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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浙商”到“文化浙商”:
浙江文化的作用和方向

何扬鸣　郝文琦

摘要:浙商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文化是社会

实践者的向导,研究浙商与浙江文化的关系,是深入研究浙商前世今生的一个良好角度.从历史的角度

看,浙商的出现和一代代的延续,是因为浙商有其浙江文化的强大基因.从现实的角度说,“财富浙商”在

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是因为受惠于浙江文化.从未来的角度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浙商要在新

高度实现“新飞跃”,从“财富浙商”迈向“文化浙商”,仍然需要借力于浙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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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能走在全国前列,浙商功不可没.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在内的文

化,是社会活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之根源,能在不同程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路

径和模式.因此,对浙商的前世今生进行探究,或许能解答浙商的一些“奥秘”.更重要的是,改革开

放至今已逾４０年,浙商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对浙

商与浙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浙江文化对浙商成长为“财富浙商”并向“文化浙商”嬗变的作用进行探

究,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浙商的基因:浙江文化的兼收并蓄

“浙商”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内涵和外延的文化概念.从地域概念上说,浙商可以

被诠释为浙江省的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和精神特征的创业者、经营者与创新者的集合,即是指那些继承

和发扬了当地的传统商业文化和精神,通过沿袭或实践掌握了商业经营的经验与方法,浙江籍的投资

者和经营者① .从文化概念来说,浙商的文化基因是指浙江历史上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

素质与信仰等及其相互联系,在浙商身上交织后表现出来的主观属性和特征,它们是通过文化本身特

有机制而“遗传”的.从这两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传统浙商在千百年的创业实践中,秉承了

浙江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

观念,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逐步形成了传统浙商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要素.
(一)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创业观念

浙江不仅陆地面积小,而且“七山一水二分田”,自然资源有诸多局限.但是这一不利因素却造就

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磨炼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为了过上比较安

定的生活,早在六七千年前,良渚文化中的先民们就一直在与大自然抗争.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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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南迁,自然资源日益沉重,一代代浙江人在与大自然抗争与改造中,修筑了一系列海堤、河道、
水利工程,创造了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进而创造了一年三熟的农业文明.重要的是,人口

密集、耕地偏少的不利因素促使了浙江人把注意力转向商业与手工业,使得商业与手工业成为当地人

谋生的补充手段,甚至是重要手段.
浙江文化不害怕、不排斥海外异域文化.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之一口,是中

国第一批通商口岸.之后,温州、杭州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面对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浙江人

没有胆怯,也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浙江文化表现出较为开放与灵活的特点,如天生的商业属性、不耻

言利的功利主义倾向、开放包容与诚信合作的态度等.在内在因素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商的经商

传统得到了较大的刺激,作出了勇于面对现实的反应,并且表现出兼容并蓄、善于思考、敢于超越的风

范.浙商,比如“宁波帮”,此时也开始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

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①随着文化的进化,近代以来,有着明显浙江地域特征的商帮也在各地

崛起.上海开埠１６０多年来,浙江人是移民上海最多的外省人,也是上海工商业领域最优秀的一支.
据史料记载,１９４８年在上海的宁波人达１００万以上,占上海人口的２０％,形成了著名的“宁波帮”②.
“浙江财团”更是一度把持着上海的金融业,１９３４年,有银行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
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③浙商不仅对上海近现代演进起到了推动作

用,而且近代以来同属浙商的龙游商帮、南浔商人等在全国各地也是十分活跃的.浙商在商品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二)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

从浙商发展历史上看,传统浙商多由于受自然、社会环境限制而发展不顺,或者受政治因素影响

甚至压迫而生计维艰,但是即使他们被迫放弃农耕或者背井离乡,他们仍然有意无意地拥有这样的理

念,即“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人则财之本”.这

种理念是对自我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活动的基本动力.“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

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却以死相拼;他
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慢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

韧.”④农民出身占多数的传统浙商也基本类似.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最初的经商活动仅仅是为

