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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苏南模式”的形成和演变与吴文化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吴文化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成为促进和制约

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因。充分发挥文化对地区经济的支撑力 ,促进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无疑颇

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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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y growth model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and Wu culture. The

advantages and constrains of Wu culture are taken as the culture reasons of economy growth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So it is im2
portan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ulture factors to contribute to region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regional cul2
ture and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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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区域空

间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需要拥有与之相适应

的先进的地域文化 ,而先进的地域文化也必然会有

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从而形成区域

经济与地域文化的良性循环。本文仅想以吴文化与

“苏南模式”的关系为例对此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以

就教于学术界诸同仁。

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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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一般来说 ,

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向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美

国学者是萨缪尔森在 2002 年初的《新闻周刊》上撰文

指出 ,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学 ,在很

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状况。他又

说 ,某些国民性———美国人对新技术的喜爱、欧洲人

对福利的依赖以及日本人的群体思维———正在阻碍

着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他的这一番话实际

上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 ,即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离不

开文化背景的支撑。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背

后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人

们的经济行为表现出来 ,使经济打上文化的烙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格局就

在华夏大地上形成。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吴文化是四千年华

夏文化在江南水乡孕育的独秀一枝 ,她筛滤了华夏文

化阳刚、粗犷的因子 ,较多地继承、弘扬了阴柔细腻的

一面。吴文化正像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

文化、越文化一样 ,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它具有丰富

的内涵和久长的传统。吴文化是一种富有开放性、融

合性和进取性的文化。其鲜明的开放特质、典型的水

文化气质 ,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特色 ,

造就了该地区突出的地域经济特色。

吴文化的特点在于 : (1)刚柔并济的文化心态构

成了吴文化的内在特征。古朴而不失精美 ,温柔而

不失刚劲。吴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刚柔相济这条

主线。稳中求进 ,是吴文化的精髓。(2)重商观念深

入民心 ,缙绅以货殖为急。长期以来 ,苏南地区高度

发展的商业文化猛烈地冲击着自然经济的保守体

系 ,逐步培植起以利为本 ,以金为尊的价值观念。

(3)兼容并蓄的襟怀。自古以来 ,由于中原地区动乱

频仍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

契机。兼容与创新并举 ,造就了吴文化强烈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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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巨大能动性 ,对吴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由兼收并蓄而造成的多元经济结构 ,

使这一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有着显

著的不同。司马迁曾在江南考察 ,他在《史记》中称 ,

秦汉以来吴地“无千金之家 ,亦无冻馁之人”,描写了

吴地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生活结构。(4) 勤劳、精

巧、柔韧、秩序构成了吴地民众的经济价值观。勤劳

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 ,使

得吴地民众普遍具有追求剩余的强烈冲动。勤劳吃

苦是吴地民众基本的价值观 ,它主宰并衍生了吴文

化的方方面面。勤奋刻苦 ,锲而不舍 ,做事必底于

成 ,这是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勤劳者必然节俭、节

制 ,与之相联系着的便是精打细算 ,精细作业 ,节省

开支 ,细水长流。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

是早期资本家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吴

文化中的这一伦理传统也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

业遍地开花 ,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吴文化 ,其精神

财富是丰富的。这种地域文化对该地区区域经济的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长期受吴文化的影响

与熏陶 ,苏南人养成了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精于算

计、务实、求稳、包容、开放以及浓厚的市场观念和竞

争意识等。这不仅是吴地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

且对苏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促使“苏

南模式”的形成。

所谓“苏南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江

苏省苏南一带 ,由于当地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 ,于

是 ,农民自发办起了社队企业 ,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逐步形成热潮并进而成为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其主要特征 :一是以乡镇

企业为支柱 ,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以乡镇企业为主

体 ,乡镇工业产值占农村农副工总产值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52. 51 %发展到 1988 年的 90. 83 % ,成为农

村经济的支柱 ;二是所有制形式以区域性集体经济

为主体 ,以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为标志 ,形成政企合一

的产权制度 ;三是产供销以市场调节为主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 ,实行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 ,仍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苏南乡镇企业

的产供销主要由市场调节 ;四是农村社区成员之间

经济收入平衡增长 ,社会矛盾较少 ;五是农村一二三

产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

言 ,比较协调。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

被理论界、学术界称之为“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崛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它不

仅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以“三分天

下有其二”成为江苏省农业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苏南模式”的形成有诸多原因 ,

其中吴文化的潜在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可以说 ,正是吴地具有悠久历史的区域文化传

统 ,孕育和造就了苏南地区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模

式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走向 ;而吴文化

自身的局限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苏南经济的发

展 ,成为导致“苏南模式”发展中出现曲折的文化动

因。可以说 ,“苏南模式”的盛衰同吴文化的影响都

有着密切关系。

二

稳中求进 ,浓厚的市场观念是吴文化的精髓。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长期熏陶下 ,苏南地区在经济发

