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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
天。上周，进博会圆满闭幕，“双 11”创
下新纪录，浦东迎来全新的历史方位和
使命。沪浙皖三地，在收获丰硕果实
后，齐心奋斗新征程，携手描绘新蓝图。

“进博时间”，
沪浙皖交出亮眼成绩单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11
月 10 日圆满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
2600 多家参展企业、39 个交易团、近
600 个分团，40 万“专业观众”满载而
归。特殊时期举办的第三届进博会交出
亮眼成绩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额
高达726.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说：“第三届进博会是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我国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
展国家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经贸
盛会。”

进入“进博时间”，沪浙皖交易团现
场集中签约亮点不断——

上海交易团国资分团 13 家大集团
的 16 个项目举行集中签约，采购成交
超 20 亿美元。上海交易团大型零售

采购商联盟的 30 家会员企业与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及品牌商集中签
约 38 个采购合作项目，总金额超过 19
亿元；16 家市级医院也集中签约进口
28 台大型医疗设备，采购金额达 4.5 亿
元⋯⋯

浙江省商务厅透露，今年浙江交易
团参展成果显著，意向采购额同比增长
23.16%，成交规模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除了进口成交规模持续扩大，浙江企业
的采购范围也更广。”浙江省商务厅对外
贸易管理处处长潘中介绍。翻看浙江

“采购车”可以发现，技术装备是浙江交
易团采购的重点，占总额的 29.17%；医
疗器材及医药保健、消费品、食品及农产
品 居 第 二 梯 队 ，分 别 占 比 21.45% 、
19.13%和16.36%。

进博会首日，揭牌运行仅42天的中
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赴沪举行推介
会。推介会现场，安徽自贸区合肥、芜
湖、蚌埠三大片区，共签约项目30个，投
资总额 279.45 亿元，涵盖装备制造、集
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服务业等14个
领域。其中，合肥片区高铁新城项目投
资总额100亿元。

“双11”，
“买买买”热情高涨

今年“双 11”，中国消费市场再次展
现惊人爆发力。11 月 11 日 24 时一过，
以天猫、京东为代表的“双 11”主要参与
者无不兴奋地宣布今年的成绩，其中天
猫的成交额达到4982亿元，京东成交额
达到2715亿元，双双创下新纪录。

2020 天猫“双 11”全球狂欢季期
间，浙江贡献了448亿元的成交额，在总
成交额中占比超过十分之一，位列全国
第二。与此同时，众多的浙江商家再次
为浙江锁定“稳赚不赔”局面，对外销售
额达到783亿元。

在拆包裹的快乐中，2020年“双11”
画上句号，“定金人”“尾款人”也变成“收
货人”。与去年同期持续上扬不同，今年

“双11”的快递货量曲线先降后升，在“双
11”当日达到高点。从发货数据看，上海
表现亮眼：在省市排名中分别为第 5、第
2。满帮大数据最新数据显示，长三角+
东南沿海是“双 11”供货群的主咖，快递
发货总量占全国发货量的61.64%。

今年“双 11”安徽购买力表现同样

不俗。据安徽省电子商务运行监测系统
监测，11 月 1 日至 11 日，全省网络零售
销量 3.8 亿件，网络零售额 194.7 亿元，
居全国第8位。

畅通“双循环”，
浦东担纲新使命

浦东三十年，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
代画卷。11 月 12 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市举行。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我国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30 年。
刚刚走过 30 年开发开放历程的浦东，
在这一新征程上，有了全新的历史方位
和使命: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
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
作用。

“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
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主要承载区都在浦东，浦东在承担全球
资源配置功能方面首当其冲。”上海全球
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说，全球配置资
源，浦东要集聚大量全球性机构企业，需
要全球业务运作的平台。目前，浦东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量已达 350 家，占上
海总量46.2%。这些总部，将成为浦东发
挥双循环战略性链接作用的重要载体。

潮起东海，奔竞不息。
在浙江，宁波北仑发挥世界级大港

优势，抢抓自贸试验区扩区机遇，打好
“全球牌”，自觉扛起践行“八八战略”、打
造“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

前三季度，北仑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1.6%，实现“半年正、三季进”；规上
工业利润、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44%和 15.3%，走在全省前列；外贸进出
口同比增长 7.8%，实现高位增长，一批
强链补链先进制造业、联通国际国内市
场、优化发展空间布局的重大项目开工
上马，投用投产。

临近年底，正是外贸订单交付集中
期。在安徽阜阳市颍东经开区安徽鑫林
集团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
正在加紧赶制来自印尼的两万件液晶电
视机订单。“今年以来，我们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抢抓‘宅经济’，前三季度
实现出口额 3.25 亿元。”集团总经理彭
剑英说。

