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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两地书

袁华明 媒体人

———杭州人看黄山———

回到徽州，便是回到乡愁
周华诚 作家

钱塘江大潮的惊涛裂岸，与安徽黄山
境内的一滴水有关。发源于古徽州休宁境
内海拔 1350 米的六股尖的一脉清流，一
路奔袭，汇聚更多的雨水，汇成新安江，流
入浙江境内，再经富春江，汇成钱塘江，最
终注入东海。

一条河，通过水上的舟楫往来，就这
样构成了江头与江尾的联系方式：一头是
黄山，一头是杭州。

一千三百多年前， 李白到徽州去，从
杭州坐船一路溯流而上，且走且停，需要
半个月时间。

五十年前，徽州黄山的竹木、土产，通
过水路往下游放排，少则十来天，多则半
个月、一个月。

两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从杭州到徽州
办事，频繁自驾往返于两地，单趟要 3 个
半小时， 一路走高速公路在山间穿越，看
路两边青山连绵，白云缭绕，同时汽车飞
奔，洞穿数不清的隧道。

时光到了 2019年， 一个背包客从杭
州坐上高铁，1小时 40余分钟之后， 他的
双脚已站在黄山的大地上。

交通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是现实速度
与心理距离的变化。

徽州，那个在传统印象里，代表着古
老的、缓慢的、逝去的生活方式的词语，一
下子拉近到都市人的面前。杭州、上海，这
些代表着前沿、时尚、快速、未来的生活方
式的名词，也一下子逼近到徽州人的家门
口。

是被呼啸着带走， 还是在缓慢里停
留？

也许， 这一趟穿山越水的高铁的开
通， 会让两地产生一种更深入的文化碰
撞， 不仅人流的方向与频度会发生变化，

两地人群的生活面目，或许也会发生静水
深流的改变。

作为钱塘江的中游，连接安徽徽州与
浙江杭州的干道新安江， 其江流水急滩

多，虽航行不易，但在过去千百年陆路交
通不便的情况下，这条水路无异于安徽南
部对外联系的黄金通道。

自南宋定都临安之后，徽州的木材就
开始源源不断地往下游输出，形成了徽商
里的一支，即木材商人。徽州的木材商人，

会在每年冬季入山伐木，待至来年梅雨季
节河水大涨的时候，利用水力，运载出山。

其中的大部分由新安江运至严州，然后转
销各地。

取道溪流，用水力运送木材，山里人
叫作“放排”。

山道阻且长，“放排”是成本最低的一
种运输方式了。砍伐下来的木材，肩扛、牛
拉，运输到河边，再将木材用藤条、篾缆、

铁链等编扎成排节，推入河中，木排便浮
在水上，顺流而下。多的时候，十几排、二
三十排木材连缀成长龙，中流击水，甚是
壮观。

新安江、富春江及至钱塘江面，不仅
往来行旅之人甚多，竹木、土产都经由此
水道抵杭州、上海，或部分经京杭大运河
北上。苏浙地区，或乃至沿海地区的盐、丝
绸则由此水路通道，一直送进山里。这是
一条沟通着徽州与杭州的黄金水道。“新
安江—徽杭古道—大运河”，“徽州—杭
州—扬州”，水路与陆路结合，这一条徽商
文化线路，一端维系着水墨青山环抱的徽
商故里，一端连接着具有巅峰意义的商业
文明的所在地扬州。在这条线路上的各个
地域，都开始受到文化交流的滋养。

徽州的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

区域文化。徽州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
原徽州府属歙县、黟县、婺源县、休宁县、

祁门县、绩溪县六县。徽文化内容的广博、

深邃，又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时至今
日，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东方社会的生活风
貌， 以及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
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

今天我们走进徽州，依旧可以看到那
“五峰拱秀、 六水回澜” 的历经沧桑的古
城，看到那经风沐雨、古朴雅致的古民居，

以及清灵秀美的山水景观、文脉昌盛的人
文景观。也因此，杭州、上海甚至北京的很
多朋友，会不辞遥远地前往徽州。徽派建
筑、文化、工艺、饮食，似乎都在吸引着人
们的目光。人们到了徽州，就仿佛在时光
里回溯了年月，仿佛回到了一个更加纯粹
的旧时光里。

