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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就 像 一 座 山 ，重 要 的 不 是 它 的 高 低 ，而 在 于 灵 秀 。【一周微言】

□ 本报记者 周娴 于锋

作为中国第一长河，长江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
滋养了厚重的长江文化。

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
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
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如何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近日，由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以“长江文化”为主题的
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省内各高校的著名专家学
者围绕长江文化的研究、长江文化与江苏精神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从历史维度，回溯千年长江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全长 6397 公里，流域面积达到
180 万平方公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干流自青藏高原蜿
蜒东流，经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湖
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 1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注入浩瀚的大海。

黄河和长江孕育了华夏文明。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
化⋯⋯长江流域各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绚丽
多姿的长江文化。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看来，如果
将长江文化作为流域文化来考察的话，不仅具有空间观念，
还具有时间概念，“时间维度中的历史演变，是我们考察长江
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长江上游发现的旧石器早期巫山人遗迹、长江下游出现
的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将长江文化的源头前推到170万
年到250万年前。漫长的岁月里，稻作、冶铁、瓷器、丝织、盐
业等在长江流域勃兴，文学、艺术在长江流域繁荣兴盛，巴
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形态在长江流域交汇交融。

“从近代史上来看，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
长江一线。”李玉举例说，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
战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南京条约》（当时称为《江宁条约》
或《万年和约》）正是签订于长江南京段的江面之上，长江流域
也成为被迫接受帝国主义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

此后，长江流域上演一幕幕历史风云：从上海、汉口、镇
江、九江、芜湖等长江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南京
为“天京”；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维新运动”在长江沿岸
地区产生影响⋯⋯这些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与长江有
关。而在百年党史上，长江也同样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
刻：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 年南昌起义，抗战中新四
军 转 战 江 南 江 北 ，1949 年 渡 江 战 役 中“ 百 万 雄 师 过 大
江”⋯⋯长江见证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向解放，见证了中
国革命的百年光辉历程。

“如果把中国版图看作是一把蓄势待发的强弓，那么长
江就是硬弩，更像是一支待发的利剑。”李玉认为，要注重从
历史维度，回溯长江几千年来的厚重历史，研究它对中国历
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奔腾入海，长江这样影响江苏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
水”，这是宋代文人李之仪著名的爱情之作《卜算子》。长江
流经11个省区市，江苏省地处“江之头”的位置。

查看江苏的地图，长江就如同一条飘带，缠绕在江苏的
“腰间”。长江在江苏流过400多公里，汇入大海的怀抱。南
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泰州、苏州、南通八座江苏沿江城
市，犹如八颗明珠，闪耀辉映在长江两岸。悠悠长江水，养育
了江苏儿女，孕育了江苏璀璨文明，塑造了独特的长江文化
地标，绘制成一幅文脉悠长、风光旖旎的长江胜景图。

“无水利则经济难兴，无水脉则文脉难赓。”苏州大学特聘
教授罗时进表示，江苏境内的长江两岸，是中国最富有经济活
力的地区之一。长江之上船舶往来，络绎不绝，大江两岸建成
了十余条过江通道。长江对于江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
交通等方面，她对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长江文化涵育了怎样的江苏人文精神？罗时进的理解
是：宏远、竞进、开放、包容。他进一步解释说，宏远的抱负激
发了竞进的态度，竞进的态度促成了开放的意识，开放的意
识需要包容的襟怀，有容乃大，成就了江苏的发展和繁荣。

“这是从远古而来，宏阔辽远，涵容多元，永远向更广阔的世
界浩荡奔竞的长江所展示的境界，也是江苏深受长江文化陶
冶得到的启示，更是江苏人尤其是沿江人民克服水患，利用
水利，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积极心理。”

如今，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
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建设到“长三
角一体化”，尤其是江苏省全域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之中，
罗时进强调，“这是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江苏当代发展的契机。”

长江文化，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覆盖沿江 11 个省区市，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长江经济
带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经济区域。

