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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上海留存着太多宁波舟山人的流风遗韵，交相辉映相互成就

以创新进取为底色 东海明珠更璀璨
李瑊 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

二十多年前，机缘巧合，我选择了“上海的宁波
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生
活在宁波，对明山甬水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在
上海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留存着太多宁波人的流风
遗韵。“宁波人”之于上海，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我小
时候就曾听老人说起过，如果一个宁波人说，我要出
门了，但他并没有说要去哪里，那就一定是去上海。而
“宁波人”所象征的“创新、进取”特质，也构成了上海
“海派文化”的基质。

在宁波府属七邑中，定海（舟山）是一个特别的
地方。这里山岛耸峙，海波连天，素有“南海圣境”

“海天佛国”之称，其中的桃花岛因金庸武侠小说栩
栩如生的描绘而更加令人遐想联翩。上海、宁波、舟
山，恰似镶嵌在东海之滨的三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交
相辉映，相互成就。三地特殊的地域关系，决定了它
们的亲缘关系。

沪甬舟三地的亲缘

舟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也是较早与外商
贸易、交流的地方。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舟
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
舟山”。唐朝开元年间始置县，称翁山县，宋元时为昌
国县，清康熙年间更名为定海县，道光年间改为定海
直隶厅，1912年又改为定海县。据历史资料记载：浙人
通商多自宁波定海出洋；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定
海设立“榷关公署”，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
岸之一。当时“船舶如蚁，舳舻相接，商贾云集，海船大
小以万计”。

1950 年 5 月，舟山群岛解放；1953 年，舟山专区
成立，从此不再隶属宁波。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历史
上宁波、舟山两地时有分合，但舟山大部分时期都属
于宁波管辖，两地语言相近，人文相亲，有着天然的亲
近感。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对甬舟
两地的关系，曾有这样生动的论述：宁波和舟山是历
史上血脉相通的一家人，现在是一对真诚相待的好邻
居、好伙伴、好兄弟。两地要打造“甬”结同心、风雨同
“舟”的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沪上工商领袖、定海（舟山）籍商人朱葆三的曾孙
朱全卿曾说过：“宁波、舟山本是一家……宁波 7个县
有 7 种方言，与宁波话都不一样，都有差别的，但舟
山话与宁波话的发音、腔调完全一样。”朱葆三 13 岁
时到上海闯荡，做出了一番成就，上海曾有一条“朱
葆三路”，因此朱葆三被看作在上海宁波商帮的代表
人物。

说起上海宁波商帮，就不得不提来自舟山的“定
海商人”。舟山人到上海经商历史悠久，“定海商人”因
而成为蜚声中外的“宁波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因
为定海人的“岛民”特性，也使宁波商帮群体特性中所
呈现的“海洋民族”特征更加浓郁。

成就不凡的定海商人

晚清以来，舟山在外经商者尤众。民国《定海县
志》言及定海商人的经营特点时说：“邑人经商，非如
他邑之人，携资立业，率皆空拳赤手，为人作嫁，赢则
俱利，亏则不损于已，故多满载而归，岛民敏捷，其性
然也。”

舟山人的“岛民”性格，源于其谋食渔盐，以捕鱼
度日的生活方式。“渔民击楫赴海，冲风犯浪，为百业
中之最艰苦者”。他们世代出没于惊涛骇浪中，历经无
数艰辛危难。“涉狂澜若通衢”的生存处境和“四面环
海”的地理环境铸就了他们勇于冒险的精神和性情。

旅沪甬商的代表人物除了朱葆三，还有上海益利
企业集团的创办者许廷佐、 中国机器染织业先驱王
启宇、在上海工商界有“多面能手”之称的厉树雄、享
有 “现代郑和”“世界船王” 美誉的董浩云、“企业大
王”刘鸿生、上海的出租汽车公司———祥生公司的创
办者周祥生、成功制造中国第一台电扇的叶友才、上
海西服业名店培罗蒙的创办者许达昌等等， 他们以
敢于冒险的精神，筚路蓝缕，在各个领域做出了卓著
的成就。

此外，定海商人还有两个擅长的领域：经理煤油
和从事买办行业。对此，《定海县志》中都有明确记载：

“经理煤油亦邑人特擅之业也，美孚、亚细亚二大公司
其各埠分销处几十之六七由邑人承办。”《定海县志》

中还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
人为首屈一指。”“康白度”是 comprador的音译，即“买
办”之意。上面提及的朱葆三、厉树雄、刘鸿生等人，既
是闻名上海的著名定海籍工商人士，也都有从事买办
的经历。

