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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两地书

—镇江人看南京——
—
——

—南京人看镇江——
——
—

走得越远，
越觉得南京也是家

比邻而居，
“同城待遇”何分彼此

本报见习记者 殷梦昊

全 国各地走得多了，经常会遇

老七 媒体从业者

眼花缭乱。
此后妈妈每次去南京出差，我
便喜欢像跟屁虫一般跟着，走街串
巷、泡书店、吃小吃。我慢慢才意识
到，南京不是典型的江南。同样是
南方名城，苏州是婉约派，南京是
豪放派。 南京像是一个质朴的大
哥，从不摆架子，细枝末节处不算
精致，却足够包容亲切。
但南京终究是大城市，要比镇
江发达得多，还有很多好学校和大
企业。特别是高铁开通后，两地车
程只有 20 分钟，一天几十趟班次，
越来越多的镇江年轻人都过上了
“早上去南京上班、 晚上回镇江睡
觉”的“双城生活”。去年底，南京第
一条跨市域的城际轨道交通线
路——
—宁句城际正式开工，计划于
2023 年 6 月通车试运营，标志着宁
镇两地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镇江人想
去外地发展，南京几乎一直都是首
选，因为离家近、机会多。我的爷爷
就是在南京念的中专，外公年轻时
在东北、西北工作十几年，后来拼
命申请调回南京才心安。
以前不大理解外公，一个镇江
人为何如此迷恋南京？现在有点懂
了，走得越远，越觉得南京也是家。
再说说我眼中的南京人吧。小
时候总听大人们说“南京大萝卜”，
搞不懂什么意思。后来得知，那是
指南京人身上有种质朴、憨直的气
质，少了些南方人的细腻，多了些
北方人的豪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
老南京，大都是热心肠，碰到陌生
人也喜欢瞎侃。
要说具体例子，不得不提我的
“南京奶奶”， 一个可爱的南京女
人。
南京奶奶比我的亲奶奶小几
岁，大眼睛，波浪卷，下巴上有一颗
漂亮的痣。 印象中她一直很时髦。
小时候她每年来镇江看望奶奶，我
以为是远方亲戚，后来才知道她其
实跟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

到尴尬：自我介绍的时候，如何介绍
自己的家乡镇江？“南京的旁边”算
—总会有人
是一个直观的形容词——
不知道镇江， 但不会不知道南京在
哪儿吧？镇江人总是有些无奈的。镇
江是江苏省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的
城市，在周围几座大城市的包围下，
常常变成“小透明”。
从地理位置上看，南京和镇江
大面积接壤，“我中有你、 你中有
我”。 因为地处长江和京杭运河的
交界处，镇江自唐代以来就是漕运
重镇。 北方来的文人商贾登了岸，
下一站必定是秦淮河畔。 如今，属
于南京的溧水、高淳、江宁都曾是
镇江的一部分，而现在行政上隶属
镇江的句容，历史上又长期属于南
京。
不管行政区划怎么变，对普通
老百姓来说，与一个地方的亲疏远
近无非看两点： 饭能不能吃到一
块，话能不能说到一起。在这两点
上， 镇江和南京可以说毫无隔阂。
我们的菜同属淮扬菜系，都钟爱鸭
血粉丝汤、汤包、赤豆糊。但很少有
人知道，鸭血粉丝汤据传最早是镇
江落第秀才梅茗所创， 还曾经被
《申报》主编蒋芷湘题诗称赞过。我
们的方言基本都属江淮官话。尽管
发音还是有很大差别，但俚语有很
多共通之处。我有信心和一个南京
人用方言交流，但跟扬州人或是常
州人就不一定了。
没去南京之前，南京给我的印
象是古典文艺范儿。记得爸妈结婚
不久在玄武湖边留过一张合影，两
个年轻人咧嘴笑着坐在湖边，身后
是依依的柳树和氤氲的湖面，照片
旁边还有我爸临时写下的一首情
诗，浪漫极了。
直到上了小学第一次到南京
玩， 我才领略到南京的另一面。记
得当时坐在出租车里，窗外是一座
座高楼，街头是涌动的人潮，简直