“区域间的经济基础、要素禀赋、文化资源、功能定位等
差异，使长江文化产业带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这为长江文
化带的未来提供巨大发展空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姜照君认为，应该根
据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推进长江上中下游跨领
域、跨边界、跨区域的文化产业合作，引导长江文化产业带协
同联动，错位发展，使长江文化带的发展红利渐次焕发。

“经济文化能级高的区域可以集聚知识密集型、技术密
集型、以高端创意研发为主的数字文化产业；经济文化能级
低的区域，更适合集聚劳动力密集型、以低端业务加工为主
的文化制造业；经济文化能级不高，但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
区域，可以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激活文旅产业链条，做大做强
文化旅游产业。”姜照君说。

同时，在如今业态融合提速的背景下，姜照君认为，要积
极顺应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趋势，推动
长江文化产业带实现裂变式发展。

奔腾的长江，这样涵养江苏人文精神

江苏籍著名画家徐悲
鸿的《枇杷佳果图》轴，纵
111 厘米，横 53.2 厘米，现
藏于故宫博物院，描绘的
是五月江南枇杷成熟的情
景。画面上，一枝枇杷树
从右向左探出，枝条上下
错落，叶片相互叠加，在初
夏暖风的吹拂下“飒飒”作
响，枝上硕果累累，熟透了
的枇杷黄澄澄的，飘着令人
垂涎三尺的美味。

江南的五月，漫山遍野
的枇杷林郁郁葱葱，枝叶翠
绿，一蓬蓬金黄色的果实挂
满枝头，压弯了树枝，散发
着诱人的果香。用“小满枇
杷半坡黄”这句农谚比喻真
是恰如其分。宋代梅尧臣
有诗云：“五月枇杷黄似橘，
谁思荔枝同此时。”枇杷果

肉柔软多汁，酸甜可口，风味鲜美，是夏天水果中的极品，还具
有润肺、止咳、健胃、清热的功效。枇杷的花、核、叶、皮、根等
都有各自的功效。

《枇杷佳果图》朴素清淡，蕴含的情谊却是深厚的。画的左
下方自题：“每因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乙亥春日悲
鸿。”乙亥年为1935年，徐悲鸿时年40岁。题识中的“李公”，
即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徐悲
鸿和李济深因为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
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所以相知甚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徐
悲鸿在广西桂林创作期间，李济深安排在山洞里密藏徐悲鸿
的画作，以免遭日军轰炸。李济深还多次赠送徐悲鸿喜食的
枇杷。徐悲鸿为感谢李济深的关照之情，多次为他画水墨枇
杷。枇杷秋养蕾，冬开花，春结子，夏成熟，承四时之雨露，为
果中唯一独具四时之气者，有“四时吉祥”之寓意。又因果熟
时外表金黄满树皆金，象征“富贵财富”，这也是徐悲鸿对李济
深的美好祝愿。 郑学富

五月枇杷黄似橘

这是一台老式收音机，虽然斑驳锈蚀，却是淮海战役纪念
馆的一级革命文物。到底这台收音机见证了怎样的一段红色
记忆呢？

那是 1939 年初的一个黄昏，一位军人正坐在办公室里
听着广播。广播里传出的是延安新华广播的播报，这位军
人，是曾在卢沟桥前线指挥部队打响反击日寇第一枪的国
民党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被誉为“佩剑将军”）。突然，身
后传来极其轻微的声响，做事机警的何基沣快速起身，又悄
无声息地快速走到门边，透过微微闭合的门缝，看到一个人
影一闪而过。难道被发现了？他倒不担心作为国民党的军
长收听共产党的广播，而是他利用离军养伤期间去了一趟延
安。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当地的老百姓一
样住的是简陋的窑洞，吃的是糜子面的窝窝头，还经常和蔼
可亲地找他拉家常，给他讲救国救民的道理。离开延安前
夕，他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党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
是，继续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他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而
暴露，无法继续为党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他立刻处理掉收
音机，“若无其事”地回去了。