了让家人吃饱肚子,让后代远离贫困),传统浙商往往靠专业技能(不少可谓“雕虫小技”)艰难起步.
即使站住脚跟以后,传统浙商也是立足百姓生活,继续发展专业技能,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进而

有效地解决了更多人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的各种活动均与改革开放初期占浙江人口

８６％的农民的活动息息相关⑤.浙商的这种观念和做法,可谓“老百姓经济”,是自发的、广泛的,难以

被扼杀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原动力.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的“老百姓

经济”,涉及千家万户,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它的生长与发展都是十分顽强的,难以人为遏制的.因

此,不论出于哪种目的,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要或迟或早地调整政策,甚至制定新的政策,来适应与

鼓励其发展.政策的变动,新制度、新体制的建立,易于自然经济的瓦解,易于商品经济萌发.浙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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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然经济就是这样朝向近代经济演进的,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就是这样逐渐地成型、成规模的.
“民本经济”是浙江改革开放最早的破冰领域.

(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观念

历史上,浙江工与商、义与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工与商、义与利引起的问题较为明显.由于社会现

象普遍、问题明显,时有学者就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与解释,因此,历朝历代浙江地区都有人就工

与商、义与利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相应的文化观念.
南宋浙东学派中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

持商贾,流通货币”,他还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南宋浙东学派中永康学派的

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

农商相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之别,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代启蒙思想家黄宗

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振聋发聩.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

通过影响人的观念来实现的,人们一旦观念改变了,一有机会便会伺机而动.
经济推动文化,文化引领经济.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相左,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形成了传统浙商

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唐代

时期,浙江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两宋时期,
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元明清至民国

时期,浙江的民间工商业活动仍然活跃,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以致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与浙江人接触后

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浙江“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①.
“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必定温良”②,唐代以后,浙江文化在全

国的地位不断地提高,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道路的图谱上,文化基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③.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

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的不同使得各地区文化呈现出巨大差异.不同的文化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

赋的人群,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浙江文化是一种崇尚“通
商惠工”“义利并存”的“事功”文化,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个人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包容

性.文化能够有效地影响人的人格和特征,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资本积累,使得浙商普遍有着

程度各异的商业头脑,讲求诚信、精于合作的精神,以及善于进取、不断提升的追求.

二、“财富浙商”的崛起:浙江文化的作用

经历了中国近代动乱中的长期低迷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长期压抑(虽然也有不少例外),改革开

放以来,浙商重新崛起并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财富浙商”.不管是否有主观意识,社会生活中,人们总

是按照一定的惯例、习俗来思考问题、采取行动,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框架中谋求自身的利

益.尽管文化与文化表达方式是多元的,尽管现代浙商明显区别于传统浙商,尽管浙商个体之间存在

着各种差异,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地缘关系与文化渊源的商业群体,“财富浙商”的崛起,与浙江文

化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强化浙商的自主文化意识

自主文化即自主意识,它包括了三个方面,即自主谋生、自主进取、自主创新.由于历史文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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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浙商的自主意识逐渐地演绎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成为浙商显著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

的文化,因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一切有价值信息的机

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盛’”①.
自古以来,浙江人对改善自身生存和社会生存条件,较少地依赖政府和行政长官,而是更多地依

靠个人的奋斗与个体间的协作.这个特点,在改革开放后的浙商身上得到了特别明显地展示.那时,
在省内外闯荡的经商务工人员(谈不上商人或企业家),绝大部分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白天当老

板,晚上睡地板”.失败了,改换门庭,另起炉灶;成功了,做大做强,争当第一.这是浙商自主谋生、自
主创业的活动与精神.这种活动与精神,使得改革开放后浙江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
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样板,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规律性的

反映.
浙江民间力量是“老百姓经济”,它朴素,甚至“寒酸”,但是它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推

动下,积水成渊,积土成山.改革开放之后,浙商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那些在省内外闯荡的,从事补鞋、弹棉花、裁缝、包沙发、鸡毛换糖、打金、理发的小手艺人和小生意人,
许多成长为商人、企业家,甚至脱胎换骨成为大商人、大企业家,并创造了诸多的“首先”或者“第一”.
与此同时,专业市场、家庭工业、民营企业、股份合作经济以及“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等在全国遍

