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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以江苏为例

何　雨

摘要: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吸引着从经典到现代、从国外到国内多学科多领域理论

家们的广泛关注.二者既变动不居又如影随形,相互缠绕交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意象之一和中国经

济的重要版图之一,历史与现实的传承起合共同涵化江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性格:江苏地理区位、资源禀

赋、重大事件等因素铸就了江苏文化求真务实、安土重迁、海纳百川、精致灵动、诚实守信的主要特征.经

济是文化的化形,而文化是经济的本底.江苏文化孕育了江苏经济守正创新、制造为本、开放高地、有原无

峰、平稳致远的基本特征.区域文化的渐变与区域经济的剧变之间存在迟滞效应,因此在发挥文化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克服片面主义、急功近利倾向的危险,才能穿透时空迷雾,以文载道,达致文化与经

济和合共生的理想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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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之于经济:助力还是阻力?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在于“能
够制造工具”.但是,对贝尔(DanielBell)来说,人的更为本质属性是一种能够“制造符号”的动物.正

是先有符号性“构想”,才能有后续的依托“构想”而诞生的具体“器物”.从“构想”形态到“器物”形态

的转变过程,也是实践行为的转变过程.“构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进言之,
作为“构想”指导下的后续行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反映,由文化所形塑.基于此,行为模式与文化

模式的关系开始浮现出来:文化是行为的自变量,而行为是文化的因变量.事实上,这仅仅是对文化

与经济关系的一个理想化勾勒,真实运行中的文化与经济关系要远复杂于此.贝尔指出:“一种文明

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① 波兰尼(Karl
Polanyi)则指出“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臣属于其他社会构件(socialcomponent)是一

种普遍现象,“宗教和政府之于经济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② .
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发展出“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更为幽微地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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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或“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市场”的观念①.依托“嵌入性”概念,新经济社会学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切入点.在其后发展中,借助于Zelizer等人的研究,作为社会构件

之一的“文化嵌入性”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构成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②.
除嵌入性研究脉络外,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或经典的传统.面对世界范

围内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理解其成因? 又该如何解释其发展进程或状态的区域差异? 以及如何考

察其表现形态与动力机制的变化?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这些重大经济问题或现象展开了文化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诞生于西方,根源

在于西方为之提供了文化源动力.始自于１６ １７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

学对人们心灵的禁锢,从根本上重构了人神关系,也重构了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让新的行为

模式及其经济派生物成为可能.在宗教改革的诸多流派中,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在德

国人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因信称义”宗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预定论”宗教观.在他看来,
“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
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③.以荣耀上帝为天职(calling)构成了弥漫于西欧的社会公德与职业

道德的伦理基础,再加上禁欲主义文化传统,二者共同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性支撑:荣耀

上帝的职业观满足了资本规训劳工的需要,而禁欲主义则顺应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当

然,在此阶段,天职观与禁欲主义本身又融为一体:“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

的诸基本要素中,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理性生活样式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产生出

来的.”④

对于韦伯来说,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亲和性的论断,并非一个仅仅局限于西欧

范围之内的有限经验或结论,相反,它还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验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中,韦伯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西方出现”的这一根本性追问,在后续研究中,他还需要进一步

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其他地区出现”的对偶性追问,即,韦伯不仅要回答西欧地区之于近现代

资本主义发展的“助力”问题,还要回答非西欧地区之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问题,通过正反

两方面对比性研究,才能寻找出更有说服力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殊途的深层文化动力机制差异,并使

之具有更为普遍性的跨文化解释力.围绕这一主题,韦伯先后完成三本宗教社会学著作,分别是«中
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和«古犹太教».前两本著作重点阐释

东方文明两大中心的中国和印度未能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宗教/文化因素的原因,而第三本著作则试

图通过追寻孕育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文明原点,赓续古犹太教与新教之间的精神关联.
韦伯的研究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也激发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更是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在韦伯看来,儒教对世界采取的态度是适应而非改造,“儒教的传统主义

取向始终固守着它的支配与统治地位,连同‘君子不器’的理想与‘重利轻义’的主张,使得中国经济无

法朝向西方理性主义之途演进”⑤.与之形成印证的是,长期主导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支柱性政

策———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锁国,也确实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产物.吊诡的是,实践与认知关系

