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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新支点在哪里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
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考察近代
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知，名扬天下的
“大上海”是撬起江南、长三角乃至中国发
展的支点之一。如今，长三角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
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
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集群。

撬动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新支点可能
在哪里？不妨先了解一下上海发展的三个
空间维度。

第一个维度： 海洋与长江的支点。回
眸历史，从古代到上海开埠前，长江早期
与海洋的交汇点处于变动之中， 从扬州、

镇江一线，之后向江阴、太仓、宝山方向推
进。 隋唐的扬州正处在大运河与长江、长
江与海洋的交汇点上， 全国的水路中心，

成就了国际性都市的地位。

南宋以后，杭州成为都城，也是南部
中国的水路中心。元统一后，重开大运河，

裁弯取直，但并没有真正通航，漕运走海
路，临海的太仓刘家港成了海运中心和国
际码头，有“六国码头”之称。明初永乐宣
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就是从
这里起航。 这是因为刘家港依托了娄江，

有著名的至和塘，从太仓经昆山水路直达
苏州；那时苏州已经成为太湖流域水路的
中心，上海则是苏州的沿海“边缘地带”。

外贸港口， 宁波的地位也很突出。

早在鸦片战争前， 苏浙一带的商人， 从
停泊于宁波、 杭州湾钱塘江口的英美走
私趸船上， 将英国毛织品、 鸦片等， 用
帆船经上海县南部河道辗转输运到上海
县城。 当时外国船只不能直接开进吴淞
口， 进入上海。

然而，即便是东南沿海的宁波，也是
以苏州为“中心”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到宁
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说，宁波的银
铜价格是由苏州决定的。“刚到宁波不久
的时候，有一次我偶尔来到浮桥附近的一
条街上。 那儿挤满了一群情绪激动的人，

他们发疯似地大叫大喊并且打着手势。我
以为是遇上了骚乱，便转身问别人在这儿
的吵闹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时我才意识到
自己来到期货交易所。交易都是口头完成
的，一旦交易完成，双方便握一下手，然后
退到旁边去完成交易的细节。当时正在进
行的是用西班牙银圆兑换铜钱的交易，其
牌价是从两百英里之外的苏州用信鸽带
过来的。眼前那熙熙攘攘的场面使我清晰
地回想起巴黎证券交易所那震耳欲聋的
嘈杂声。”宁波的钱庄业一向发达，但仍然
要看苏州的脸色。收购生丝有所谓的“苏
州制度”， 就是宁波商人杨坊为怡和洋行
设计的。

上海开埠之后，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
以前，虽然外国船舶已纷至沓来，然而，东
南沿海航线上， 还没有形成以上海为聚会
点的南中国海航运网络， 还出现过以广州
一带为聚会点的东南沿海网络。直到 1857

年后，凭借长三角广大的腹地，丝、茶等出
口大增， 以上海为聚会点的东南沿海航运
网络，终于在 19世纪 60年代初基本形成。

第二个维度： 黄浦江与长江的支点。

上海的兴起与黄浦江有关，黄浦江与长江
形成了 T 字形结构。开埠之后，从吴淞口
进入黄浦江，在西岸兴建码头、仓储，建立
洋行，搞地产，上海兴起。根据光绪十三年

（1887），游历日本及美洲的清朝外交官浙江
德清人傅云龙的说法，当时上海海关管辖的
范围很大，大致今上海、江苏泰州、常州以东
的长江两岸各口岸，都在上海海关的管辖范
围。这些口岸的南岸，大多有河流与江南运
河相通， 北岸则有通扬运河与江北运河相
通。江苏长江南北腹地，特别是苏南江南运
河以北的各水道可入长江，再由长江经上海
吴淞口进入上海或入海下南洋。或者由黄浦
江、苏州河进入上海，再由黄浦江出海。沙船
贸易和漕粮海运很早就在上海兴起，就是由
于四通八达的水道沟通了上海港口与腹地
的联系。