前景可期的一体化

2011年 6月 30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2013年 1月 17日，国务院批复了《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中的战略目标定
位，舟山群岛新区未来要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
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要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储
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 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
户、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
发示范区和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努力打造面向环
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2017年 4月 1日，又挂牌成
立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此利好消息不断，

使人们对舟山的发展充满期待，也对沪甬舟关系有了
新的期许。

如今，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悬
海而岛的舟山将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力争成为长
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舟山和宁波、

上海三地已有杭州湾跨海大桥、甬舟跨海大桥，实现
了 “天堑变通途”， 未来可能还有更加便捷的交通方
式。期待三地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实现深层次、

全方位、多维度、高质量的一体化，成为长三角一体化
进程中一串璀璨夺目的东海明珠。

林上军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舟山群岛
新区分社副总编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从舟山群岛出来的
人，不是渔民就是渔民的后代。而我的上辈，

恰恰是种田务农的，尽管田亩不多。我有时
想，这或许是因为我出身的那个乡镇，平田
较多，尽管这里也靠海，但讨海风险大，于是
祖先就选择了稳当的农耕生活。

我家在上海有亲戚， 那是我的亲伯伯，

很早就去上海谋生。 在父辈的四个兄弟中，

他是唯一走出岛屿的闯荡者，曾在孔祥熙手
下做事。可惜他英年早逝，留下我的伯母和
三个堂兄。 他们的家在十六铺码头旁边，早
年蜗居在一间小阁楼里。

有了这样一个渊源，家里经常有上海客
人到来，小时候也偶尔能吃上上海的奶糖、

饼干。长大后我才知道，其实，在舟山，有上
海亲戚的人家为数不少。新中国成立前，一
批舟山精英到上海滩打拼， 不但有了自己
的立足之地， 不少还混出大名堂。 如刘鸿
生、王启宇、叶友才、朱葆三等等，刘鸿生以
经营开滦煤炭起家，后将资本投资火柴、水
泥、毛织等行业，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
“毛纺业大王”； 王启宇在上海打造由中国
人自己生产经营的第一家棉布机器漂染
厂；上海电器业的创始人叶友才，旗下的华
生电风扇在国产电扇中历史最久、 牌子最
老，他与杨济川、袁宗耀仿照美国奇异电风
扇， 于 1915 年制成第一台国产电风扇。至
于朱葆三， 据说其一封信的分量胜过上海
道台的一颗印。

近代在上海的宁波帮商人名单中，相当
一部分是从舟山定海走出去的。舟山徐正国

博物馆内藏有一本 1936年出版的 《上海
工商人名录》， 书里登载定海人有数十名
之多。在定海古城，现在还留有一些定海
商人的故居。 舟山人， 以前除了打鱼、种
田，也没什么其他谋生手段。所以，想做大
事业的青年，当然往邻近的上海跑。上海
也成为舟山海鲜等土特产的销售地。

1988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倒不是去伯
伯家，而是因为姐夫在上海当兵，应他之
邀而去，顺便去了趟伯伯家。工作后，去上
海的机会大大增加。

1986年之前———舟山人出岛去宁波、

上海等地，除了乘船，没有其他途径。那时
去上海主要是两艘船： 南湖轮、815轮，票
根据价位不同分五等， 后期随着人流增
加，买票显得越来越紧张。

去上海的客船，航行时间一般是一个
晚上，晚 6 时左右登船，第二天早上 6 时
左右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回程，从上海至
舟山也是这个时间段。 这样的航程设计，

为舟山人出差省去了一笔住宿费。也就是
说，去上海办事，一天能办完的，基本上 24

小时之内就可回到舟山。

2009年 12月 25日， 总长 50公里的
舟山跨海大桥开通，至此，去上海的客轮
生意急剧直下，没几年就彻底停航，结束
历史使命。因为，经大桥去上海仅 3 个半
小时，时间大大缩短，且乘车不像船只易
受风浪影响。

翻阅舟山的历史，可以发现，因为其
介于上海、宁波之间，所以部分区域隶属
几经变迁， 似乎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关系。

如今，舟山的嵊泗已成为上海人度假

的后花园，东海大桥把上海与嵊泗的小洋山
连起来之后，上海港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第
一大集装箱港。