几乎走不出循环论证的困境,文化与经济关系也是如此.实践变化是观念变化的动力,但否定之否定

的实践再变化,也会让认知经历否定之否定,进而让人们对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知回到原点上.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中国道路的高歌猛进,被视为与现代性水火不容的传统文化也在向人们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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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另一幅画面:非但没有像韦伯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反而在其自身丰富多

元的传统中不断激发出接续、适应、涵化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PoＧ
meranz)在对十八世纪西欧与东亚、英格兰与江南发展路径差异的溯源性分析中指出,导致东西方文

明大分流的根本动因,并非是韦伯式的文化内生型优势或市场与产权制度优势,而是在共同的生态与

发展压力下东西方选择不同道路的结果:以江南为代表的东方选择了“内卷化”的发展之路,而以英格

兰为代表的西方则选择了面向全球市场的海外殖民之路①.尽管彭慕兰的研究结论存在斟酌空间,
但其拓展的迥异于韦伯的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动因分析本身就具有问题性价值.事实上,对于中华

文化之于经济发展持有正向功能的国内学者也不乏其人:苏国勋指出,儒家思想并不会阻碍经济发

展,相反,儒家在仁爱精神上的推恩及人观、在信仰问题上的宽厚包容心态、在人际关系上的谦恭有礼

等都是现代商业精神应有之义,能够中和、消解西方二元对立观下的各种紧张②.拉长时间线索可以

更清楚地看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侯杰明确指出,早在明清时期儒家的理

念、精神就不再是空泛的道德教条,而是稳定商业秩序、保护正当利益的重要因素③.

二、江苏区域文化气质:果缘因成

探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离不开对特点空间尺度范围内的文化样态有一个基本认知.从概念上说,
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对内

具有共性、对外具有个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④.在

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江苏文化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漫长岁月的传承赋予

江苏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有区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关于江苏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研究者

们从不同角度擘绘出江苏文化的典型样态与主要特征.莫砺锋认为,江苏传统文化的成就全国领先,
现代学术理念和学术风气优良⑤;徐耀新认为,江苏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为南秀北雄、吴楚分明,大致

可分为“四主区”和“三亚区”⑥;胡阿祥、姚乐将江苏全省划分为四大文化区与八个文化亚区⑦;胡发贵

认为,江苏人文精神最为显著的特征为谦和礼让、关注民生、先忧后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⑧;赵
明奇、李玉铭认为,江苏文化具有吴文化的“秀美”与汉文化的“雄豪”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质⑨.

总体看,研究者们主要是从类型学意义上阐释江苏文化,建立特定空间与亚文化类型的关联,但
未能构建出一个整体性的江苏文化意象.在方法上,也以静态分析为主,基本上未能注意到形成江苏

区域文化意象的过程与动因,换言之,没有回答形塑江苏文化意象的动力机制,特别是未能在大历史

背景下,探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与文化气质的关系.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今日江苏文化

的精神意象与地域性格是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与重大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时间的沉淀与发酵中

逐渐定型化的.

１．重商主义铸就江苏求真务实的文化气质.纵观封建社会发展史,重农抑商几乎是一条主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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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江苏却是一个例外.绵延不绝的重商主义始终是江苏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①.原因在于:一
是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经济或商品基础.虽然江苏总面积在全国省区中排名

靠后,但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程度却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几乎是寸土寸金.此

外,江苏还盛产大量关键性民生用品或物资,如,必不可少日用的食盐、面向中高端消费市场的丝绸,
以及有闲阶层情有独钟的茶叶等.二是南迁政权带来的多元消费需求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直接动力.
定都江南,意味着全国消费中心的随之而来,全国各地海量物资的源源涌入.三是通江达海的水网优

势为商业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在传统社会,道路基础设施落后低效是影响商贸往来的关键性

因素.大宗货物无法高效运转,极大限制了商业贸易的壮大与繁荣,然而江苏却能够另辟蹊径.横贯

东西的长江、纵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漫长的海岸线,再加上不可胜数的支流水运网络,让江苏不

仅拥有跨区运转商品的物流大通道,而且还拥有几乎打通到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毛细血管.遍布全境

的水上路网,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低、效率高,还意味着风险小.与陆路相比,水上运输遭遇打家劫舍

情况要少得多,大幅降低了潜在损耗.在１９９０年代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江苏境内的

公路养护状况要远远好于山东.其原因就在于江苏境内拥有京杭大运河、长江等水路干网,分流了公路

上的大宗货物压力.绵延千年、遍布千里的河上商路,为区域重商主义提供了可能,也客观上铸就了江苏

求真务实的文化气质,因为理性化程度与商业繁荣程度息息相关.