两年前，我有一位杭州的朋友，去徽
州走过几趟之后，毅然决定就在那里住上
两年。

他爱上徽州，而且看上了古徽州老城
区里的一个破旧的院子。他和小伙伴一起，

把那个苏联式的破旧的、 有一个巨大礼堂
的几幢老房子改造成了一个时尚的民宿。

那个民宿极有特点，十几个房间，每一个房
间由一位独具个性的设计师完成设计。

这个旧房改造的民宿甫一亮相，立时
成为很多杭州、上海的年轻人打卡之地。

然而那两年中， 朋友确实很辛苦，他
的家在杭州，妻小还在杭州，他必须一次
次往返于杭州与徽州之间。开车一趟三个
多小时，一周来回两次，穿山过岭，奔波不

已。可以说，杭州的现代、时尚、资源与城市
氛围是他脱离不掉的根，心向田园、回归缓
慢生活的理想，又是每个都市人内心都有的
情结。

在杭州与徽州之间的往返，就像是一个
隐喻，通过三小多小时的转换过程，可以从
焦虑、高效、先进的城市节奏，切换到缓慢、

悠闲、古老的乡村节奏中。当他在那个稍显
封闭、晒着太阳慢慢让自己有点懒散了的时
候，又可以通过回到城市，给自己补充能量、

增加动力。这样一次次的切换，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一次次的文化差异性比较，同时在这
种比较中，引发思考，明晰路径。

后面的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徽州因
为出现那么一座美好的生活空间而令当地
人大感惊异， 也吸引了无数外部的目光。可
以说，那个民宿的存在，是一次城市文化的
回流，也是一次乡村文化的滋养。当朋友把
这个项目完成， 进入良好运行轨迹之时，

2018年底， 他又把大部分时间抽离出来，回
到了城市。但是现在，他依然会时不时地回
到老徽州去。因为那里的节奏已经浸润入他
的血液，也可以说，徽州的文化与生活样式，

已经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很难说他更喜欢哪里———是作为城市
的杭州，还是作为乡村的徽州。

从前的水路流离，陆路坎坷，使得徽州
千百年来留下了极为完整的文化风貌。 犹如
那一道最为著名的徽菜代表“臭鳜鱼”，是在
当时的经济、 交通等社会状况与饮食存储条
件下产生的菜肴。但时至高铁时代的今日，各
种外部条件已然改变，“臭鳜鱼” 的鲜香依然
令人念念不忘。 高铁拉近了杭州与徽州的空
间距离，也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心理距离。这
种速度感的提升，带来了更为便捷的交流。

在我看来，一方面，徽州具有的传统文
化基因，会在高铁为代表的这条现代路径上
得以更大范围传播；另一方面，现代时尚的
城市文化与人流，也会给徽州这古老中国的
传统样本注入新鲜的活力。

———黄山人看杭州———

仙境天堂，情愫始终割不断
高道春 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场长助理

像我这样的黄山旅游业从业者大多
对 2016年“G20峰会”期间杭州游客挤爆
黄山景点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黄山市
所有 55个 A级以上景区景点对杭州市民
免门票，使得杭州市民前往黄山旅游的热
情极大释放， 一周内有 80多万的杭州游
客分布在黄山市的各个景区。平时，黄山
茶林场的游客以上海、合肥、南京人为主，

但在那一周， 我们的平均客流量增加
50%，杭州人成为绝对主力。

由于山多田少，交通不便，为了求生
存、图发展，长期以来，黄山人走出去的路
径正好与杭州游客涌入黄山的路径相反。

而这种流动方向的转变，似乎是杭州与黄
山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暗喻。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处于京畿
之地的徽州，借助区位优势，经济结构重
心由原来的农业、手工业向商业经济逐步
过渡转移，杭州便成为徽州人经商入仕的
重要进出口与文化交流的平台。 明清时，