收音机被处理掉了，何基沣也仿佛多了件心事。夫人宋
晓菡深知收音机对丈夫的重要性，没了广播，就无法聆听党的
声音。利用外出的机会，宋晓菡花了一两多黄金换来了一个
由美国生产的飞歌收音机，整个机身只有 4 公斤，精致细巧，
连角位都是抹圆的流线型式设计。

收音机里再次传来熟悉的声音，日本投降了，何基沣抑制不
住激动的泪水；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把枪口再一次对准了
解放区人民，何基沣暗暗攥紧了拳头。就这样，收音机陪伴着何
基沣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危险和激动的日日夜夜⋯⋯

1948 年 11 月的一个清晨，何基沣和往常一样打开收音
机，里面传出来自西柏坡的人民解放军向淮海战场挺进的消
息。何基沣兴奋地抓起衣服就向外冲去，身后传来宋晓菡的
声音：“哎，哎，基沣，你早饭还没吃呐，你去哪里啊？”何基沣用
兴奋、低沉的声音回答道：“准备回家！”

已经升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何基沣，对他的这支
部队，还有他的部属早已了解至深。军官们对假抗日、真剿共，
处处与人民为敌的做法早就深恶痛绝。军官们担心起义后家属
受迫害，何基沣斩钉截铁地说：“地下党组织会精心安排，安置费
用，我来出。”他的这份真心换来的是两万多官兵的拥护和追
随。因为官兵们知道，何基沣选择的路不会错！

这台陈旧的收音机，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也见证了岁月的
沧桑，它传出的声音，曾经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那是来自
党的声音，激励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今天也号召
着中华儿女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讲述人：殷小涵，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讲解员

“佩剑将军”曾用它
聆听西柏坡的声音

自吴王夫差公元前 486 年开凿邗沟，淮安的城市发
展即与运河息息相关。淮安完整经历了大运河的全部发
展阶段，她不仅伴随着大运河走过了 2500 年，也见证了
大运河从短距离、局部性扩展为长距离、全国性的历程。
明清时期，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相继设于淮安，使淮安逐
渐成为了大运河名副其实的管理中枢。

先秦时期，淮水和泗水是江淮地区通往中原的重要
水运路线，以淮、泗交汇的“泗口”（位于今淮安市淮阴区）
为基础，秦朝设立淮阴县。东汉以后，邗沟运道虽经历多
次裁弯取直，邗沟北端入淮的末口（位于今淮安市淮安区
新城社区）的位置却一直相对稳定。东晋末年在此设置
山阳县。南北朝时期，泗口和末口作为淮水下游的两个
主要津渡，分别建造了城池，淮阴和山阳因此成为淮安城
市兴起的两个原点。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围绕洛阳构筑起全国性
水运网络，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末口所在的山阳，占据
了运河从南北向转向东西向的枢纽位置，成为大运河方向
转换的关键节点，它与汴口所在的盱眙一道，共同成为隋
唐运河淮河运道上的两座重要转轴城市。隋初开始，山阳
升级为楚州州城，城市级别和地位逐渐超越泗口南岸的淮
阴城。

中唐以后，随着江淮地区的开发，经济重心逐渐南
移，连接扬州与淮河的山阳渎运道地位上升，在国家漕运
中越发重要。运河对于国家经济和财政的意义非凡。为
了增加粮米物资的运量，保障关中地区的供应规模，唐末
名臣裴耀卿、刘晏相继建立了以转般仓为核心的分段运
输体系。楚州也是其中重要的节点，在运河西岸设有转
般仓，用于储藏和转运江南漕粮。