２．繁华富庶铸就江苏安土重迁的文化气质.受益于辽阔的平原、勤劳的人民,在农耕文明中江苏

几乎一直就是繁华富庶的代名词.自唐以降,以江苏为主体的东南地区,一直是封建政权财赋最重要

的来源地.韩愈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宋史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且有“苏湖

熟,天下足”之誉.在明朝,仅苏州府上缴的税赋就约占全国总税赋的十分之一强.到了清朝,更是有

着“税赋甲天下”之说,江南省的税收钱粮占据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凡事有利必有弊.繁华富庶

也养成了江苏人安土重迁的集体心理倾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资源诅咒”几乎是挥之不去的阴

影,即,艰苦条件让人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优渥条件反而让人麻醉,丧失进取心.如明清时期徽商之所

以活跃于江南,就是源于皖南资源压力而被迫出走;今日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温州商人、宁波商人,同
样源自资源贫瘠下的生存压力.平原水乡为主的地形地貌,意味着每一寸江苏土地都能提供高效的

农林牧渔产出.此外,绵延数百公里的沿海滩涂又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民生物资———食盐产业的高度

发展提供可能,使之成为支撑繁华江苏的重要商品之一.正是在此背景下,源自格尔茨(CliffordGeertz)
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研究的“内卷化”概念(involution),在黄宗智等人手中成为解释华北平原、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关键性工具②.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必要前提就是区域土地资源能够满足“内卷化”的
需要,即能够支持大量农业劳动力投入与精耕细作.只要没有特别大的天灾人祸,江苏大地就是一座天

然的“米粮仓”,完全能够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而无需背井离乡寻求生存机会.

３．衣冠南渡铸就江苏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华夏文明源于一域,但并非定于一域,在漫长的历史

中,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由北方到南方、由一族到多族的渐次扩散过程.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政统

象征的王室的迁移始终是扩散的一个主线或标识.或是异族入侵,或是王室衰微,中原政权不得不放

弃原来的京城而另觅栖身之地.令人讶异的是,原本处于边陲的荒蛮之地———江南,多次成为衣冠南

渡的目的地与北方王权的避难所.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衣冠南渡事件就有司马睿于建康建立东晋、李
昪于江宁建立南唐等.中原政权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③.
这些文化在改造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汲取所在地文化基因改造自身.在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的

融合之外,另一个融合也在衣冠南渡后展开,那就是佛教与儒教、道教文化的融合.“南朝四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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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智:«吴文化区域系统初步研究»,«地理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域文化之分途异向演变述论»,«学海»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既是赏景,亦是悼古,追忆佛教在江南的扎根与壮大.王室南迁

与多重文化的交融、碰撞与沉淀,让江苏文化气质多了一份海纳百川的从容与淡定.

４．水乡泽国铸就江苏精致灵动的文化气质.江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文化大省,又是

一个以水见长的沿海省份①.水是江苏文化的生态本底,而江苏文化也体现了水的性格.从地形地

貌上看,江苏平原辽阔、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从结构上看,
平原、水域、低山丘陵分别占据江苏全境的６９％、１７％和１４％.其中,仅湖泊面积就达到了６８５３平方

公里,占全境面积的６％,湖泊率位居全国第一.除拥有太湖和洪泽湖全国五大淡水湖中的两个之外,
还拥有高邮湖、骆马湖、石臼湖、滆湖、邵伯湖、阳澄湖等一批全国知名湖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共有

２９０多个,几乎覆盖江苏全境.在孔子看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老子看来,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

不争.与豪迈壮阔的北方文化相比,在水的浸润与洗礼下,精致灵动成为江苏文化的气质.文化是无

形的,也是有形的,总会借助于各种形态表达出来.最能代表精致灵动文化物质形态的,莫过于园林.
苏州园林甲天下,据统计仅现存园林就有５０多处,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１０多座.除此之

外,扬州、淮安、南京等地的园林遗存同样极为丰富多彩,共同见证着江苏文化的精致灵动.