展中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传统。苏南地区在历史上

曾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 ,人们商品意识较强 ,素质较

高 ,有办实业的传统。比如 ,在十年动乱时期 ,全国

不少地方搞所谓停产“闹革命”,工业产品奇缺。但

即使在这样的年代 ,富有商品经济意识的苏南人 ,仍

把经商当作发展的机遇 ,悄然办起了社队工业 ,汇成

了势不可挡的农村产业革命浪潮 ,其工业产值由

1970 年的 2. 76 亿元 ,提高到 1978 年的 25. 98 亿元。

不仅为稳定江苏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部分弥

补了因城市工业停产而造成的工业品供应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苏南人又以自己的

智慧、精明、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观念的优势 ,

敏锐地觉察到新的发展机遇的来临 ,紧紧抓住了改

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特别是在中央

提出的“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精神鼓舞

下 ,全力以赴地发展非农产业 ,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 ,开始大规模向商品经济转化 ,创造了闻名中外

的“苏南模式”。从而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以乡镇企业

为主体 ,农、林、牧、副、渔、工、商、建 ,运、服全面、高

速发展的态势 ,农民也随之迅速富裕起来。

吴文化中具有稳中求进的传统 ,吴文化“柔韧”

的一面在“苏南模式”兴起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充

分。苏南地区最初兴办的乡镇企业大多以集体企业

为主 ,这同“温州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温州地

区的企业在初创阶段即以私营为主 ,因而这两种经

济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际遇也形成了极大的

反差。在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之后 ,人们的思想

观念难免仍受“左”的困扰 ,“温州模式”从一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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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饱受打击 ,虽然由于其

自身的活力而屡禁不止 ,但在其萌生初期即遭遇如

此严竣的政治氛围 ,显然对其发展极为不利。而苏

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打着集体经济的招

牌 ,合理合法 ,因而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并迅

速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其实 ,在这些所谓的“集体企

业”中并不乏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 ,但由于借助

于“集体经济”这张保护伞而躲过了政治上的风风雨

雨。这充分表现了吴文化灵活、务实的“柔韧”特性。

可以说 ,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 ,“左”倾思想影响仍十

分严重的情况下 ,由地方政府出面兴办集体经济实

体 ,在客观上避免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这

样一来 ,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 ,依靠市场调节和经营

机制灵活的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苏南地区的

乡镇企业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对整个江苏

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成为各地学

习、效法的榜样。

吴文化还造就了当地民众勤劳、精巧的文化品

格 ,这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南地区的企业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 ,经营机制灵

活 ,善于扑捉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苏南地区及时适应形势的变

化 ,逐步打破了原有的束缚其自身发展的机制 ,甩掉

了假集体的“红帽子”,大多数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明

晰了产权 ,增强了自身活力。90 年代后期 ,经改制

和资产重组等体制创新后的苏南乡镇企业再次焕发

出更加强劲的生命力 ,在企业管理、产品质量与档

次、企业规模等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乡镇工业

产品出口额占了全省出口额的 1/ 4 以上。与此同

时 ,经过市场大潮的锤炼 ,涌现出了一批批农民企业

家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 ,灵活地面对瞬息万变的

市场 ,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1999 年全省农村社

会总产值达到 12 932. 64 亿元 ,为 1978 年的 52. 9

倍 ,非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82. 79 % ,农

村工业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吴文化中重商主义的特质和浓厚的商品意识 ,

使得苏南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

的适应性。吴地民众深受江南世风之熏陶 ,在情和

理的选择中 ,他们重理 ;在义和利的选择中 ,他们重

利。重理重利成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擅

长经济事务 ,但人情观念淡薄。无疑 ,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这更合乎游戏规则。具有决定意义的苏南制造

