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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上海人吗
一个两可的答案

读书周刊：您的新著《上海人解析》，既宏
观解读了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分析了上海城
市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又通过一些人物个案
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上海人特性的认识，读来
既有学术深度，又十分有趣。但我注意到，您在
前言中写到：我时常被问及“你是上海人吗”，
也时常自问“我是上海人吗”，答案永远是两
可的。为什么“答案永远是两可的”？

熊月之： 我是上世纪 70年代因为当兵而
来到上海的，祖籍是江苏淮安。但即使在上海
出生的人，填写籍贯时，认的也大多是祖籍。所
以，论籍贯，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又完全可以说
是个上海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大部分
上海人都有这个问题。

读书周刊： 那您如何定义您的解析对象
“上海人”？

熊月之：解析上海人，需分清两类不同内
涵的“上海人”概念。一类是纯粹籍贯意义上的
上海人，另一类是在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方
面自具特色的上海人，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
上海人。

开埠以前， 上海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
征。他们或植棉，或制盐，或种粮，或捕鱼，或经
商，文化上受苏州影响较大。那时，即使某人自
称上海人，或提到某人是上海人，例如说徐光
启、董其昌是上海人，都只有籍贯上的意义。

开埠以后， 特别是 19世纪 60年代以后，

大量移民涌入， 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1843 年上海开埠时， 城市人口约 20 万，

1900年就超过了 100万，15年后就翻了一番，

到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已是 546万。短短
一百年间，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
而成全国第一大都市。

在中国各种人群中，上海人成为被讨论的
对象， 首先就是因为人口达到了一定的数量；

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对其他地方人民产生不
了影响，也就不会被关注、被讨论了。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开埠后的上海人才
开始形成其独有的文化特征？

熊月之：是的。成为被讨论对象，除了要有
人口的数量，还要有文化的异质性。

在一个多世纪里，除了前后三次较大规模
的战争，即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引发的来沪潮，其他更多的是受上海这座城
市的吸引而来沪的创业者。自 19世纪 70年代
以后，随着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洋
务企业的创办，随着缫丝、棉纺、面粉等实业的
兴办，上海周边来上海谋生、发展的人迅速增
多。上海无与伦比的集聚功能，吸引着来自各
地形形色色的人，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提供了
广阔天地。这就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农耕体系下
熟人社会的移民社会。熟人社会，大家知根知
底，每双眼睛都盯着你，依靠道德约束实现自
治；移民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大家循社会角
色而进行交往，这在之前的中国其他城市是没
有的，新的社会形态会孕育新的规则，产生新
的社会文化。

读书周刊：您书中提到，据上海自 1885 年
以后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
口通常占 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
常占 75%以上。到 1950 年，非上海籍人口占
85%，上海籍人口仅占 15%。为什么在非上海
籍人口远多于上海籍人口的情况下，上海人
会形成了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
体，与北京人、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山东
人等并提？

熊月之：虽然客籍远多于主籍，但主客籍
的界限被消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概念，

正是伴随着主客籍界限的消解而形成的。

任何一个移民城市，都会形成土著与客籍
的对应关系，上海亦然。大量事实表明，在开
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 上海居民存在着较为
明显的土著与客籍的对应关系。 但到了 1900

年以后，上海主客的界限迅速消解，这主要源
于华界市政建设近代化的推动， 特别是上海
地方自治运动的推动。 这是上海居民上海意
识增强的表现。通过上海地方自治，最能反映
上海移民认同意识的， 还不在于修了多少条
路，筑了多少座桥，而是领导上海地方自治的
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客籍绅商。

那么多的外来移民，出钱出力，投入上海地方
自治运动， 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
上海人身份， 同时也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
了他们。

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同一时期发生在上
海的一些事件， 也证明了上海主客界限的消
解。其一是地方官员表彰外来移民；其二是上
海沪军都督府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

到民国初年， 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已成普遍现
象。其时，上海出版了一批《上海名人传》《上海
工商名人录》，所收多不是上海本地人。