另一方面，从南宋初年开始，黄河逐渐夺泗、淮入海，
河道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全国性物资运输网络的基础。原
本只是控制淮河、运河交汇口的楚州，开始被黄、淮、运三
条河流所环绕，造就了清口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在三
条大河的叠加作用下，楚州周围的水利工程设施开始增
多，成为国家河工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明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再次确立了内河漕运制
度。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瑄疏浚清江浦河，完成了
南北大运河的重新贯通。清江浦河两岸先后建设了淮安
常盈仓、清江造船厂，作为漕运军队支领漕粮、修理漕船
的场所，淮安城及其后起的清江闸附近聚集了规模庞大
的军人、工匠、商人等群体。

凭借着独特的地理区位，淮安在国家漕粮运输体系

中发挥着突出作用，自明初开始，管理运粮事务的官员就
以淮安作为根据地。朱元璋开国之初，在淮安设置了京
畿都漕运使司的分司，统率转运北伐粮草的军队。永乐
年间，南北漕运从海路改走内河之后，漕运军队的最高将
领——漕运总兵官兼负“镇守淮安、抚辑军民”的职责，固
定地驻扎于淮安。景泰年间，明朝新设了漕运系统的最高
文职官员——总督漕运都御史，开府于淮安，简称“总漕”
或“漕抚”。

漕运总督驻扎在运河之中枢的淮安，担负着催儹起
运、查验漕粮、调拨资源、供给军队等职能。明代中后期，
总漕的职能进一步扩展，嘉靖时开始兼有提督军务之责，

万历七年又加兼管河道之衔。淮安城内官署林立，旧城
南门内建有漕运总兵府、都察院等衙门，万历年间漕抚衙
门迁移至淮安府衙门南侧，居于城市轴心，并延续至清
代。除此之外，城内还有漕运理刑司、漕储道等公署，也
驻扎有淮安卫、大河卫等军事机构。清代的漕运总督节
制有漕八省粮道，使得淮安既是漕运管理中枢，也是江北
地区的首府城市。

漕运与河工是明清国家大政中的两个核心要务，在
淮安，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清代漕运总督开府于淮
安城内，南河总督驻扎于城外清江浦，淮安在河漕管理体
制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如清人所言：“河漕国之重务，治河
与治漕相为表里，欲考河漕之原委得失，山阳实当其冲”。

明嘉靖以后，黄河河道向南摆动，固定地夺淮入海，
徐淮一带河道泥沙淤积严重，运口屡次迁移，淮水会黄的
清口成为河工枢纽和整治重点。隆庆、万历年间，国家漕
运能否顺利进行，极大地受制于黄河、运河河道是否稳
定，因此漕运和河道系统的官员开始不分彼此，更多地共
同参与河道治理与维护的工作，加强了一体化协作。

另一方面，出于河漕官员执掌的实际需要，催生出一
套以清口为界的责任划分体制，在这套体制下，运口天妃
闸以南的河道由漕臣负责，天妃闸以北的河道由河臣管
理。潘季驯、杨一魁等治河名臣先后驻扎在清口及清江
浦一带，通过筑堤、建闸、开河等手段，蓄清刷黄，济运保
漕。居于清口和淮安城中间位置的清江浦，既靠近河工
重地，又不至于过度受河患侵扰，明代中后期又逐渐成为
河道官员驻扎之地。

入清以后，黄淮两河淤塞更甚，河身不断被抬高，康
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采取了开引河、改运口等一系列措
施。正是在靳辅治河期间，将明代设于清江浦的管仓户
部分司公署改建为其行馆。雍正七年（1729 年），清廷将
河道总督分为了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东河总督）、江南河
道总督（南河总督）两员，南河总督开府于清江浦，以靳辅
行馆为总督署，即今天清晏园所在。

南河总督的分设，既是为了完善河道管理体制，强化
河务官员的职权，将相关机构设置更加细化，也更加突出
了清口枢纽的重要性，使河漕所需的各类资源集中于淮
安，更有利于统一调拨。于是，清代中期开始，正二品的
漕督、河督分别驻扎在淮安城内外，进一步增强了淮安作
为江苏省北部政治中心的地位，带动了淮安城市格局和
地方经济的发展。

吴滔 张叶（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清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为何都驻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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