舟山的金塘岛于 1078年由宁波镇海划
归舟山；1954年，象山县曾划入舟山，4年后
又划回给宁波。无论有过怎样的渊源，那些
与宁波或上海近在咫尺的舟山岛屿居民，总
把沪甬当作消费目的地。嵊泗不少居民在上
海有房产，部分孩子去上海念书；六横岛、金
塘岛的居民，去舟山市中心的频率不比去宁
波多。上海人对嵊泗港口的开发一直抱积极
态度；而宁波人，在接待客人时，有时爱屋及
乌，干脆说阿拉宁波的普陀山；最近有消息
说， 宁波至六横的跨海大桥又有新进展，宁
波方向先动起来了。

2017年 8月，我收到一封从宁波市镇海
区发来的感谢信，发信者是镇海炼化公司退
休职工邬川扬。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寻找
当年帮助过他的舟山的一名客运站工作人
员，名字叫蒯风英。

邬川扬在信中说，他 15岁那年，从宁波
江北轮船码头去象山石浦， 因为船班少，从
舟山定海绕道，想不到抵达定海港时，当天
的船班刚开，于是他只能滞留客运站，因为
身上盘缠不够， 在蒯风英帮助下才渡过难
关。邬川扬的感恩之情却折射出当年海上旅
途之艰辛。

说起来，我在宁波也是有亲戚的，我的
大哥现居住宁波北仑。 他 18岁时到那边去
发展，现在已经有第三代了。

大哥刚去时，因为交通不便，每年最多
春节时回来一次。 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
善，频率有所增加。乃至现在有了大桥，家里
有了轿车， 一家子随时都可以过来走走看

看。

30多年前第一次去看大哥的情景还历历
在目，那大概是我第一次乘船出远门，坐在一
艘小客轮狭窄的船舱内， 摇摇晃晃三个多小
时，差一点晕船呕吐；后来，汽车渡轮开通了，

晕船概率下降， 但坐车渡硬生生也得一个小
时；每逢旅游旺季，各地来的一长溜各种汽车
在码头排队有时需要等 4个小时。当时就想，

这样慢吞吞下去，舟山经济何时腾飞？

700多年前，元代文学家吴莱面对一张古
代舟山地图，也曾萌发建跨海大桥的梦想。他
这样写道： 甬东东际控东荒， 蓬莱北界跨石
梁。天风吹来黑水国，海雨洒过青龙洋。

如今，许多梦想正在实现。舟山岛际交通
飞速发展，一座座跨海大桥次第崛起，宁波舟
山港主通道即将连接岱山岛， 甬舟铁路即将
动工，舟山至上海的北向大通道正在谋划。

跨海大桥， 你不是钢筋水泥凝聚而成的
固体，你是充满温情的信物，充满柔情的梦中
倩影。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
情景中，谁不想拥抱大桥？！这是海岛人们千
年之梦，圆梦之时，也是海岛阔步走向世界、

步入新征程的新起点、新图腾。

设想一下，若干年后，当舟山与上海之间
一桥飞架，那些在上海工作的人们，可以到舟
山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不用双休日、节假
日，晚上驾车来去自由。有时，那些浪漫的人
们在路边、桥边停下来，欣赏海天星星点点、

晨曦落日、云岚仙雾，是那样的逍遥、富有情
调。这种情景，连徐福、秦始皇也羡慕啊！

至于海岛的人们，也会随时穿越大海，驱
车于上海、宁波之间，漫步上海黄浦江两岸、

徜徉宁波老江桥风景，欣赏迪士尼的表演，浸
润天一阁的书香，领略大城市的风情。

宁波舟山原本血脉相连
闯出新路更需互相支撑

傅晓 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8月 16日， 我坐在回宁波的高铁上，看
到甬舟一体化推进会召开的消息， 百感交
集。

宁波和舟山历史上就是血脉相连的一
家人。明太祖改明州为宁波，取海定则波宁
之意，而舟山恰恰有一个定海县。明太祖指
定宁波港为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现在
舟山的双屿也曾是朝贡贸易非常活跃的码
头。明朝中后期倭寇入侵，两地军民共同抗
击侵略，守卫海防，抗战时期浙东游击纵队
领导两地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舟山撤地
设市后，两地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宁波北仑
的白峰和大榭岛、郭巨到舟山的轮渡昼夜繁
忙，在甬舟跨海大桥通车前，大榭还有到舟
山的快艇。那时我正好在北仑工作，经常早
上乘快艇到舟山，登山观海后返回，从来没
有感觉到宁波和舟山有什么隔阂。