近

听爸爸说，她是当年知青下放插
队到了镇江乡下，年仅十六岁。奶奶见
她一个人可怜便救济了她， 在阁楼上
把她安顿下来。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就
从邻居家借来鸡蛋煮给她吃。 后来知
青返城，她就回了南京，几年后又寻回
村里找奶奶，从此再也没断过联系。
十年前，奶奶身患重病，被转到
南京鼓楼医院动手术，南京奶奶全程
陪伴左右，像亲妹妹一样给奶奶洗脚
擦身，只可惜未能挽救回来。几年后，
爷爷也再次去南京动手术，术后一直
住在南京奶奶不算宽敞的小屋子里。
南京奶奶让丈夫照顾，自己睡阳台。
今年春节， 爷爷八十岁寿宴上，
南京奶奶也专程从南京赶来。晚辈们
准备了很多节目， 接连上台表演。接
近尾声时， 南京奶奶也坐不住了，要
来话筒，用一口地道南京话高歌一曲
《遇见你是我的缘》，气氛好不热闹。

—尤其是
些年，一些南京人——
在镇江买了房的南京人，最关心的传
闻之一就是：镇江（或其一部分比如
句容市宝华镇等地） 何时能归属南
京。那些传闻往往有模有样，听来言
之凿凿，更是在年初济南莱芜行政区
划调整后又颇红火了一阵。
传闻毕竟只是传闻，至少目前看
来还不会成为现实。但这样的传闻恰
恰从另一个层面印证着南京和镇江
的关系之密切。在我看来，镇江在很
多南京人的心中，某种意义上甚至要
比南京自己下辖的溧水、高淳、六合
更有存在感。
这种存在感首先体现在距离上。
有个朋友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以
前有个同事是镇江人， 在南京上班，
每天都会回家， 上班用时是这样的：
从家到镇江站 10 分钟， 镇江到南京

高铁 20 分钟， 南京站地铁到鼓
楼站 10 分钟， 总计用时大概 1
小时多一点。 朋友感慨地说，自
己住在江宁，如果正常上下班开
车，1 小时经常打不住，也不知道
谁是南京人。
另一种存在感则深深根植
于文化之中。 虽然同是江南，但
从南京向东直到上海，文化差异
却十分明显。以苏州、无锡为代
表的是吴文化，南京和镇江则同
属江淮文化。自从三国时期东吴
在南京建都，尤其是永嘉南渡建
立东晋之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
南京和镇江堪称当时的政治文
化中心，比邻而居的两座城市一
衣带水，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联
系，也产生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
的亲近。
前些年去镇江，有幸在镇江
博物馆一睹佛舍利的真容。这 11
颗佛舍利出自甘露寺铁塔地宫，
据同时出土的石碑记载，这些佛
—就
舍 利 是 唐 代 名 相 李 德 裕——
是历史上 “牛李党争” 的那个
—从南京长干寺（即后来发
李——
现佛顶骨舍利的大报恩寺）阿育
王塔移置而来的。如今，南京重
修了大报恩寺，又大兴土木建了
佛顶宫，将牛首山的旅游升级提
档了不止一点，而早在几十年前
就出土的镇江佛舍利还养在深
闺，当真是低调得很。
说镇江低调一点都不夸张，
实际上， 镇江虽然是江苏 13 个
设区市最小的一个，但论起历史
文化来，和南京、苏州、扬州、徐
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相比毫不逊
色。祖冲之在这里将圆周率精确
到小数点后七位，沈括在这里写
出《梦溪笔谈》；米芾盛赞多景楼
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梁武帝萧
衍在北固山留下 “天下第一江
山”的字句；王昌龄曾低吟“洛阳
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辛弃疾曾高歌“千古江山、英雄