第三个维度：黄浦江与吴淞江的 T字形
支点。 傅云龙指出：“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
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吴淞
之要害在李家口。”这是上海与长三角，特别
是沟通太湖流域最紧密的支点，也是上海在
1895年后持久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黄浦江
发源于太湖的淀泖地区，原本是吴淞江的支
流，但“后来居上”，黄浦江因淀泖之水而疏
浚贯通，成为长江入海处的最大支流，吴淞
江反而成了其支流。

吴淞江与黄浦江水道都伸入江南腹地，

吴淞江直接与江南运河沟通，沟通了上海与
苏南。吴淞江之口原在吴淞口，后来为黄浦江
所夺，实际成了黄浦江之口，由此出长江，由
长江通海，前往南洋。显然，真正深入长三角
腹地的不是黄浦江沿岸， 而是溯苏州河而进
入到的苏州。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航运权并没
有对列强开放。在条约中规定，禁止外商到乡
村任意游行、常住，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原
因是清政府害怕外国列强深入自己的经济腹
地。当时严格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江苏腹地，苏
州的开放相对比较晚， 曾有一些传教士从上
海乘船前往太湖，是偷偷摸摸行动的，并引发
了纠纷。后来，上海通往苏州、嘉兴的内河航
路被打开，上海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三个维度对上海的发展各有其意义。

第一个维度，上海沟通中国与世界；第二个
维度，黄浦江沟通长江与上海；第三个维度，

吴淞江沟通上海与长三角， 特别是太湖流
域。吴淞江从吴江松陵鲶鱼口东流，与运河
平交，而吴淞江在松陵沟通大运河，形成北
上南下，在平望交汇后，可往浙江的湖州南
浔等地，或到杭州。民族资本从江南运河沿
线向上海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湖淀泖地区地势
低洼，湖荡众多，近代黄浦江上游沿岸并非
上海发展的腹地， 特别是松江府所在地区，

像往浙江嘉兴方向的地区， 发展明显不如苏
州河方向，这与水路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及苏
浙腹地的发展水平有关。1958年后， 江苏多
县划入上海，上海的发展空间成倍扩大，上海
的宝山、松江、金山等区县不断工业化。改革
开放之初的第一轮发展， 长三角企业依托邻
近上海的地缘之利，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逐
步发展起来。苏南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一跃
而成为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长三角的第
二轮大发展是上世纪 90年代， 浦东大开发，

上海的空间由浦西向浦东扩展， 由此形成黄
浦江两岸与吴淞江两岸的均衡发达格局。苏
浙呼应浦东开发，积极跟进浦东新区建设，苏
州建工业园区， 从交通建设等方面主动积极
接轨上海，形成长三角区域开放的整体优势，

使之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聚焦区。

未来的竞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建设成
为新的发展目标。长三角城市群要立足于世
界级城市群之林，既要有国际化中心城市上
海的引领，也要靠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
州、无锡等城市的鼎力支撑。未来长三角的
优势在哪里？ 在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品
牌，在于上海在交通、航运、金融、高端制造
业、服务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
综合实力，更关键的是，苏浙皖的广阔空间
和经济、文化和人才支撑。目前，区域发展正
在向更加广阔的纵深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建设正加快推进，未来可能成为撬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新支点。

徽州与江南
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意思是“逢

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
某个官位。宋代就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
是从六品的官，朝奉郎则是正七品。在徽州，

朝奉却是一种普通使用的称谓，相当于今人
惯用的先生。当年，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

徽民皆称“朝奉”。旧时上海地区，一般称典
当铺子里的掌柜为朝奉。后考据学家查证出
朝奉和员外是相等的。 一般称富人为员外，

徽州多富商，所以称为朝奉。

徽州，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看已经不复存
在，但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包含着
过去的“六府一县”，而且还应该包含徽州文
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些地方。胡适在家乡
编纂《绩溪县志》时，一再强调“应注重邑人
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新志应列‘大绩溪’

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的方
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
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

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胡适的“大绩溪”说
的就是文化徽州。

大抵言之，徽商的主要活动地区，南则
吴越，中则荆楚，北则燕都，结成了一个有机
的商业网络。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 陆路交通极为不
便。因此，徽人外出多半走水路。新安江是徽
州境内最大的水系，它发源于祁门县，沿新
安江顺流东下，起伏的山峦渐渐被开阔的平
原所代替， 眼前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沃土。