为获得换取粮、盐的货币，徽商们会带上
徽州的土特产和特色手工业产品，选择陆
路（徽杭古道）或水路（新安江）顺流而下
东进杭州。

由于从陆路外出要经过崇山峻岭，时
间长达半个月之久，走水路就成为徽商外
出的首选。“源头活水出新安，百转千回入

钱塘”， 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境内
六股尖的新安江，经徽州大地一直东流南
下注入千岛湖，经浙江省淳安、建德后向
东流入富春江、钱塘江，最终汇入东海。一
江碧水，成为两地情感交流的纽带与经济
连接的桥梁。

徽商的崛起、兴盛，离不开新安江水
的哺育，更离不开杭州这座千年古都提供
的资源与平台。徽商功成名就后，又会溯
流而上，花重金回家乡捐建祠堂、私塾、书
院、修桥、筑路，至今保留的众多徽派建
筑，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与此同时，

杭州的兴盛繁荣也离不开钱塘江水的滋
养、浸润，作为上游的新安江，是其根基，

是其源头，同样为杭州的经济繁荣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安江是黄山、杭州
两地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随着近代商业交流、 人员往来的频
繁，新安江沿途的山水也给文人雅士们留

下极深的印象。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于 1934

年 5月与林语堂、潘光旦等几个著名的文
化人从杭州来徽州游览， 走的是 1933年
10月建成通车的老徽杭公路，并在当时的
歙县、屯溪停驻，对徽州山水不吝赞誉。郁
达夫曾作诗一首《屯溪夜泊记》记之———

“新安江水碧幽幽，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
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时光斗转，时至今日，徽杭高速公路、

杭黄高铁相继通车，不仅将两地时空距离
大幅缩短，也带来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幸福
感的提升。 在与一位黄山同事的交谈中，

我得知其父辈上世纪 60年代从千岛湖移
民至黄山， 曾经想回老家淳安走亲访友，

往往需要乘中巴车走公路至歙县深渡，然
后乘船沿新安江至千岛湖，再转乘县内交
通工具至淳安县亲友家中，至少需要七八
个小时；2006年徽杭高速通车后需要三个
半小时；现在乘坐杭黄高铁，2个小时左右

就到了，不仅时间上大大缩短，探亲的旅途
也更加舒适。

在国家大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作为曾经的水路新安江以及陆路徽杭
古道，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使命。2018年 10

月，新安江百里山水画廊项目被列入黄山市
打造旅游新名片重点工程，沿着新安江水脉
的皖浙 1 号公路风景线建设也同步正式启
动，力争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徽杭古道
则将打造成为杭州、 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旅游
爱好者的户外徒步天堂。 全域旅游产业政策
的推广与带动， 让新安江沿线的乡民享受着
政策发展的红利， 逐步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
快速路。

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进程中，便利、舒适的交通环境，特别
是在 2018年 10月杭州都市圈第九次市长联
席会议上， 黄山市被正式纳入杭州都市圈的
成员，让黄山、杭州两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脚
步走得更加坚实有力，产业不断融合，彼此联
系更加紧密，为黄山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共享一个圈”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从奔流不息的新安江水，到杭黄高铁大
动脉，不同时代的交通联系方式，让“人间仙
境”的黄山与“人间天堂”的杭州始终保持着
割舍不断的情愫。 两地归属不同行政区域，

却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徽州杭州两座名城一江相牵，处出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源头活水出新安，百转千回下钱塘
道光十六年（公元 1836年），

13岁的胡雪岩孤身外出闯荡，到
杭州当学徒。当时的徽商到杭州，

可以选择沿着徽杭古道前往，也
可以选择水路顺钱塘江直抵杭
州。无论哪一种，皆很费时。

2019年 1月 4日，杭州市党
政代表团搭乘高铁赴黄山考察，

举行区域合作工作交流座谈会，

签署“1+9”合作协议，当天下班
前即赶回杭州。

历史上，杭州和徽州就有着
密切的交往，随着杭黄铁路的开
通，两地之间除了古代的水陆两

条通道、十多年前通车的杭徽高速公路（黄山方面称为“黄
杭高速公路”）之外，又新增一条通道，而且是最快的通道。

这两座旅游名城牵手前行，处出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杭黄缘分“一江牵”