无觅，孙仲谋处”；在王湾眼中，这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王安
石心中，这儿“春风又绿江南岸”，可
“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里有法海和白
娘子水漫金山的传说，也有甘露寺刘
备娶亲的故事；这里有律宗祖庭隆昌
寺，也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茅
山……
如果想用文字来描述镇江历史
上的著名文化元素，恐怕不知道还要
写上多少。其实作为老家是徐州人的
我，总觉得跟镇江缘分不浅，在东晋
时候， 南渡的士大夫们怀念故土，给
南边的很多地方改了名字，那时的镇
江就叫南徐州，至今镇江还有一条南
徐大道。如今我定居南京，又因工作
关系在镇江往来众多，说来真可以算
半个老乡。
于是，在较为深入了解了镇江一
段时间后，我总会推荐外地来的朋友
们要到镇江去玩一玩，顺便还要科普
—一座美得
下镇江的城市推广语——
让人吃醋的城市。
这句推广语一语双关，既点出了
镇江之美，又紧扣了镇江最有名的香
醋，实在够妙。其实，关于镇江哪样东
西在南京人心中是第一印象，我试着
问了问身边的朋友们，排名靠前的有
下列这些——
—香醋、 河豚、 眼镜、茅
山、锅盖面、金山、刀鱼……还有那句
顺口溜：镇江有三怪，香醋摆不坏、肴
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
我想，这些答案，和每个人回答
的速度之快，又证明了一件事，南京
人对于镇江，真是太熟悉不过了。
如今，地缘上的距离仍在进一步
缩短。南京和句容的城际轨道交通已
经开始修建，建成后南京到句容仅需
30 分钟。 宁镇一体化喊了很多年，很
多东西都在一步步落实。在支付宝刷
公交还没实现的时候，南京镇江的公
交卡就已经实现了互联。 早在 2010
年两地就实现了医保卡互刷，宁镇扬
公园年卡也已经上线……
这么多“同城待遇”，其实已经超
越了行政归属与否。

“大南京”与“小镇江”之间难舍难分，更须共同破解做强提升存在感的难题

都市圈大格局与小城发展走向
比邻而居
南京农业
大学人文与社
会学院讲师

张娜
作为江苏省的“小透明”，镇江在
省内的存在感似乎不那么明显。在强
市如云的江苏，镇江既不敢望苏锡常
之项背，也不能与徐州、南通等相抗
衡， 尴尬地夹在南京与苏锡常之间，
成为江南最“弱”的城市之一。作为地
理、文化、心理上离南京最近的省内
城市，镇江多年来被当作南京的“小
老弟”， 被视为南京发展的主要后备
军。尤其在做大做强省会、打造都市
圈的大舆论环境下，南京面临着首位
度提升、 打造都市圈等一系列问题。
透过宁镇两城发展的反思，我们其实
也是在审视都市圈大格局与小城发
展的命运。

讣

谈到镇江的历史时，总是免不了
扯上南京。当年被巡游天下的秦始皇
看出有“王气”的，不仅有南京，还有
镇江。于是，秦始皇开始下令凿断京
岘山，修筑驰道，将谷阳改名为丹徒。
第一位将政权定在南京的孙权不仅
建了石头城， 还建了镇江铁瓮城。镇
江的过往与南京的历史纠缠在一起，
紧密得难舍难分。
在文学中，南京就是金陵。这跟
晋朝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有着莫大
的关系。北方皇室士族的到来改写了
南京与镇江偏居江南的风俗文化，使
得这两座城市混杂着南北之气，首先
表现在对语言的冲击上，直到现在宁
镇也是苏南仅有的两座不说吴语的
城市。
“镇江”之名，泄漏天机，呈现出
此地的地理关系，也透露出镇江的威
风凛凛。 作为名副其实的江南之城，
镇江却很少有放松的时刻。从地图上
看，镇江紧贴长江，向北突出的样态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
限公司副局级退休干部庞运城同志， 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4 月 1 日 11 时在华山
医院逝世，享年 81 岁。
现定于 2019 年 4 月 3 日 9 时 25 分在
龙华殡仪馆云霄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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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极力抵住长江的喉咙。早在孙
权建城时，镇江即是军事重地，后西
晋人口南迁，当时还被称为“京口”的
镇江作为重要渡口，承接了众多北方
流民， 在战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刘
裕就是在京口成长起来的北府军将
领，齐、梁两朝也延续刘宋王朝的习
惯，重兵把守这块险要之地。到了宋
朝，镇江再次从“润州”易名，变成如
今称呼的“镇江”，它像一个武士一样
披坚执锐镇守江南， 未敢有丝毫懈
怠，练就了“江南塞北”的独特气质。
过去的镇江还不是现在的 “小”
镇江， 在行政级别上甚至压过南京。
比如，唐初的时候，南京被下降为县，
隶属于镇江管理。大运河的开通使得
镇江更加繁荣起来，所谓“金陵津渡
小山楼”中的“金陵渡”其实指的就是
镇江的“蒜山渡”（现为“西津渡”），而
非南京，这也是镇江历史上最为兴盛
的时期。到了 19 世纪，镇江一跃成为
新兴的航运贸易中心。 民国时期，南
京被确立为首都，镇江还被定为江苏
省的省会。上世纪 70 年代，镇江大扩
容， 改为镇江地区， 管辖镇江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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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宜兴、溧水等 12 个市县，涉及现
在的南京、常州、无锡等多地。
然而，那个王安石笔下“京口瓜
洲一水间”的大镇江，最终还是成为
现在的“小镇江”。