这里就是商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苏松杭
嘉湖地区和淮浙盐场。再从苏浙地区沿运河
往北， 一路所经多为商贾辐辏的经济重镇，

由此分赴河南、河北等地，直抵北方最重要
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这是由徽州出发
往东经过的水路。

徽州境内另一重要的河道是昌江。由祁
门县进入昌江，顺流而下，不远就是江西的
浮梁。 浮梁很早就成为一个商业交换的中
心，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
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的句子。由浮梁再
沿昌江前行便可到达“瓷都”景德镇。曲曲折
折的昌江将舟船载入浩渺的鄱阳湖，进而同
长江相连。

此外， 芜湖一直是徽商北上、 南下、东
进、西出运销货物的转运地。一代一代的徽州
商人定居芜湖， 把芜湖作为商业往来的大本
营和桥头堡。在古代，芜湖有两条通往徽州的
道路。一条是从芜湖沿西津河（水阳江）乘船

至宁国河沥溪，然后登岸南行，越丛山关，入绩
溪达歙县；另一条是从芜湖沿徽水（青弋江）乘
船至泾县，然后登岸南行，经旌德，越新岭关，入
绩溪达歙县。由此可知，早在唐宋时期，由徽州
经宁国至芜湖的道路就已经畅通无阻了。

与徽州毗邻的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徽州
人持续性移民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徽商在上
海的活动，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据明万历年间的《云间杂识》记载：早在明
代成化年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这是
有关徽州人在上海地区经商的最早记载。位于
长江口的松江府是明清时期全国工商业最为
发达的区域之一， 吸引了众多徽州人前往经
商。在一些史志里，多有“贾松江”“贾云间”“居
云间”“商游吴淞”“业贾上海”“贾于嘉定”的记
载。徽州人对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市镇的形成
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类活动大
致可以分为单纯地在客地经商和深入地移民
定居两种状态。

客地经商是徽州人在上海市镇移民活动
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 如地方志和乡镇志记
载：嘉定县南翔镇“因寺而名，其地东西五里，

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
镇。”宝山县大场镇“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商业
首推布匹，棉花次之。从前山陕布商、徽商等来
此坐贾，市面极盛”。显然，徽州人的商业行为
成为很多上海市镇兴衰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经商行业的分布上，充分体现了徽州人
既充分利用家乡独特而优越的自然环境，又紧
密结合上海市镇经济发展的特色。明人叶梦珠
说：“松民贸易半仰给于纺织。”《外冈志》说：该
镇“四方之巨贾富狙，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

遂称雄镇焉”。 到了清代乾嘉之际， 棉花更是
“近镇遍栽，以资纺织”。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
黄渡镇、娄塘镇、真如镇、南翔镇、厂头镇、安亭
镇等市镇中。当年徽商主要经营活动是“吾乡
贾者，首鱼盐，次布帛”。棉纺织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区域内外粮食贸易的发展和需求。据万历
《嘉定县志》称：嘉定县形成“以花织布，以布易
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的经济格局。早在
明代，旅沪徽州商人已将各种家乡产的茶运销
到上海地区，而清代以后经营茶叶生意的更是
有增无减。胡适先生出生在安徽绩溪茶商的家
庭，乾嘉年间“先曾祖考创开方和字号茶铺于
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资生。”徽州茶商
大量来沪的时间大体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明清
时期徽州盐商在上海地区十分活跃。当时，苏、

松两府是行销浙盐的口岸之一，上海地区行盐
的商人几乎全是徽人。上海地区典当业是继棉
纺织等而发展起来的，同样构成明清时期上海

市镇繁荣的重要元素。据载“布庄开张，典商望
风而至，百货骈集，遂成闹市，而镇终始有殷实
巨户矣。” 如明代嘉靖年间歙县著名典商汪通
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质铺规模极大，“里中富
人无出处士（汪通保）右者”。此外，徽商还有利
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从事木商生意的。