地开花.并且,自筹资金建设城镇(比如义乌市、“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②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

衡,乃至于台州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会、民办教育、民办公益性文化设施等司空见惯.
自主文化精神在浙江遍地强化的最重要表现,乃是自主创新.横店农民徐文荣是中国一个顶尖

民营企业集团的创立者,“草根浙商”“四千精神”的创立者③,而且还是自主创新精神的实践者.在所

有制模式上,他创造了“社团经济”,带领其他农民兄弟去实现共同富裕;在精神上,他不与流俗为伍,
不与时尚的企业管理观念为伍,一直坚持并践行着自己的社会理想———被人怀疑已久、废弃已久的

“大同理想”;在文化上,他创造出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横店影视城,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写下重

要一笔;在理论上,早在１９９４年,他就曾对“文化力”做过阐述,认为“企业文化力表现为企业精神文

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三个层次,代表着企业整体文化的不同侧面,同时又互相制约、互相

渗透、互相影响,三者密不可分”④.“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在浙江,像徐文荣这

样的企业家数不胜数,他们对自主创新的实践和发展,成了当代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源
头活水”.

(二)肯定浙商的“功利文化”价值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上面所提到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推行的义利兼顾、务
实重本,都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具体而言,浙商较为务实,关注日常生活质量,善于从日常生

活和现实角度去判断和决策,不喜空头政治,不喜清谈与争论,具有“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强”的创

新欲望,“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市场竞争意识,少说多做与敢于冒险的人文性格.“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浙江文化的这个基因经过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延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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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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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徐文荣在«培育文化力,发展生产力»一文中回忆１９９０年前艰难创业的情况时说道:“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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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徐文荣:«经营之道»,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３ １４４页)这是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四千精神”的最早

描述.
王文正:«大商人:人文浙商的１０张面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件,改革开放以后,在浙商身上强烈地表现和释放出来.他们不以从事经商、手工业为贱,“人人想赚

钱,个个想创业”①,一点一点地做大,一步一步地做强,努力地继承和实践着浙江文化中的“功利文

化”价值.
“功利文化”的继承和实践,民营经济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发展到“补充地位”,进而提升到“重要

组成部分”,撑起了浙江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从浙江省范围来看,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７年,全省民营经济

增加值从５３４６亿元上升到近３４万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１％.２０１８年,民营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作用

可以概括为“５６７８９”,即创造了全省５６％的税收、６５％的生产总值、７７％的外贸出口(如义乌年外贸出

口达２５００亿元、“世界超市”占全国１/６６)、８０％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总量、９０％的新增就业②.从全国

范围来看,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中,浙江占了１２０席,连续１９年全国最多;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７６６家,
数量全国最多③.民营经济成了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浙商因此被称为当今中国第一财富

制造商.浙江功利文化为社会所充分肯定、也为事实所充分肯定.
“功利文化”的继承和实践,使得广大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受益者.浙商

一直有着良好的生长与成长环境,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称赞与尊重那些努力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获

取财富的人,仇富心态在社会上难成气候,因此,白手起家的浙商自然赢得了社会的应有尊重,成了人

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在这样一个讲求功利的社会里,一方面财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财富也在向广

大的人民流动,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一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④,尤其明显的是,以千百万农民为

主体的底层民众的财富也得到了相应增长,农民人均收入连续约３０年全国第一⑤.因财富裂变可能

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在浙江几乎难寻踪迹,改革开放达到了其最佳的目标与结果.
(三)弘扬浙商的工商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有产生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或生意郎的传统.历史上,浙江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工商

思想,而且自南宋以来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民间商业传统.在浙江的许多地方,民间都有着悠久和浓厚