上海人的内涵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先是
指狭义的拥有上海籍贯的人； 到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内涵逐渐扩大，泛指一切在上海安家
立业的人；到清末民初，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
泛认可。

精明不高明吗
一种双面的解读

读书周刊：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不是纯
粹从籍贯意义上，而是从行为方式、审美情趣
等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个词的？

熊月之：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一次，是李鸿
章在 1900 年与李平书的谈话：“君是上海人，

当与洋人习，何不度德、不量力乃尔！”那时，李
平书在广东一个县做官， 领导乡民与洋人斗
争，李鸿章教训他措理失当。在李鸿章潜台词
中，上海人当是通晓事理的明白人。

到辛亥前后， 在报刊书籍中，“上海人”不
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 且常与北京人、汉
口人、南京人并提。1910年，《新闻报》称：“人皆
谓上海为风气开通之地，而上海人亦遂以开通
风气自负。” 报刊上甚至还出现了将上海人作
为插科打诨取笑对象的文章。

读书周刊：一般认为上海人具有哪些行为
特征？

熊月之： 关于上海人行为方式方面的特
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有过不少讨论，

尽管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以下五点是较为
一致的：

一是处世精明。精明，俗称门槛精，有褒有
贬，含义比较复杂，我认为这是一种在承认现
实制度、规定、秩序前提下的，以机智的方式实
现个人目的的处世原则。

二是讲究实惠。 实惠常与实用、 实利、实
际、实在联系在一起。上海人本能地反感那种
远离现实的、空洞抽象的说教和大道理，而喜
欢实实在在地工作、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三是重视规范。上海人善于建立和遵守各
种规章、制度、办法，一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

很快便会有对应的新规则出来。这是商业中的
“契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四是“崇洋”。近代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上海人对西洋文化的热情，经久
不衰。即使解放后，上海人对西方世界还是有
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这从改革开放后
的出国潮中可以依稀看出，上海人的涉外婚姻
也较其他城市多。不过，上海人崇洋却不媚外，

近代以来，在反帝斗争中，上海一直站在斗争
的前列。

五是行动敏捷。 行动敏捷就是注重效率，

连走路，上海人都叫“跑路”，一个“跑”字，活现
了上海人行动敏捷的特点———不跑不行，不跑
必落后。

张爱玲说得很深刻：“上海人是传统的中
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
畸形产物的交流， 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
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人这些行为
特征的形成， 是他们长期生活于高度商业化、

现代化、法制化、移民化大都市的结果，是中西
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高度
商业化，使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角色和实际利
益，有较强的岗位意识和契约意识；快节奏的
现代化生活，迫使人们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
系。

读书周刊： 五点之中，“处世精明”是核
心，“讲究实惠”、“重视规范”等其他四点都
可以看作“精明”的一种外化，但一种流传甚
广的、对上海人的批评就是“精明不高明”。

熊月之：精明与高明，本为近义词。按《辞
海》解释：精明，精细明察。高明，精明高妙。但
放到上世纪 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里来评价
“精明”与“高明”，其褒贬是很明晰的。其实这
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上海人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是比
较遵守规则、尊重规范的，知法、守法，并运用

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也比
较重视“游戏规则”。1949年以后，高度计划经济
体制更强化了这种循规蹈矩的传统。 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
轨，旧规范须破而未破、新规范将立而未立，当时
的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
交通、住房、污染等问题搞得上海人灰头土脸。由
经济溯文化，当时的人们就把上海的落后归咎于
上海人的素质，“精明不高明”论不胫而走。其实，

当时上海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人的
素质问题。但毋庸讳言，在经济转轨时代，上海人
遇到“红灯”停下来而不是绕道走，没有把近代上
海人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继承下来， 确实有些落
伍。

另一方面，制度化、规范化毕竟是现代化社
会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是个过渡期，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 新的规范是一定要建
立、完善并遵守的，守规则、重规范的传统最终还
是上海人的优势。即使是转轨期，守规则、重规范
一般也被认为是诚实、懂行和可靠的品质。有资
料提到，“上海的外资企业成功率最高， 达 98％，