５．耕读传家铸就江苏诚实守信的文化气质.商业或金钱具有腐蚀性,会败坏人的品性,堕落人的

行为,如,唯利是图、无商不奸几乎是商人群体的固有形象,融入人们的认知深处.按照理性人假定,
利益最大化是支配商人行为模式的内驱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古今中外也有各种各样的神话、传
说、故事在重复、强化这一刻板印象.对于江苏来说,如何避免商业繁荣所带来的伦理困扰? 在喧嚣

的尘世中如何寻求心灵的安宁? 又该如何解决家族传承中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答案在于儒道释的交

汇,以及中原文明与水乡文化的融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走出此岸繁华、迈向彼岸安宁的心灵之路,
即,以文化人.唯有诗书传家方能历久弥香,而丰饶的物产也为读书人群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

础.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构成了繁华江苏的另一面.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有传者大概在２万多

人,其中６０００多人为江苏籍;在１１８名清朝状元中,江苏籍高达４９人.当然,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也

存在着另一种逻辑,即,在传统社会,政商本一体,要想让生意做得大、做得长,需要官场有人,由之推

动人们读书.或许,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动力会有不同的源头,但最终共同汇聚于江苏商业精神气

质上.仁义礼智信的文化道统,与江苏区域商业文明的融合,共同铸就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底色.

三、江苏区域经济特色:文化于形

历史上的江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早在万历年间苏州丝织

业部门就出现专业化的纺织工、纱工、锻工等工种,以日计酬,从业人员数以千计,与机户形成了具有

资本主义性质特征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近现代以来,秉持重商主义传统的江苏,再次登上了历史的

舞台,南通、苏州、无锡等地成为民族资本主义最大的发祥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实业

家,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图存中前赴后继,高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旗.作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江苏大地的面貌,在率先发展的使命中为现代化中国之路探索具有区

域特色的江苏样本.经济是文化的化形,文化是经济的本底.江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高地,相
当程度上源自其也是中国文化高地,文化基因早就融入江苏血脉之中,也在江苏经济形态特色中得到

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是求真务实孕育江苏守正创新的经济特色.继农转工、内转外之后,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

驱动型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三次经济转型的主题主线,也成为江苏经济建设的重点与焦点.
统计显示,在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年间江苏连续９年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一.２０１８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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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谊:«水文化孕育的江苏精神»,«唯实»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超过４３％,科技进步贡献率达６３％.研发经费投入为２５０４４亿元,占
全国比重为１２７２％,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２７％,投入强度指标领跑同类省区(除京津沪三大直辖

市外,仅次于广东的２７８％).全省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９８９万人,从事研究与发展(R&D)人
员７９４１万人;全年累计专利申请量６００３０６件,来自企业专利为４３７６０１件,发明专利为１９８８０１件;专
利授权量为３０６９９６件,来自企业专利为２３６６２９件,发明专利为４２０１９件;全省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工程院院士１０２人,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上海.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江苏经济最为靓丽的一

张名片,与此同时,江苏的创新之路始终带有深厚的法理底线与伦理关怀,没有陷入创新拜物教的疯狂之

中,是一种有底线的守正式创新.我们知道,创新需要打破窠臼,经常游走在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这往

往会导致一些利用各种监管真空与伦理空白.如,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互联网经济,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

大变革的同时,也给诸多群体留下了痛彻心扉的伤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互联网金融,有些组织打着创

新的名义干着违法诈骗的勾当.面对着互联网经济的致命诱惑,尽管或多或少受到冲击,但是江苏并没

有晕眩,相反,始终对互联网新经济保持一份清醒与警惕.基于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从根源上讲,来自求

真务实的文化传统.贵真贵实忌浮夸,才让江苏在创新驱动上不盲目不冲动,坚持技术为本、实业为基.
二是安土重迁孕育江苏制造为本的经济特色.产业结构大多会经历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

“三二一”的演进过程.在总体上遵循这一规律的同时,江苏经济现代化也呈现出自身特色.１９５２年

农业增加值占江苏全省 GDP总量的一半以上.① １９７２年第二产业首次超过农业,三次产业结构由

“一二三”转变为“二一三”.１９８９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农业,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三一”.２００５年

第二产业占比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点.２０１５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全省最大

的产业部门,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的转变.然而,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二、三次产业间快速消长势头趋