也有相当多的徽州人选择在上海市镇中
扎根下来，由客居转化为土著。徽州人，在上海
地区乡镇志的人物传记中大都未被列入 “流
寓”一目，表明他们已经被视同本地人。徽州人
在上海市镇中移民定居的主要方式为：一是注
重与地方精英文人的文化交游活动。最具影响
力和代表性的是休宁人程嘉燧， 他与唐时升、

娄坚、李流芳并称为“嘉定四先生”，是明末一
大诗人，善丹青，又与董其昌、杨文驹、张学曾、

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李流芳并称“画中
九友”。李流芳也是徽州歙县人，在南翔镇金黄
桥堍建檀园。园内云壑幽邃，疏朗散淡，很受文
人雅士的青睐， 成为嘉定地区的诗坛中心。二
是积极培养子弟在定居地读书入仕。徽州移民
在上海市镇中占籍科举成功的不乏其人。如
《重辑张堰志》“清，黄枢，徽州籍”、《石冈广福
合志进士》“明，戴冕，祖某，休宁人”均科举成
功，完成了由外地到本土、由贾到儒的转变，从
而最终为实现在上海市镇中的身份转变、成为
望族创造条件。 三是积极参与乡镇志的修撰。

地方志书的编纂是一种文化权力，是江南士绅
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之一。如金山县《干巷志》

《朱泾志》的纂修者朱栋，就是徽州籍移民的后
代。《南翔镇志》的修订者程枚熙也是徽州移民
的后代。四是注重宗族组织的建设。徽州人定
居上海后，把宗族组织搬到入籍地，以壮大其
地方势力。徽州人还会通过联姻以及各种慈善
义举来进一步加深融入上海市镇的进程。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近代大都市崛起的中
心吸引力和商机，徽州人更是选择集中到大都
市中发展。移民也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发展
的重要动力和显著标志。

开埠之初，整个上海县人口总数不超过 25

万人， 但到 1942年， 上海的人口已高达 392

万， 至 1949年上海解放， 全市人口已增加到
554万，其中非本地籍人口 471万，占总人口的
85%。1950年初， 迁入上海的人数超过 100万
的省份有江苏、 浙江， 超过 10万的省份有广
东、安徽、山东，超过 1万的省份有湖北、福建、

河南、江西和湖南。人口构成中有相当比重的
是安徽移民，其中徽州人表现非常突出。他们
开始改变开埠前散处于上海地区所属各县城
乡的广大城厢、村镇和集市的面貌，逐渐汇聚
于上海邑城之内。

江南文化“铿锵北上”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江苏大内斗”，会跳
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标题，例如《大内斗省的
江湖简史》，江苏如何或者为何成为“大内斗
省”？ 似乎经济大省、 文化大省江苏笃定与
“大内斗省”有缘。本人一笑了之，实在不敢
苟同。苏南苏北经济、文化等差异明显，甚至
心理上有隔阂，确是事实，但伴随苏南苏北
大规模有梯度的经济文化合作， 江南文化
“铿锵北上”， 并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也
是事实。

其实，黄河夺淮前的苏北并不比江南逊
色。以我的家乡淮安市涟水县为例，宋熙宁
八年，苏东坡卸任杭州通判，经运河入涟水
出淮河口北上前往山东赴任，为涟水旖旎风
光所吸引，写下了《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
之》：“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
（注：浙江湖州）比”。古代的江南曾是荒蛮之
地。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造
成了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
技术和文化，和当地人共同创造了富庶文明
的江南，唐宋以后，江南地区逐步成为全国
经济中心，“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多水，灵
动的水是江南基本符号，江南文化的底蕴是
秀而雅，又较多地融入了工商业元素和工匠
创新精神，因此，很能经世济用，领风气之
先。江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现象，颇值得咀
嚼玩味。

江南文化既有输入，也有输出，而且以
输出居多。从 16世纪后期到 19世纪的三百
年中，“天堂”苏州和杭州曾是中国经济文化
最发达的城市， 引领时尚潮流和社会进步。

近代上海的崛起后， 江南更是如虎添翼。由
于古代陆路交通不便，大运河自然成为大江
南北主要交通要道。 江南的粮食、 棉花、丝
绸、茶叶等源源不断输往北方，还有大量的
人文交流，运河成为重要的文化线路，杭州、