2005年，在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战略规划
工作的我，奉命研究宁波梅山岛发展的战略
定位。那时洋山保税港区已经成立，我请上
海的专家一起谋划梅山岛的战略定位。历史
上，“宁波帮”发源于宁波，繁荣于上海，三分
之一的上海人来自宁波，上海的专家自然非
常关心宁波的发展。 回顾宁波的发展史，改
革开放之初，正是在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
帮助下，宁波的乡镇企业才逐步兴起，后来
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体。

当时我站在梅山岛南岸的海塘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对面的舟山佛渡岛和六横岛。我
和当时在舟山工作的一位朋友开玩笑，宁波
和舟山一体化的第一步就是梅山岛和六横
的联通。他也表示赞同，因为两地的老百姓
就是一家人，讲着同样的方言，吃着同样的

美食。在研究梅山岛定位期间，梅山的党
委书记陪着包括上海专家在内的课题组
到了六横岛， 六横镇的党委书记来迎接，

才知道他们两位书记非常熟悉。 座谈中，

两位书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两个岛分别
是宁波和舟山保留较好的一方净土，千万
不能污染，要留给最有价值的项目。梅山
的书记开玩笑说： 岛上卖的青菜都是活
的，像鱼一样。那时我非常佩服两位书记
的见识，为保存海岛的生态作了不懈的努
力。特别是梅山岛的那位书记，当时，很多
外资看中了梅山岛， 想建设电厂和化工
厂，都被他婉言拒绝了。这在那时，要顶住
多大的压力。 因为他不仅想着梅山岛，也
想着对面的六横，一个地方污染了，另一
个地方也会受影响。而来自上海的专家团
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梅山和六横的发展
一定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好岛上
良好的生态，同时要向着建设保税港区的
目标努力。

后来梅山岛成为保税港区，应该讲那
位书记功不可没，上海的专家团队同样功
不可没。国务院的批复明确指出，梅山保
税港区的政策参照洋山保税港区。如果再
往前追溯，宁波港本来就是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和舟山共同的优势资源就是岸线
资源。在上海建设宝钢的时候，宁波港和舟
山港同样承担着为宝钢配套的功能。如果从
未来发展的前景讲，舟山优势更大，因为舟
山离国际航道更近， 发展水水中转条件更
好，世界上最大的 40万吨的巨轮也只有在宁
波和舟山才能停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舟
山和宁波港口的合作日益紧密。2005 年，宁
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成立， 同年港口的一体
化开始进入顶层设计阶段。 随着港口一体化
发展的推进， 舟山和宁波跨海大桥的建设提
上了日程，2009年大桥建成通车， 那是推动
宁波舟山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把两地人民共
同发展和繁荣的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0年，我离开北仑到宁波发展规划研
究院工作，有机会在更大的平台上思考宁波
和舟山的一体化发展。宁波舟山的一体化发
展， 是从港口的一体化发展开始突破的。宁
波的发展只有和舟山联合，才具有更大的空
间；舟山的发展只有和宁波联合，才具有强
大的支撑。

2011年，是对宁波和舟山发展具有里程
碑的一年。2月，国务院批准下发了浙江海洋
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宁波舟山港及其后方

区域被规划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6月，

国务院批复设立舟山群岛新区， 新区的规划
中第一次提出建立自由贸易港。那时，我在宁
波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为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
服务， 我做的一个方案是在舟山对岸建立北
仑新区，作为接轨舟山群岛新区的桥头堡，为
舟山新区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服务。 那时舟山
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造船基地， 全国最大的
煤炭中转基地和第二大石油储备基地。 有上
海和浙江的共同支撑， 舟山群岛新区应该会
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2014年 10月，我调到宁波市委党史研究
室工作，虽然离开了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但我
一直在规划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兼职，在推进
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同时， 对经济运行、

产业发展和战略规划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息。站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会点，更深切地感受到宁波
舟山的一体化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历史上两
地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实发展中又有默契的分
工，相同的自然禀赋、相通的文化血脉必然走
向联合，共同走向统一的国际大市场。

如今，宁波舟山港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港，

宁波和舟山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
成。 恰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加快实
施，自己又能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职，

作为长三角合作办公室的一名 “店小二”，我
为宁波舟山一体化的破题感到高兴。 两地的
合作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创新，给
资源禀赋相近或者相同的相邻区域如何协调
发展提供了示范。 相信宁波舟山一体化发展
一定能闯出新的路子， 为长三角强劲活跃增
长极的打造，作出更大贡献。

何时一桥飞架 更可观东海两边波浪宽

中秋假期， 舟岱大桥南通航孔桥的建桥工人
依然坚守工地，奋战在建桥一线。 视觉中国供图

长三角三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