本报记者 王建朋

潮起东海浪奔涌 轻寒正是可人天

吴根越角，历史上是一家

“人们总说这里是‘吴根越角’，是
因为隔开吴江与嘉善的那个汾湖（即分
湖），相传正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界
湖’，如今汾湖公园还留下了‘点将台’

‘伍子滩’等遗址地名。”吴江区档案局
的王林弟说，传说吴越交战时，天神派
遣虾兵蟹将帮助伍子胥，蟹将在战斗中
一钳受伤，故成大小钳，也是吴江这边
著名的紫须蟹。“分湖”为何成为“汾
湖”？明弘治《吴江志》记载：“汾湖有二
十九都芦墟村，上承嘉兴之水，北流入
三白荡；旧名分湖，以其半属吴江半属
嘉兴故也，后人加以水旁云。”

如今的汾湖沿岸，吴越“国境线”已
不复存在，青吴嘉犬牙交错的省际边界，
也没能割断三地自古相连的文化血脉。

吴江、嘉善，与后起之秀青浦，历史
上其实是一家——从秦汉的会稽郡、唐
代的江南东道、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宋代
的两浙路，到元代的江浙行省，三地都属
于同一行政大区。6000 年前的马家浜
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
的良渚文化，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的吴
越文化，孕育出同根同脉的江南文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嘉吴地区
河网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多水、
流动，孕育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几近一
致：火耕水耨，食稻与鱼，在月色皎洁的
三五之夜，清唱吴歌几曲。”苏州大学近
代文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余嘉说。

地处“吴头越尾”的吴江震泽古镇，
百年老字号“仁昌顺”以鲜香甜糯、松软
可口的定胜糕出名，古法工艺制作出的
苏式糕点，总能唤起吴地人民对酥香饼
食的最初记忆。老板陆小星是地道的
震泽“老饕”，吃了几十年江浙菜，品出
了其中门道：“震泽的菜肴和糕点，不如
苏州城里甜，反倒更接近浙江口味。”

最近，家住芦墟的汾湖吟诵非遗传
人张舫澜仍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忙着去
青浦、嘉善“串门”，拜访文朋诗友。今
年已 82 岁的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年少

时，去朱家角同学朱爱华家串门的场
景：“他父亲知道我要去，头天晚上就提
着灯去淀山湖里赶蟹，用小青蟹招待
我；朱爱华来看我，我父亲就用汾湖特
有的大小钳紫须蟹款待他。”张舫澜笑
着说，“朱爱华每次来都特别开心，一直
说，还是紫须蟹好吃！”

用一口活泛的吴语乡音，也能在环淀
山湖地区畅行无阻。“在广阔的吴语区地
图上，专门划出了一块‘太湖片’，范围囊
括苏锡常、杭嘉湖、上海乃至宁绍平原，口
音都类似。”王林弟举例说，在青嘉吴三地
吴歌传承人的必唱歌单里，总能找到一首

《五姑娘》，“芦墟山歌，嘉善田歌，青浦田
山歌，虽然三地叫法不同，但故事里的男
女主角相同，情节相似，唱的都是江南水
乡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串珠成链，打捞文化碎片

独特的地理文化、市井传承，孕育
了一座座江南古镇。660 平方公里“先
行区内”聚集了黎里、西塘、朱家角、金
泽 4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外围还有
同里、南浔等10多个古镇。

记者在黎里古镇沿河而行，头顶廊
棚绵延不断，一条条或暗或明的弄堂通
往颇有古意的老屋。清代袁枚的“吴
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
问桃源津”，依可捕捉几分。

行至中心街是柳亚子故居。16 岁

时柳亚子前往上海爱国学社读书，33
岁时应嘉善西塘南社好友余十眉邀请
前往游览。“欲凭文字播风潮”的南社作
为近代文人交流平台，曾聚集了吴青嘉
三地青年才俊，社员中吴江籍 93 名、嘉
善籍 38 名、青浦籍 15 名，是南社的主
力军，三地社员吟诗作文，抨击时弊，为
革命摇旗呐喊。

史载，明代思想家袁了凡是嘉善
县魏塘镇人，晚年隐居吴江芦墟赵田
村写了流传甚广的《了凡四训》。主演
中国第一部爱情片《海誓》的吴江黎里
人殷明珠，被誉为上海滩女明星第一
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老家是
湖州南浔，小时候春游班里集体前往
吴江震泽登宝塔、吃豆腐干。现居上
海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在父
亲九十岁那年，三代人三辆车，沿着沪
青平公路、朱家角、金泽、芦墟，回黎里
探望金家老宅。