的工商文化传统,特色各异的发达手工业,不仅纺织业、制陶业、造纸业、酿酒业等固定的手工业作坊

相当兴盛,而且流动百工手艺人也层出不穷,形成区域性的“百工之乡”.正如费孝通曾对浙江温州经

济所作的评论那样:“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

等百工手艺人的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⑥深厚的工商传统文

化和自发自主的文化特技或文化底蕴,体现了民间理性和务实精神,构成了浙商的一个基因,它的代

代自然“遗传”,对浙江社会经济与文化“体质”的健康一直影响匪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产生的温州模式的星星之火,到９０年代后迅速燎原,浙商群体一步一个脚印,逐
渐由一个层次不高、人数较少、规模不大的商业群体,壮大成为全国范围内人数最多、分布范围最广,
也是最活跃的现代商帮.浙江有户籍人口４６００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有４３７万个体工商户广布于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创办了２００多万家企业(平均每２６人中拥有一家大小不小的企业),５７０多家境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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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情况,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１９７８年前后,诸暨县大唐只不过是杭(州)金(华)公路穿村而过、一个公共汽车停

靠站成为‘标志性建筑’的弹丸之地.不知何时,公路边‘冒’出了十几间小茅棚,里面活跃着一群妇女,拎着小篮与执法部

门‘捉迷藏’般偷偷地做起袜子生意,她们就是大唐第一代袜子商人.不瞒你说,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原先是一名民办教

师,因不甘‘寂寞’而辞去教师工作,与兄弟姐妹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自产自销,每双袜子赚几分钱.”(洪冬英口述,郑轩

扬、张坚永、周建华整理,«从一双袜子到一个“王国”»,«联谊报»,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第４版.)
茹雪雯:«５６％的税收贡献、６５％的生产总值、８０％的就业岗位 浙江民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每日商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
日,第 A１１版.
茹雪雯:«５６％的税收贡献、６５％的生产总值、８０％的就业岗位 浙江民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每日商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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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福新:«浙商转型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东部５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浙江最富 粤闽多“隐形土豪”»,«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１日,第 A０２版.
何福清:«纵论浙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０页.



上市公司①.另据网上的一个统计,省外、海外加上省内的,浙商总共不少于１０００万人②,在国内的通

都大邑、穷乡僻壤,在欧美各国的大城市中,都有浙江的投资者和生意人.
对改革开放后浙商发展情况做一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经济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当地传统工商文化的“春风吹又生”(白居易);浙商的涌现,是他们在改革

开放的环境下继续“疾虚妄、倡实践”,以及“义利并举”“工商兼本”.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所

采取的一些创新模式,如前店后厂、沿街成市的专业市场、工业市场、股份合作制、集资创办社会公益

事业、民间金融、互助会、借贷利率浮动等等,并非都是新近的发明,都能在浙江工商发展史上找到它

们的影子,是当代浙商对历史上的工商制度和传统的因袭、变异、创新与发展.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创业动机、创业愿望的强弱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文化背景无疑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项.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浙江从一个人口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工业

底子薄弱、农业基础不强的中流省份,发展到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全国第一,GDP总值连续十几年位居

全国第四位,人均 GDP位居全国第一的经济大省.浙江经济飞速发展的经历,正是浙商从浙江文化

基因中汲取精神养分,迅速发展成“财富浙商”的过程,也是“财富浙商”对浙江文化充实丰富的时期.
这一切,只有将经济、政治的阐释与浙江文化的阐释结合起来,才能有较好的理解.

三、“财富浙商”迈向“文化浙商”:浙江文化领引方向

浙商现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性格、一种独特品质,成为当代工商文明的

重要体现.但是,浙商及其文化传统能够持续发展吗? 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早期,以“低学历高效

率”为特征的浙商模式效果明显,在市场竞争进入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开始遭遇困难和挑

战,其先天优势难以体现,甚至开始被削弱.浙商需要内涵,内涵深厚了,浙商才能不断前进.充实浙

商的内涵需要多管齐下,其中之一就是重视文化、强调文化,实现“财富浙商”向“文化浙商”的跨越.
(一)确立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最大优势的思想