“浙江水出三天子都。”此处“浙江”系浙江省最大河流
钱塘江的古称，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最早提出钱塘
江源头的是《汉书·地理志》，该书简略地提出浙江“水出丹
阳黟县南蛮中”。《后汉书·地理志》又提出“浙江出歙县”。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肯定了《汉书》中的说法，在《水经注》

中明确指出“浙江水出三天子都”。一条钱塘江，黄山在上
游，杭州在下游。

相较于驴友们所熟悉的徽杭古道而言，徽杭水道名气可
能要小一些。从徽州出发，经过深渡古镇，当年很多徽商就是
从这里通过水路顺钱塘江而下前往苏杭，再经运河勾连的各
大水系前往全国各地的。如今隐秘如世外桃源的深渡古镇曾
是徽州通往浙江的水上咽喉， 亦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
可以说是徽商的起点之一。

“源头活水出新安，百转千回
下钱塘。”襟江带湖，古时杭州和徽
州的交往， 恐怕都离不开这条水
道；如今，杭黄铁路建成通车，两地
时空距离再度缩短。 有意思的是，

从地图上看，新建成的杭黄铁路是
一条“贴”着钱塘江而建的高铁，似
乎是对杭黄两座城市 “一江相牵”

的一种呼应。

黄金旅游“一线连”

一头是 “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人间天堂，一头是“黄山归来不看
岳”的第一名山，中间还有千岛湖、

西递宏村等众多独特旅游资源、特
色经济产品，杭黄铁路就像一根项
链，一下就把这些原本散落的资源
“珍珠”串了起来，让杭州—黄山这
条新的经济带充满了想象空间。杭
州和黄山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都
有享誉世界的经典旅游品牌，打通
杭州至黄山的交通动脉，将这条黄
金旅游线串珠成链，其叠加效果将
发挥出乘数效应。

本世纪初，杭州就提出了“城
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
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杭州
旅游西进，而这一场“西进”就是沿
着钱塘江布局的，实际上也为杭黄
两地在旅游方面的深入合作奠定
了基础。

如今，杭黄两地也明确借势杭
黄高铁的开通，打造皖浙世界旅游
目的地，不仅要延续拓展 G20旅游
优惠政策，还要打造杭黄世界遗产经典游、“名城—名江—

名湖—名山—名村”产品路线。这种优势叠加的做法，更能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的
增长点。

旅游当然是杭黄之间的共同议题，实际上杭黄之间已
经不仅仅是旅游上的合作，也包括其他产业。例如近年来杭
州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经开始转移到黄山市各
经济开发区， 浙江大学也已在黄山设立了工业技术转化平
台。因旅游合作而延展到全方位深层次合作，是杭黄两地融
合发展渐入佳境的真实写照。

融合发展“一家亲”

和很多城市之间“相爱相杀”不同，杭黄两地一直都以一
种竞合的方式互补共进，更像是一对难得的“好兄弟”。

2018年 10月 25日下午，在杭州都市圈第九次市长联
席会议上， 黄山市正式加入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协调会，

黄山周边，还分布着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但为何黄
山独独钟情杭州都市圈？黄山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情谊，

也因为未来。进入新世纪后，两地的经济、文化、交通、民生
交流，更是与日俱增、更加密切。

在黄山市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了融入
杭州都市圈的内容，如 2017年提到推动产业融合、政策协
同，加快融入杭州都市圈，形成双向互动、内外联动的全面
开放新格局；2018年提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
济带， 加快融入杭州都市圈；2019年则提到要落实全面融
入杭州都市圈实施意见和黄杭两市“1+9”战略合作协议，

主动对接都市圈新一轮总体规划和系列专项规划，全力推
进黄杭同城化建设步伐。此外，今年初，黄山市还出台《关
于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实施意见》。

通过融入杭州都市圈，特别是杭黄铁路的开通，黄山
接轨上海又多了一条快速通道，沪杭黄发展轴的分量将更
重。值得留意的是，黄山近年来主导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
示范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创新试点，在经济转
型升级、城镇化推进、文化保护弘扬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杭州作为长三角黄金南翼、黄山作为长三角纵深腹地，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