这些漂浮在青嘉吴三地的历史碎
片，正被一点点打捞，拼凑出原有的文化
版图。分布在青嘉吴三地的南社人物故
居和纪念馆逐步串珠成链。“我们对当代
文脉梳理后，准备修复金宇澄先生家的
祖宅。”黎里古镇保护开发管委会副主任
李淑赟说，目前上海到黎里的大巴车每
半小时一班，从办公楼望下去常常可见
到满载着上海游客的大巴车驶来。

水路发达，便利了水乡的货物贸

易。魏塘纱、松江布以及震泽“辑里湖
丝”，各具特色。“从丝织业发展史可以
看出三地之间联系。”震泽旅游文化发
展公司总经理吴小英说，1921 年纽约
万国丝绸博览会上，震泽的毕康侯、南
浔的张鹤卿和梅仲泩三人联袂与会，

“辑里湖丝”摘得金牌。
“苏浙一带水乡古镇算起来不少于

100多个。90年代，古镇主要以观光旅游
为主；2000年以后，古镇演艺、剧场、酒吧
等业态发展迅速；现在发展全域旅游。”浙
江大学城市学院旅游系副主任徐林强认
为，江南水乡建设手法要“轻”，干扰要小，
给人的感觉要“亲”，不能过度商业化；生
态环境要“清”，真正体现水乡特色。

三地牵手，跨省文旅合作

走在震泽古镇老街上，抬眼就能看
到慈云寺塔倒映在粼粼水波里，墙角石
阶、旧屋木窗，一切都安静而惬意。老
街左手边的第一家铺子就是韩金梅开
的“摄友茶馆”。“这些‘摄友’有我们震
泽本地的，也有许多来自上海金泽、浙
江南浔，无论认不认识，看到‘摄友’两
个字，都十分亲切。”韩金梅带记者参
观，茶馆墙壁立柱上贴满了照片，都是
喝茶人以茶馆为背景的留影。

为了牵手一衣带水的邻居，5 年前
震泽就与南浔镇共同推出“湖丝水乡双
古镇”旅游联票，用一根湖丝、一艘游

船，开启了文旅跨省合作。“震泽、南浔
两地居民持本人身份证到对方的景区

‘走亲戚’，可享受‘进景区免费、进景点
半价’的同等优惠。”吴小英说。

文旅合作，在一体化规划下开始布
局。日前，三地共办的首届一体化示范
区美食节上，来自黎里的老街套肠、朱
家角的王家栅粽子、嘉善的管老太臭豆
腐齐聚一堂，用“食文化”攻陷市民的味
蕾，生发更亲近的情感联结。三地文保
所共同推出“长三角寻宝记”微信小程
序，将青浦、吴江、嘉善的文物点集结在
一款小程序中，市民打卡文物点即可完
成文物积分。

分布在各个水网的古镇，相互发出
合作邀约。今年，同里与枫泾、西塘等
作为长三角联盟古镇代表，共同签署长
三角古镇一体化发展联盟倡议，尝试解
决古镇产品与业态同质化、地方特色文
化挖掘不够、新兴业态不足等一系列问
题，加强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体系、标准
体系、产品体系及保障体系建设。

乘着一体化东风，三地居民“越走越
近”。目前，吴江已累计开通8条跨省公
交线路和2条毗邻公交线路，其中3条对
接上海青浦，5条对接浙江嘉兴，2条对接
浙江湖州，第一批 5 条示范区公交线路
中，平均每月服务市民近15万人次。

处于三地交界核心的 35 平方公里
“水乡客厅”，也将萃取“最江南”文化空
间基因，例如江南自由含蓄、朴素雅致
的文化特征，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
的建筑意象，这个“江南腹心”将探索区
域协同、乡村振兴、生态经济等发展命
题的“解决”。

“水乡客厅的打造、江南水乡古镇的
联盟，加快了青嘉吴文化空间的整合。”
吴江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陈园
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打造一个
跨省的全域旅游示范区，有着共同文化
基因的青吴嘉“三家人”正在朝着这个方
向前进，共享文旅资源、共享一个品牌。

本报记者 沈佳暄 丁茜茜
视频：本报记者 胡 楠

行走“江南腹心”探秘“吴根越角”
——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文旅资源寻访

翻开地图，如果把沪苏浙看成一

朵三瓣的花，青浦、吴江、嘉善就是用

来连缀花瓣的花芯。“花芯”正当中的

太浦河畔，一块白墙黛瓦、翘角飞檐

的界碑上，“吴根越角”四个遒劲有力

的大字，写出了江南水乡的绵长气

韵，钩沉起重叠交错的历史记忆。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

牌一周年之际，记者从这个“长三角

的原点”出发，行走“江南腹心”，探寻

青嘉吴文旅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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