深刻的文化自觉、坚强的文化自信,是增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必要条件.２００３年

７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代表省委总结浙江多年来

的发展经验,首次系统提出“八八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

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要“建设文化大省”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和社会之所

以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依赖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依赖

于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２００５年７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再次作出加快

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决定④.
把浙江建设成“文化大省”的思想,不仅高瞻远瞩而且独具慧眼.浙江是一个活跃着各种文化

的区域.浙江在历史上有着多样性与开放性的特点,这使得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

文化在浙江相互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

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在浙江又发生了更剧烈的碰撞和交融,近代工商业

和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视野变得开阔了,
观念因此改变了,进而逐渐养成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胸怀.文化成为浙江综合优势中最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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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和优势.
今天,文化和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

人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人格,这
个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①.对于浙江经济而言,浙江虽然是“经济大省”,却是公

认的“资源小省”.要解决这个矛盾,“浙江人经济”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启发性,它认为浙江经济最大的

资源是浙江人,最大的财富是浙江精神,最大的优势是浙江文化②.如果坚持这样的理念,经济发展

不拼资源、不拼环境、不拼资本,扬长避短,浙商发展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也易与国际文化市场接轨而

走向世界.
(二)引导浙商继续用浙江文化提升自己

对浙商,习近平同志有过深厚的研究.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６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
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有关浙商研究的文章,他说:“浙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诞

生并壮大起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长期以来,浙商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浙商文化’.”③这篇文章只有４００余字,然而,习近平同志阐明了浙商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同时

指出了“浙商文化”的重要意义.其实,浙商文化是以浙商为代表的工商文化,是缩小了的浙江文化,
或者说是浙江文化的精粹.

文化是一种土壤,是根源性的东西;精神则是基石,是种子.有了浙商文化这一肥沃的土壤,浙商

精神才能诞生和生长起来.浙商文化是浙商精神的成长环境.浙商文化相对而言较为宽泛,涉及浙

商特性的方方面面,包括浙商的经营风格、企业文化、浙商自身的精神风貌、理念行为特性等;而浙商

精神是由浙商文化熔炼而成的,最终转化为浙商文化的一种符号与标志,也是浙商文化的核心体现,
也就是说浙商精神是浙商文化高度凝练的内核.

当代工商活动与历史上工商活动有着继承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
实际上阐述了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是浙商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产生、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习

近平同志阐明了物质财富和浙商文化的关系,浙商文化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浙商文化和浙江文化

的关系,是要求引导浙商争做“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改革创新的先行者”④,也要求

引导浙商应该正确地对待历史,与时俱进,成为拥有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价值取向的群体.
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也日益全球化.浙商将来能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是否拥有“文化自信”

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浙商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成为“财富浙商”,但是浙商文化或者

浙江文化才是浙商的“根”与“魂”,才是长久而超越时空的力量.“‘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也就是说

浙商要不断发展,即“财富浙商”要跨越到“文化浙商”,要有积极的引导,引导浙商在今后的发展中仍

旧使用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来支撑自己,仍旧使用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来丰富提升自己.
(三)发展文化产业,壮大“文化浙商”
工商文化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一个区域文化现象.４０年

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浙商凭着敢闯敢干的精神,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浙商力量在

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浙商自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转型升级中不断触发文化自觉.如

今,越来越多的浙商不仅在理念上重视文化,而且开始把目光锁定在文化上,纷纷斥资在文化产业抢

滩占地,努力把自己从“财富浙商”转向“文化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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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的新飞跃,需要‘浙商文化’的支撑.”①这是习近平同志２００６年对浙商发展展望的预言和要

求,是与浙商在历史上的嬗变脉络一致.浙商当下的历史责任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浙商及

其浙商精神,需要提升到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文化乃至世界工商业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因此,浙
江省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为浙商在新时代的“新跃进”积极创造各种条件.