发展之困
出了南京仙林就是镇江，从镇江
的市中心大市口到南京的新街口仅
65公里。这对携手相伴千年的历史古
城，在当下也骨肉相连。
近年来，尽管南京仍居于省会的
位置，不过南京的“憋屈”有目共睹。
长期以来， 南京的 GDP 排在苏州之
后，能带动的省内“小弟”似乎也只有
镇江了。尤其是去年济南与莱芜合并
之后，一时间关于宁镇合并的传闻也
愈演愈烈。 虽然南京已官方辟谣，但
是从这起合并风波中我们也能捕捉
到关于南京与镇江的微妙关系。
南京之困，表面上看是首位度的
“困局”，但实质上还牵扯到更深层次
的因素。关键问题在于江苏缺少真正
意义上的明星城市，无法聚集像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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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那样的资源规模。 做大做强南
京，更有着出于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
考虑。 目前国家中心城市已有 9 位，
南京能否成为第十城， 需要与杭州、
青岛、 厦门等城市开展激烈竞争，而
南京的人口、面积、经济体量尚不能
形成充分竞争优势。
一个城市的内在生长力离不开
产业的导入与经济结构的改善，工作
机会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如何加快
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 促使新经济、
新业态、新技术生长起来显然更为重
要。把握产业转型时机，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是南京弯道超越的必经之路。
这一步，绝不是“摊大饼”能取代的。

何去何从
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然开始进入大
洗牌的阶段， 更多的资源将向特大城
市、大城市聚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以及新出现的大湾区， 都在昭示着
大都市圈时代的来临。 在大都市格局
下，小城市命运又该如何？镇江似乎缩
影了小城市的尴尬、落寞与无奈。

在 2018 年的经济成绩单中，镇江
是江苏省内唯一以负增长引人关注的
城市，连续两年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未完
成人代会设定目标。 镇江的落寞并不
是一年两年了，曾经的繁华逝去，取而
代之的镇江名片乃是镇江醋与丹阳眼
镜，连苏北都将其远远抛下。镇江越来
越做实南京的“穷邻居”之称。
在不远的将来，或许我们就能见
到一个“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城市
格局重塑时代。远有夹在芜、马、合中
最弱的巢湖被一拆为三，近有济南和
莱芜的例子， 弱市小城将何去何从？
它们既无法与大城市争夺资源，也难
以找到自身经济增长点，更缺乏产业
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支撑。小城市的没
落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如果放在全国范围来看，镇江的
表现还不算太差，在全国百强地级市
中还能位居 50 名左右。 也许对于镇
江来说， 加快融入南京都市圈的步
伐，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依托当地高
校资源大力推进人才工程，才是破解
小城衰落难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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