于停滞,第二产业开始稳定在４５％左右,而第三产业则基本维持在略高于５０％的状态.第二产业的

重新复苏,除源自人们的认知不断深化、逐渐走出服务业至上的迷思外,也与江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在中国传统中,从空间关系上看,商业业态主要有两种,分别为行商和坐商.行商,主要是走街串巷、
无固定场所的流动经营模式;坐商,则是被锁定在特定空间上的经营模式.行商的优势在于,机动灵

活,与消费者直接对接;但劣势在于,缺乏稳定性、持续性.与之相比,坐商的优势在于安土重迁,跑得

了和尚跑不了庙.附着于特定空间之上,既是一种锁定,也是一种承诺,即,要对产品负责,否则消费

者随时能够找上门;反之,一旦做出口碑就可以生生不息,世代传承,成为百年老字号.以制造业为主

的江苏经济是千余年来安土重迁坐商传统的延续,也是对自身产品质量至上信念的延续.
三是海纳百川孕育江苏开放高地的经济特色.站在当前,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

现实选择.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休戚与共的必然要求.正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形
成了江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格局.统计显示,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２２６８
亿美元跃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６４０４３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期初的２３８０３６亿美元增长到４０４０４４
亿美元;进口总额从１５４２３亿美元增长到２５９９９９亿美元.从全国占比看,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江苏对外贸

易份额始终维持在全国１５％左右的高位水平.更为难得的是,从２０００年起外贸出口额连续１９年位

居全国第二位.累计使用外资占比超过１/５;服务外包总量占全国三成,离岸执行额连续９年居全国

第一.今天的开放高地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海纳百川式开放传统的继续与必然.改革之初,面对百

业待兴的格局,江苏近乎本能地发现开放的巨大机遇:昆山以敢为天下先的果敢,在全国范围内自费

兴建第一个开发区,吸引台资台商;苏州工业园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引进新加坡裕廊工业园

区的经验与模式,全力打造中外合作的园区样板;等等.
四是精致灵动孕育江苏有原无峰的经济特色.相对于广东、浙江、山东等省份来说,“高原”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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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直至１９５２年,作为当代省级行政单元的“江苏”,才在江北行署、江南行署与南京直辖市的基础上合并而成,并经历了多次

跨省的区划调整,故,关于江苏全省层面的统计数据,大多始自于１９５２年.



衡是江苏主要特色之一,在经济社会民生等主要方面,几乎没有明显短板.但与此同时,缺少“高峰”
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从企业层面看,在２０１９年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榜单中,江苏共有８３家上榜,仅
次于浙江的９１家,远高于广东的５７家.然而,从巨头看,广东有华为、腾讯、华大、大疆,浙江有阿里

等一批超级行业标杆企业,而江苏几乎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在全国有引领性、号召力的类似企业.从

城市层面看,江苏优势在于有深度,２０１９年１３个地级市经济总量全部超过３０００亿,相当于广东、山东

等省份中等偏上地级市的经济体量;广东优势在于有高度,坐拥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与之相比,
作为江苏最强地级市的苏州差距明显.从根源上看,精致灵动是有原无峰的文化诱因.这一文化容

易培养出工匠精神,聚焦于质量,对产品精益求精,如江苏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的隐形冠军.然

而,过于关注于细节,执着于产品,在相当程度上要以眼界与格局为代价.此外,精致灵动也容易让人

小富即安,总体上呈现出风险厌恶型取向,在创新创业道路上的雄心略有不足.
五是诚实守信孕育江苏平稳致远的经济特色.运行平稳、稳中有进是江苏经济的显著特色之一.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无论是外部冲击,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债危机,还是内部调结构、促转型政

策上的波动,基本上没有改变江苏经济长期向上向好的态势.间有回落,也能很快重返正轨.期间,
先后有两次经济增速低于１０％,分别为１９８９ 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１３年至今.前者主要是严峻内外部冲击的

结果,而后者则是主动转型的结果,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自觉选择.但即使处于回落周期,区域经济

增速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２０１８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在全国３１个省区市中,江苏是仅有的误

差在１％以内的省份,且为向上修正,与部分省市大幅向下修正GDP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数据质量是统

计水平的反映,更是文化基因的体现.诚实守信的文化基因构成江苏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等人指出,经济嵌入于社会之中,离不开文化系统的支持.韦伯更是在探究