居全国之首。80年代末， 连续 3年的全国十佳合
资企业，上海均占半数。”因为，“外商与上海人谈
判固然比较困难， 但与上海签订的合同符合规
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
较高。”

读书周刊： 此外还有批评上海人缺乏血性、
即革命性的说法。

熊月之：“七君子”没有血性吗？宋庆龄没有
血性吗？上海人的血性，不是那种不讲策略、不计
后果的鲁莽，而是具有智慧和韧性。

上海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
密切的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
有关，也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
别关心， 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

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
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

“五卅运动”中一马当先。

尤其是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
胜利， 上海一直是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在上海诞生及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

数量特别多，影响特别大。《上海音乐人与抗日救
亡》一章中有详细的讲述。

开放、创新、包容
是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读书周刊： 在上海移民中有个比较普遍、有
趣的现象：在家里，或与同乡在一起，他们说家乡
话、吃家乡菜；到街上，到外地去，则说上海话。当
别人称赞上海人时，他认同自己的上海人身份；
当别人批评上海人时，他又强调自己的家乡身
份，甚至附和对方一起批评上海人。您怎么看这
种现象？

熊月之：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近代上海
出版的许多杂志、小报，以批评上海人为能事，但
查一查那些编辑， 大多是在上海生活已久的移
民，称得上老上海了，但他们批评上海人时，毫无
心理障碍。就连名人也是这样。陈独秀是与上海
关联特别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当时和今天的
人看来，他就是上海人，但他批上海人、上海风气
批得最狠。还有 20 世纪 30 年代，沈从文等北京
文人撰文批评上海文人， 引起京派与海派的讨
论。鲁迅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京派”与“海
派”》《“京派”和“海派”》《南人与北人》，对两派各
打五十大板， 但客观上为海派说了一些公允话。

鲁迅说时并未以海派或上海人自居， 殊不知，其
时北京有些文人，正是将鲁迅归入海派一类的。

上海移民对家乡与上海的这种双重认同，无
意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

机制。 回顾上海自近代以来直到 21世纪初对于
上海城市文化的历次反思与批评， 那些最切肤、

最深入、最细致的意见，往往出自那些久居上海
的移民学者。他们在进行反思与批评时，其心理
结构与当年的鲁迅相同，超然、冷峻，没有任何心
理负担。这种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机制，正
是上海文化能够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动力
源泉。

读书周刊：书中有一个章节《略论近代外侨
对上海城市的认同》，这种他者视角是对解析上
海人的一种特别补充吗？

熊月之： 我有意识地想在书中解决三个问
题：本体论，即上海人是谁；认识论，即人们是怎
么看上海人的；最后一个是方法论，即如何解析。

在人们怎么看上海人的问题上，外侨是不能忽略
的一个群体。

侨民是全球化过程中因人口远距离移动、长
时间居留而出现的普遍现象。近代上海是中国进
入全球化轨道的先行城市，也是吸纳外国侨民最
多的城市。上海外侨国籍最多时达到了 58个。

开埠初期， 有些侨民属于纯粹的冒险家，对
他们来说，上海只是投机、赚钱的地方；10年、20

年过去了，生活在上海的外侨，由年轻而年老，由
事业起步而事业有成， 对上海由陌生而熟悉，上
海的一街一弄、一路一桥、一草一木，出现、发生
在上海的许多人与事，已成为他们人生记忆的重
要组成部分， 甚至成为他们亲身经历的内容，他
们对上海的认同感与日俱增。一些寓沪多年的西
方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

他们不愿意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1893年， 外侨
举行上海开埠 50周年庆典， 其间有寓沪西人致
信《新闻报》馆，就自己仍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一
事进行讨论，认为自己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
贡献甚大，不应该再被视为外国人。这封信很有
意思，也很有价值，所以我特别予以强调。

上海开埠是鸦片战争的产物，是英国等西方
列强侵略中国的结果，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中
西和谐的产物。但对于开埠这件事本身，上海绅
商和外国侨民没有赋予明显的负面意义，而是肯
定其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肯定其中外
双赢的通商效果。直到今天，上海依然是很多海
外人才创业、工作的首选城市之一。