苏州、扬州和淮安成为明清时期四大运河名
都。属于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地带的扬州和淮
安，自然具有南秀北雄的特征。直到今天，仍
有许多人会把扬州当作“江南”，因为许多古
书上就是这样写的。从文化意义上讲，扬州
属于江南也并不为过。现代淮安城市精神被

点化为“包容天下崛起江淮”，显示出个性化的
气度和担当。今天淮安、扬州正在建设南北融
合、开放包容的淮扬文化高地，其中就有不少
江南文化的元素。

今天江南文化“铿锵北上”，得益于国家
和地方发展战略的积极推动， 江南经济重镇
和文化高地的溢出效应。受土地、资源等因素
的影响，江南既要“腾笼换鸟”，也要拓展新的
发展空间，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苏北成为
首选之地， 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成为强大
“助推器”。苏北许多城市将会受益，去江南
招商引资成为苏北发展的重中之重。 前些
年，苏州与宿迁、南京和淮安等苏南城市和
苏北城市结对，推动扬州、泰州、南通等地跨
江融合发展，推动宁镇扬一体化，推进扬子江
城市群建设， 都是为江南经济文化梯度转移
“铺路”。

如果说过去主要靠运河纵向传输，那么今
天则靠运河和长江形成十字形全方位传输。今
年 2 月，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纲要》，力推大运河
文化带，为江南运河和苏北运河大规模文化交
流合作提供了制度安排。江苏境内长江干线总
长 803公里， 按现有规划， 要建 36座过江通
道，“天堑变通途”、“苏南苏北一线牵” 将成为
现实。过去人们常说“南通难通”，现在通江达

海的南通发展势头强劲，从“上海北”到“北上
海”，还要做上海“北大门”。上海有一块“飞地”

在盐城。1950年，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提出在盐
城大丰划出一片土地作为上海垦区，把海涂荒
原开辟成上海粮食和畜禽生产基地，成为正宗
的“北上海”。上海大丰农场成为盐城连接上海
的“桥头堡”和“纽带”，也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挥
之不去的“乡愁”。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沿江不靠海
的淮安已经吸引了 1200多家台资企业， 投资
总额 120多亿美元。2014年， 淮安获国台办批
准为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淮安
台资集聚起初靠的是人脉关系，后来植入了昆
山的亲商富商安商理念及其模式，逐步形成了
“101”服务平台，“101”就是 100%+1%，100%是
按照办事的程序，让台商 100%满意，还有 1%

服务是台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惊喜。中国台湾
有著名的 101 大楼，淮安“101”服务也可能成
为品牌。2017年 5月，《淮安市—昆山市台资经
济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顺利签署，淮安全面
加强与昆山的对接合作，加快复制推广昆山的
优势和经验。 随着 2020年 6月连淮扬镇高铁
和 2021年宁淮铁路贯通， 苏北腹地淮安构成
“米”字形铁路枢纽，中国运河之都淮安将多几
分中国台湾风情和江南文化，“包容天下崛起
江淮”指日可待。

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研究院扬州分院副
院长 扬州大学中国
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

刘怀玉

大 运 河 文
化带建设研究
院 研究员

王 健

上海市地方
史志学会理事

何成钢

在上海临港松江科
技城 G60 科创走廊联席
会议室，一名负责人介绍
规划分布图。

三年以来，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名称变更了
三次：从最早的 G60上海
松江科创走廊到后来的
G60 科创走廊，再到现在
的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

三年里，不仅仅是名称变
了三次 ，G60 科创走廊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
年均增幅 37%。

G60科创走廊是利用
长三角区位优势、良好的
产业基础和高校科研机
构集中等特点打造的区
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
平台，将成为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引擎。 新华社发

徐宿淮盐铁路连接江苏徐州、宿迁、淮安、盐城 4市，线路全长约 300公里，全程设计行车速度
为 250公里小时，是江苏腹地重要的铁路大动脉之一，被誉为江苏铁路的“金腰带”。目前，徐宿淮
盐铁路正加紧施工，预计 2019年底达到通车条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