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上指出文化是经济的原动力,构建了文化模式与经济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

特定文化模式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促进(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阻碍(儒家、道教、印度

教等东方文化,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美国社会学家 WF 奥格本(WilliamFieldingOgＧ
burn)也曾提出一个著名概念———“文化堕距”(culturelag)①,指出,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社
会各个组成部门之间的变迁速度并非一致,物质与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要快于制度与观念的变迁速

度.这种延迟就是所谓的“文化堕距”,其实质是物质的剧变与文化的渐变之间的脱节,并由脱节引发

了经济社会运转的失序.这是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文化与经济关

系的一个基点.奥格本问题也是对韦伯经典命题的挑战,并引发一个悖论,即,在文化变迁的速度总

是要慢于经济变迁的速度的前提下,又该如何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

途中,以文化来引领经济是否可能? 如果可能,又该如何实现?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成为一个地域或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心智,并外化为行为模

式.这一特性意味着人们在看待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时,或许应该超越对应性、匹配性思维:不能

过于急躁地用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要求文化发展的速度.事实上,如果一个地域或民族共同体文化基

本要素,总是处于快速变动重构中,不仅不能引领经济发展,还会造成人们思维混乱、无所适从,引发

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调、行为失范.当理解这一点,在处置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也就有了答案.从

一般性角度上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让文化跟上经济的脚步,而是要让经济尊重、涵化文化的约定

俗成.因为它们是地域或民族共同体集体选择的结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在实践中体现出巨大

的生命力.如,在对待儒家文化问题上,人们正在经历认识上的反转:从韦伯式的阻碍否定论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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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的融合肯定论.认识新变化并非源自儒家文化自身发生改变,而是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生动活泼

的时代实践倒逼人们的思想观念要与时俱进.期间,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发生了化学反应,陌生

的隔膜被打通、误解变理解,如人们在仁义礼智信与现代契约精神之间寻找到大量交集,形成最大公

约数.诚信,本就是现代契约精神的本质要求;正确的义利观,则是在接续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

论;智与仁,又丰富了现代企业家精神,要有勇有谋,还要遵循社会公德,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对于江苏来说,构建良性文化与经济关系,消除高质量发展中的消极文化因素,壮大积极文化因

素,是必然要面临的议题.但在处理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必须坚决抵制片面主义、急功近利的诱

惑.制度创制、政策设计、体制机制优化等措施,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文化对经济

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人们既不能在短时间内创制出新的文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旧的文化.
在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我们付出过巨大代价、遭遇过惨痛教训:或是极为野蛮、粗暴地铲除落后的

封建文化、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试图斩断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割裂全球化时代中的外来文化;或是

盲目乐观、一厢情愿地拥抱革命浪漫主义文化.代价是高昂的,教训是惨痛的.大动干戈后的理想文

化样态,并没有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反而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几乎崩溃的悬崖.以史为鉴,应
该充分认识到,以文化高质量引领经济高质量,犹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既不能粗暴移植,又不能

简单嫁接,而要以挖掘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主,寻找文化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作为连

接两者的纽带与桥梁,最终推动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和合共生.
除要充分体会和认识到文化的累积性、穿透性、延续性外,还应注意到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并非是刚

性的、直接的,而是柔性的、间接的,主要是借助于心智养成、情感培育涵化人们的行为模式,再借助于行

为模式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例,首要前提就是人们要形成这样的认知与

观念,而这急不得、快不得,只能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与熏陶来达致.此外,另一个需要注

意的或者应该避免的倾向,就是要放弃把文化当作万能处方的错觉.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基

石、价值导向、精神动力、行为模式等,但绝不是万能的.一旦泛化文化作用,只会把文化庸俗化、浅薄化.
基于此,以文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应该侧重于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模

式提供一个心智与情感上的“道”,即文以载道.只有构建认知图式中的正“道”,才能有行为模式中的

正道,才能顺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于江苏来说,应该站在“道”的层面上,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引领

作用,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正确看待创新与守正的关系.在后发追赶型现代化道路上,面对新一轮全球科学技术革命

的挑战,创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欲速则不达.
在创新之路上,剑走偏锋是一条捷径,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这里的“根基”,既包括自身的技术积

累、人才储备、创新路径等,也包括创新的法理底线与伦理约束.创新,不能以牺牲法治、破坏伦理、挑
战公意为前提.客观地说,创新道路的重大成就不容否认,但创新的意识与理念生态依然脆弱.例