读书周刊： 过去客观存在，过往形塑未来，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开放、创新、包
容”这一上海最鲜明的品格，根植于城市历史之
中。

熊月之：既根植于城市历史，也体现于城市
现实，更引领着城市未来的价值取向。其实，对于
每个城市精神的概括，都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
选择，更是一种期盼。任何城市精神的归纳都是
带有祈向性的，概括和宣扬城市精神的重要性也
就在这里。

纵观开埠以前、开埠以后、计划经济时代与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不同
历史阶段各有不同，但也有贯穿始终的相同或相
通之处，即开放、交汇、竞争、创优。上海襟江带
海、腹地广阔的自然禀赋，在闭关锁国的农耕时
代，只能处于大一统中国的边缘位置，其优势难
以凸显。一旦处于对外、对内高度开放的环境，在
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上，上海便由边缘变为开放
前沿与交汇中心。开放、交汇、竞争、创优四者中，

开放，包括对外、对内两个方向的开放，是前提和
基础。没有开放，就无从交汇，无从搭建起中外文
化和国内各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交融平台。没有
高度开放与充分交汇，就难以产生体现全球或全
国水平的竞争，也就难以创造出全球、全国第一
流的物质或精神产品。

开放、创新、包容，“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
开幕式上的这番话，是对上海的赞誉，也道出了
对这座城市的深切期望。

作为上海史研究的领军者，这一次，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
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上海人。他的新著《上海人解析》，试图破解上海人海纳百川的“基因密码”。

聊聊阿拉上海人，既有趣，更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关联着这座城市的明天。

欧洲之门
■ 刘莹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
明的断层线上，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相
遇之处，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
洲的门户：当战争和冲突到来，关闭
的欧洲之门成为阻挡东来或西来侵
略者的屏障； 而当欧洲之门开启，乌
克兰就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东方与
西方的枢纽。

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
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

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
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文
明在此接触，塑造出乌克兰独特的边
境身份。它是欧洲的面包篮，也一度
成为杀戮的战场。从罗马帝国到奥斯
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
王朝，甚至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每个
帝国都索求乌克兰的土地与财富，在
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
洛基以同情的理解，写下欧洲之门所
经历、所见证的 2000 年，为理解东
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
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 历史往往从
大国、胜者的角度书写，而通览浦洛
基的《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历
史》，能脱离以某个东方或西方大国
为依归的观念，用边境之地的视角，

重新审视帝国的起落和东西方的相
遇。

《欧洲之门》虽为理解当下政治
危机的动机所驱动，却是着眼于 2000

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完整历史。因为
浦洛基认为，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
及其对世界的冲击，就需要对这些问
题的根源进行考察，也就是从乌克兰
边境身份、民族身份的起源和发展开
始考察。虽然一时一地的政治过程很
重要，但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持久
的因素， 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正
是通过从希罗多德时代至今的长时
段考察，浦洛基回溯了定居人口与游
牧人口的相遇，以及存续至今的欧洲
东西部政治文化差异。

浦洛基是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
院院长，他在欧洲、北美治学数十年，

深耕东欧政治、思想、国际关系史，曾
获众多学术与写作奖项。 他生于俄
罗斯，成长于乌克兰，1986 年乌克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时
候，他就在 500 千米外的大学教书。

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从学术角度
看， 浦洛基都有资格书写一部乌克
兰的通史。

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
量冲突的焦点。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
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再度对
立。 乌克兰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焦
点，但人们对这一欧洲面积大国却知
之甚少：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

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
角色？ 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
罗斯人？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
底应该属于谁？ 为何乌克兰采取的
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 理解
2000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有
助于我们看清东欧与世界的过去和
未来。

书名“欧洲之门”当然是一个隐
喻， 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也
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手段。欧洲在乌
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乌
克兰在欧洲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门”的定义。

《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
[美]浦洛基 著
曾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上海人解析》
熊月之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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