨，约占全省综合运输总量
的 1/5，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乡愁与文化记忆
一条大运河，是航道，是乡愁，也是文

化。

扬州人刘治中的家族，自清代光绪年间
就居住在运河边。据他回忆，老宅在古运河
边的砚池街 51 号， 运河治理前经常泛滥。

此地虽已不在， 但他至今仍保留着民国时
期的“凭帖”“土地所有权状”及后来的房屋
门牌等， 这些都记录着一位老扬州人对于
运河的眷恋， 也见证着运河对于扬州这座
城的深远影响。扬州人李江民是大运河边
长大的人，早年随父母跑码头，对河流哪
里深浅、哪里需要背起纤绳，都非常清楚。

在水上生活的 10 年中， 他在大运河里摇
橹、划桨、撑篙、背纤。他最珍贵的回忆之
一，是早上起床后，在大运河里摸鱼弄虾，

拿来直接煮菜。

2009年，扬州等地的“中国雕版印刷技
艺”入选世界“非遗”。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李江民认为，大运河
为扬州雕版印刷提供了特有的梨木。大运河
沿岸的宝应、 泗阳等地生长的野生梨木，为
雕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沿岸的麻则用
来装订。何止是雕版，丝绸、陶瓷、茶叶等都
因大运河流向八方，杨柳青年画、吴桥杂技、

淮扬菜也因大运河名扬四海。

运河不仅为沿岸带来“物质基础”，而且
孕育了各地不同的文化。比如江苏高邮的船
就与很多地方不同，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黑色
船尾，追问之下有了答案：高邮多水，船只和
船民都多， 专门用于救援的船便应运而生，

为便于识别，通常将船尾涂成黑色。

大运河上有人、 有船， 便永远有生命
力。在江苏新沂的窑湾古镇，有“夜猫子集
市”的民俗。凌晨 2 时，渔民们摇船来交易，

天亮前摇船而去，天黑难见物，买卖全凭诚
信。

入选“世遗”之后
中国大运河于 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汤德胜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能
“用我一生的时间， 记录我所看到的运河”。

多年来，大运河整治、疏浚、两岸百姓生活场
景等，均被定格在他的镜头里。他的想法很
简单，希望用影像将运河记录下来，留给后
代。他听说，这些珍贵的照片中的一些被申
遗考察专家带回作为影像历史资料，可能为
大运河申遗加了分。

申遗圆梦后， 守护大运河有了更多空
间。走遍大运河后，汤德胜对位于安徽淮北
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印象深刻，大运河安徽
段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 主要包括淮北、

宿州。1999年，淮北柳孜因公路拓宽，发现隋
唐大运河遗址。遗址出土一批唐代沉船及唐
宋时期多个窑口的瓷器。在江苏淮安段的大
运河， 汤德胜依旧记得 6年前的一个画面，

70多岁的船民老耿每次都把船上的便桶背
到岸上处理，而不是“顺手”倒进大运河里。

为啥？老耿告诉他：“这个水我们要喝呀！”

在江苏扬州，古运河畔的钞关西后街 10

号， 是扬州市大运河保护志愿者总队办公
室。明清时，“钞关”即税关，鼎盛时期，全国
八大钞关中大运河沿岸占七席。 如今，“钞
关”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大运河。据了解，

志愿者总队于 2014年 12月成立，志愿者总
人数达 1000余。就读梅岭小学的王毕曈，现
已是守护大运河的一员，两年来，她经常帮
忙清理运河垃圾。

科技手段正在保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扬州已经建立了数字管理平台和遗产监测
预警系统；苏州已为大运河苏州段编制完成了
第一份环古城河河床 “数字体检档案”； 在杭
州，遗产监测中心对于各遗产点、段进行着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

打造“珍珠链”效应
共同保护大运河，已成长三角一体化的纽

带之一。

扬州是大运河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为守
护古城天际线，扬州多年来坚持“限高”。当地
人一见瘦西湖附近放起气球，便知周边要盖新
楼。扬州有规定，把气球放到设计高度，以此为
标杆，降低建筑高度，这些气球，已飘了十多
年。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刘怀玉
对于扬州的“气球限高”充满自豪。但说到大运
河沿岸保护最好的风貌区，他却认为保护最好
的是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曾被全国
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誉为古运河文
化绝版之地，至今保留着原生态风貌及代代传
承的生活习惯与风俗人情。

“绝版之地”保留有故事。时任无锡市南
长区委书记的浦学坤， 当时力主保护区内的
清名桥街区。 无锡市曾计划拆除清名桥沿岸
房屋， 作为中山路的延伸， 成为主要交通道
路。但是，浦学坤深知，运河旁都是古建筑，不
能拆，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年。最
终，无锡市决定将古运河治理好，并对清名桥
进行全方位保护。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杨建

民认为，古时，漕运船将沿运河不同城市的文
化传播开去，如今也应以运河为纽带，加强城
市之间的交流，实现文化交融，打造共有的中
国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实现“共有”，浦学坤
认为，共同保护好流动的河水是基础。此外，沿
岸城市应充分发掘自己的地域文化，并避免攀
比， 景观打造应当避免雷同化和过度现代化。

作为“老乌镇”的邵云，则提到了一个乌镇历史
上特有的政府机构———江浙分府，俗称二府衙
门，主理交界地带事宜，现今可借鉴历史经验，

由苏浙两省在大运河省界交界段建立起共管
共治机制。

大运河像一串珍贵的“珍珠项链”，将运河沿
岸城市的旅游文化资源串联起来。邵云有初步建
议， 能否考虑通过运河游轮形式开展慢旅游，不
仅可增加沿岸居民收入， 还可倒逼环境保护，实
现以河养河。 邵云与刘怀玉的想法如出一辙。刘
怀玉指出，中国大运河尤其是济宁以南的运河都
是连贯的线性和带状区域，适合于运用遗产廊道
对运河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利用，形成“珍珠链”效
应。此外，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余敏辉认为，安徽
可以运河为基础建立一个协作发展带， 既可强
化与中原经济区的合作，又能对接淮海经济区，

形成一个城市旅游、文化联盟。作为一名扬州大
运河志愿者的陈丰则在思考， 能否将沿岸城市
的志愿者团队打造成为一个联盟， 扬州市大运
河保护志愿者总队现在正考虑走出扬州……

大运河流淌不息，汤德胜心有所动。“大运
河有了新发展，给我提供了拍摄新视角，我要
拍摄高铁飞跨大运河的照片和运河两岸奔小
康的百姓生活。”他正谋划着，在身体许可的情
况下，再一次走遍大运河。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