业正是从这种文化传统中汲取了很高的营养。“数

目字管理”使这里的企业在成本财务的管理上基本

都能过关 ,粗放式的内部管理很少见到。这种精巧

之上的勤劳正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所最最缺乏的。

吴文化兼收并蓄和均衡发展的传统也造就了苏

南地区的多元经济结构。作者曾经在 1996 年考察

了苏南吴县 ,那里企业盈利可观 ,经济实力雄厚 ,部

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和乡村养老院 ,农业用

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

易所 ,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 ;另一个村庄盖起

了一排排的小楼房 ,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

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

泥长廊 ,上面爬满葡萄藤 ,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

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在苏南地区 ,乡镇

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 ,吴文化的传统打造

了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经济结构。

“今天的文化 ,明天的经济”,吴文化与吴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吴地

经济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吴文

化为吴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

经济建设的高潮 ,必将推动文化建设的高潮 ,文化建

设的高潮又促进经济建设再创辉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文化也是生产力。在苏南

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 ,创造了一系列有益的经验。

许多企业就地取材 ,发挥优势 ,将大量的地方艺术产

品引入企业 ,既增强了产品竞争力 ,又保护了民间艺

术传统。宜兴的紫砂工艺成为当地最大的产业 ,带

来的效益占到宜兴 GDP 的一半以上。惠山泥人远

销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塑造了苏南精神 ,打造了苏

南品牌 ,折射出苏南人负重奋进、争创一流的精神风

采。在地方文化的推动下 ,苏南经济发展一直位居

全国的前列 ,“九五”后已经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

阶段 ,并提前向第三步目标迈进。2000 年苏南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达 22244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8406 元 ,农民人均纯收 4693 元。2001 年 ,苏南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5101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9190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990 元。

苏南的贡献、经验与影响已远远超出当地乃至江苏

的疆界 ,而具有全国意义。

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苏南模式”似乎陷入了

困境 ,经济增长停滞、乡镇企业滑坡、发展“瓶颈”凸

显、支撑后劲乏力。当时就有不少人出来“反思”,并

武断地宣称“苏南模式”的“末日”已到。其实 ,“苏南

模式”在发展中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固然是由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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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 ,但也同吴文化本身的局限密

切相关。只有认真审视并克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

文化因素 ,才能促进苏南地方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在吴文化中 ,存在着过分谨小慎微的不利因子 ,

这是导致苏南人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

精神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初步确立 ,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释放并

向多层次、宽领域拓展 ,社会各种潜能和生产力各种

要素还需继续激活与组合 ,社会经济形态已呈现出多

姿多彩局面的条件下 ,苏南地区原有的比较单一的所

有制结构显然与之已不再适应。苏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在客观上要求苏南人顺应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

大胆开展冲破“禁区”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以推进生产

力发展为唯一标准的前提下 ,坚持“不论成分重发展 ,

不限比例看效益”,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产权主

体明晰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形态。特别

是以集体资本、非集体资本和其他各种资本参股的混

合所有制经济结构 ,表现出独特的优越性 ,并呈现出

旺盛的发展态势。苏南又一次以体制创新激活了农

村生产力并迅速把它推向更高的层次。

思想理念的创新 ,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反映在实

践上的探索和体制上的突破。可以说 ,从党的十五

大以后 ,苏南人民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

把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用

起来。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乡镇企业全方位的转

制。8. 5 万家乡镇企业中的 94 %都从原来产权不够

明晰的集体企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股份制或私营企业 ,其中 1. 1 万家“红帽

子”集体企业还原为民营企业 ,从而把蕴藏在民间的

各种生产要素、能量及致富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一

下子就形成了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规

模经济、新兴产业等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吴文化

中兼收并蓄所造就的多元经济结构在此得到了充分

体现。

可以说 ,吴文化熏陶下的“苏南模式”在近年来

有了新的发展 ,体现出新的特色 :

———一个“核心”。苏南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改革

这一核心 ,全面进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调整 ,全力寻

找所有制形态与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结合方式 ,冲破

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生

产力 ,最广泛地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

造力。原来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的经济形态被冲

破 ,代之以产权清晰、经营自主、利益“贴身”的多元

化经济结构。经过改制之后 ,苏南地区的所有制形

式趋于多样化 ,所有制结构以股份制 (或称混合型经

济)为主 ,苏南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继续走

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快速健康增长的征途上。

———两个“轮子”。苏南经济“快车”的双轮 ,是

外向型经济与工业园区经济。苏南抓住浦东开发和

国际资本向长三角加速转移的机遇 ,积极营造投资

环境最佳、人气最旺的外资集聚地 ,以外力拉动走上

经济全球化的崭新道路。与此同时 ,又引导各种生

产要素向经济园区集中 ,实行集约经营 ,发挥经济集

聚效应 ,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两个“轮子”已被

国内外经济学家誉为“新苏南”的最大特色和亮点。

吴文化对外开放的襟怀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转移”。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南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 ,大部分村镇实现

了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向无粮耕作转移、农民

向城镇居民转移。不少农村特别是地处各大城市周

边的村镇已是“村无田 ,农无地 ,农户都成居民户 ,家

家住公寓”,在历史性的变迁中较早地遇到了农村实

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系列矛盾和

问题。苏南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步解决经济与社会、

人与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区域发展与经济全

球化等新的重大关系问题 ,力求在统筹兼顾、协调发

展中走出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崭新道路。这显然同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

的科学的发展观相契合。

———四个“带动”。苏南经过经济体制重大变革

和结构性的重大调整 ,产生出的巨大效应 ,集中表现

在 :带动了一大批重点镇、企业 (集团、公司)以及产业

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一大批企业 (集团、公司) 以及产

业跨入了更高层次的市场乃至国际舞台 ,带动了整个

区域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 ,带动

了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事业向新的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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