自２０１０年起,浙江省文化相关部门推出“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旨在扶持和引导浙江民营企业

进入文化产业,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进一步铸造浙商文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企业文化

软实力.浙商文化促进会会长杨建新说:“只有有文化远见的企业家,才能成就百年老店.”②一个企

业家只有具备了文化意识,才能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经济只有跟文化在一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浙

江省政府还出台了文化浙江建设的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唐诗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大运河诗路、之
江文化产业带、之江文化中心等项目,如之江文化产业带的空间范围覆盖钱塘江杭州段沿线的９个县

市区,着力打造以之江文化产业带为空间形态,集成数字文化产业基地、影视产业基地、艺术创作产业

基地、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等产业功能,国内引领、国际知名的“一带四基地”.还有,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至

７日,浙江省文化厅和嘉兴市政府在嘉兴主办了“２０１８江浙沪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路演及推广活动”.
本次活动以“文化与资本对话,创新与梦想起航”为主题,为江浙沪近７０家文化企业与来自全国各地

的４０多家投融资机构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江浙沪地区特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③.
浙商从“财富浙商”向“文化浙商”转变的过程中也在升级换代.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日,由«光明日报»

与台州党政部门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８年“文化融”制造业峰会首站来到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是我国重要

的制造基地,拥有２１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６３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生产

成本上涨、资源要素制约等影响,台州不少制造企业情况不乐观.为了破解困境,台州方面积极推动

文化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将传统的文化元素植入、融合、渗透到制造业企业之中.这样做,将文化融

入制造业,从传统文化里找到更多的智慧和灵感,让文化“活起来”,在传统产业优化改造、升级转型中

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植入文化基因,唱响文化品牌④.
功夫不负有心人,浙江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名列前茅.据统计,２０１８年,浙江省有５７０５家

规模以上文化与相关特色产业企业,总营业收入１００９１亿元,增长１２３％⑤;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综合

指数和生产力指数位居全国第４位,影响力指数位居全国第３位,在连续１０届颁布的全国文化企业

３０强中,浙江上榜的数量居全国第一.预计２０２０年,浙江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总产出将达到１６万

亿元,产业发展活力和影响力等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文化 电商”“文化 体育”“文化

制造”等诸多民营文化企业,已经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起在浙江形成了齐头并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横
店影视、宋城演艺、中南卡通、西泠拍卖等一批“文化浙商”蜚声中外.

综上所述,浙商在新时代要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浙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浙商

由小到大、变弱为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部浙江改革开放史,也是浙商的拼搏史、企业

家精神的淬炼史.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浙江文化在支撑.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

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这些潜藏在浙商、浙江人意

识深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一旦条件允许,比如遇到像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机遇,必将

会再次创造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浙商也必定完成由“财富浙商”向“文化浙商”升华,再次以崭新的面

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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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言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文化变迁,第一次是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３７年抗

战前夕,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次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这几次文化变迁中,第
三次意义无疑是最重大、最深远,它从价值观的层面上不断创新,有关时间、效率、竞争、信息、平等、人
权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日渐趋向共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出现多元发展,国家获得了持续的文化

资本积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全体人民的精神家园.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

想,然而一个经济强国必须同时是一个文化强国,能够产生可以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观,得到世界普遍的

文化认同.浙江文化经世致用、义利并存、兼收并蓄,当属世界普遍认可的一种优秀文化.在这种文化

环境中哺育和成长起来的浙商,具有自我变革的精神,不断促进价值观念变革,推进文化创新.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社会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它还有着其特有的“遗传”

机制去影响,甚至塑造这些因素和条件.集智慧、精神、道德为一体的商业文化正在一代又一代创业

者中创造着奇迹.在浙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浙商表现出善抓机遇、勇于开拓、专注创新、信守承诺、
吃苦耐劳、精诚合作、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增强软实力,建设经济强国的基础和重要条

件.有理由相信,“财富浙商”或迟或早一定会为“文化浙商”所替代,更多的浙商一定会在世界经济舞

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素质,包括浙商文化在内的中华古老商业文化,必将给世界商业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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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andDirectionofZhejiang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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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MediaandInternational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２８,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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