如,知识产权意识匮乏下出现的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简单复制、移植;基因工程上的某些创新,突破人类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底线;以模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新经济,更多是在利用监管软弱或真空来攫取法治

红利、道德红利;等等.创新诚可贵,守正价更高.在守正基础上创新,才能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

持久性.这也是发达国家新一轮科技创新的主流:既要注意到创新的可能收益,又要警惕创新潜在的

意外后果,并提前准备防控风险.江苏科技基础雄厚、人才储备丰富,在创新驱动道路上,始终把合法

合规合公意的守正作为前提.面对大规模高强度新一轮创新驱动战略压力,继续传承弘扬这一宝贵

经验、优良传统尤为重要.
二是妥善处理外来与本来的关系.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推动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人之所长补己之

所短,在开放包容中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拓展新境界.一千多年来,江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

中心与文化高地,之所以能够在救亡图存危急关头勇立潮头,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间重新谱写

９４

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时代新华章,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在不泥古不媚外的同时,择其善者

而从之,涵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己之所用.过去经历也启示我们,单一向度的文化不足以支

撑复杂现代化事业需要,甚至会让现代化之路面临山穷水尽之困.否弃本来,会让我们成为无根浮

萍,只能随波逐流;拒绝外来,会让我们心胸狭隘、鼠目寸光,成为现代文明异类.以高质量发展为新

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三统”关系:本土的文化道统、外来的现代西统及红色的

革命政统.“三统”关系涉及两大转换:时间上的“古今转换”,即推动优秀传统要素在现代化中焕发新

的生机;空间上的“外中转换”,即推动发达国家的优秀成果要素实现本土化.当前,“三统”之间的边

界与壁垒还比较森严,彼此的矛盾与龃龉还比较多,非此即彼的痕迹还比较重.只有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却又“自成一体、各美其美”的时候,如同儒道释三教关系从剑拔弩张到美美与共的时候一

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算彻底打通任督二脉,成为一个逻辑自洽、实践通融的人类共同

体新方案.肩负“继续为全国探路”的江苏,要想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作出贡献,就要不断深化对本

来、外来关系的认识,寻求“三统”融合、两大转换的江苏路径.
三是辩证认识区域文化因素的优势与劣势.区域文化是区域共同体的集体心智与情感表达,具

有鲜明的个性,而个性犹如硬币,总有正反面.区域文化的个性因素在成就区域经济的同时也限制区

域经济.“有原无峰”是江苏经济的显著特点,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也成为区域政策发力焦

点,试图实现从“有原无峰”到“有原有峰”的转变.愿景值得肯定,努力值得赞赏.然而,“有原无峰”
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是江苏精益求精、诚实守信的结果,是守法合规的结果,是稳健经营的结果.近年

来,一大批曾经风光无限的所谓独角兽企业,在潮水退去之后纷纷显出原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大量独角兽企业依靠激进投资、高杠杆投资、博傻式投资走到时代前台与镁光灯下,主要是靠攫

取货币宽松与监管宽松红利.一旦货币收紧或监管从严,提高合法合规的要求与门槛,那么相关企业

就不得不面临釜底抽薪、墙倒人推的结局.所谓“剩者为王”的互联网超级巨头,大多也是“幸存者法

则”下的少数幸运儿,或是在攫取完货币宽松与监管宽松红利之后及时收手转型,或已经到了“大而不

能倒”的地步.时代精神与氛围的变化,意味着激进化的创新创业之路已经不再具有可模仿可复制可

推广的意义.故,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到江苏“有原无峰”状态.要放平心态,可以积极向高峰准备、出
发甚至冲刺,但不要急于一时,而是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静待花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之道,经世之要.区域竞合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要有长跑的心理准备.对于兄弟省区的先进经

验,可以镜鉴,但没有必要过度模仿,否则,很容易东施效颦、南橘北枳,不仅没有学到别人长处,反而

丢了自己特色,变得不伦不类.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与德国可以作为这一类型学意义上的参照范本:
前者“有原有峰”,而后者更多的是“有原”.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见长的江苏,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中,积极镜鉴吸收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与道路是更为贴切理性的选择.
四是努力引导区域文化在分合异同去取中良性消长.继秦王朝郡县制后,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中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区域行政体制变动就是元朝的行省制.行省制的一大特色在于,并非以语

言、文化、习俗、自然地貌作为依据,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构建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贸联

系高度同质性的省级空间单位,而是刻意打造一个行政、经济、文化与军事异质性极大的区域作为省

级空间单元.自然区、经济区、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四区异构”,必然会导致空间单元内的亚文化族群

之间相互牵制,从而解决“四区同构”行政单元潜在的地方割据、尾大不掉问题,以强化中央集权.客

观地说,自元以降,行省制安排确实极为有效地避免了困扰中华帝国千年之久的统一与分裂的循环问

题.尽管其后省级行政单元的具体边界与范围变动不停,但行省制的精神内核基本未变.今日江苏

现状也是行省制理念的典型体现,以文化区为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江苏几乎不存在,存在的是一

系列亚文化形态区,包括以宁镇为主的金陵文化区、苏锡常为主的吴文化区、扬泰为主的维扬文化区、

０５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徐淮宿为主的楚汉文化区以及连盐通为主的海洋文化区①.文化区上的自成一体、各具特色,也是自

然区、经济区、行政区上断裂与紧张的体现,如从地理区位上看,经济中心位于全省东南一隅,而行政

中心位于西南一隅.对于江苏来说,省级行政区意义上的文化政策,应在尊重次区域差异基础上,努
力寻求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分中求合、异中求同,逐渐形成一个与行政区同构的文化区.同时,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合理引导、改造次区域中与现代商业文明有龃龉的落后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为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性文化驱动力.

五是积极推动区域文化由耕读传家向商读传家转变.经济高地与文化高地的相辅相成是千余年

来江苏最为鲜明的地域标识,二者互为表里、唇齿相依.时至今日,江苏经济依然散发出强烈的儒雅

气质,无论是在企业家精神层面,还是在有形产品层面,基本上都鲜有过于飞扬跋扈的壮志雄心,而多

了一份从容淡定的执着与坚守.路漫漫其修远兮,江苏上下而求索.不以路远易其志,不以喧嚣惑其

心.在传统社会、自然经济下,传承江苏文化香火的是耕读传家,也让江苏成为千山千水千秀才的儒

家重镇.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农耕经济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代之而来的是现代工商业经

济.经济表现形态可以变换,但以书育人、读书传家、书香门第传统不能变换,能够变换的就是要适应

新时代,从耕读传家转变为商读传家.商读传家的意义在于,不仅能为个体的家族提供具有时空穿透

性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纸迷金醉时代中的集体浮躁或喧嚣提供熨平情绪的知识良方,让人

们不致过于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世界中,而能够多一份信仰,多一份释然,多一份超脱.

PossibilitiesforRegionalCultureandEconomytoCoexistHarmoniouslywith
anExampleofJiangsuProvince

HeYu
(InstituteofSocialPolicy,JiangsuProvincialAcademyofSocialSciences,Nanjing２１００４,P．R．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yandculturehasalwaysbeenafascinatingtopic,attracting
wideattentionsoftheoristsfromclassictomodern,fromabroadtodomestic．Bothofthemarechangingand
followingeachother,intertwinedandinterwoven．AsoneofimportantimagesofChinesecultureandoneof
theimportantareasofChina’seconomy,theinheritancesandcombinationsofhistoryandrealityhave
cultivatedthecharactersofJiangsu’sregionalcultureandeconomy．MaincharacteristicsofJiangsu’s
culturewithpragmaticspirit,nostalgicprovincialism,inclusiveness,skillfulmanufactureandtrustＧ
worthinessaretheresultsofgeographicallocation,resourceendowments,majoreventsandsoon．
Economyistheformofculture,whilecultureisthefoundationofeconomy．Basiccharacteristicsof
Jiangsu’seconomywithconservativeinnovation,manufacturingＧoriented,openhighland,plateau
withoutpeakandsteadydistancearethereflectionsofregionalculture．Thereisalageffectbetween
thegradualchangesofcultureandthedrasticchangesofeconomy．Therefore,itissuggestedthatin
theprocessofeconomicdevelopment,wemustovercomethedangersofunilateralismandthetendＧ
encyofseekingquicksuccessandinstantbenefit,soastopenetratethevisionsoftimeandspace,
andachievetheidealstatesofcultureandeconomicharmon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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