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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吴文化即吴地文化 ，也称“太湖文化”，从一万年前诞生至今，一直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凝聚力之 

源。在以“知识经济”和“人地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太湖时代 ，吴文化具有“融合”、“创新”、“务实”和“崇文”等精神特质 ，成为长 

三角地区“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最重要营养源。随着历史发展 ，吴文化的价值增值对于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 键 词： 太湖时代；吴文化特质；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1)0l—ol81—05 

一

、“文化”和“吴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社会。 

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两 

者可以互换，文化就是社会。对于每一个 民族而言，文化是它 

的根或血脉，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深层内涵。对于一个特定区 

域而言，文化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拉 

动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深层动力。 

“文化”的概念 ，在《周易》中就已经出现了，而西方则到 17 

世纪的文献中才有这个概念，英文、法文都写作 culture，德文写 

作 kulture，都是从拉丁文 cultura演化而来的。拉丁文 cultura 

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等意项。但同时也有“宗教 

的膜拜”、尤其指“膜拜仪式” 。有崇拜的偶像，然后定期按一 

定的仪式进行宗教或祭祀活动 ，这是文化的最初含义。从人类 

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世界上各 民族都有 自己的崇拜对象，被 

崇拜的对象可以是物 ，可以是人，可以是神灵，也有想象中的图 

腾。如女娲 、伏羲氏、黄帝、黑陨石、龙、鹰等等，都在一定程度 

上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如 piscicuhure(鱼类养殖 )、agriculture 

(农业)、silkcuhure(养蚕业)等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观点 ，“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 

种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 

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 

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尽管千差万别， 

但每一种“文化”都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分别是器物文化、制度 

文化和观念文化。器物文化 ，是指体现一定社会生活方式的那 

些具体存在，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 

论、意识形态等影响下，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 

度，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观念文化 ，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哲学。 

吴文化是吴地先 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的。吴地有人 

类活动最早的先民是汤山直立人 ，相当于北京直立人晚期。根 

据 1993年南京江宁县汤山镇的雷公山考古发现，经科学探测， 

汤山直立人距今约20—30万年 。1985年太湖三山岛的考古 

发现，证明 1万年前的太湖流域地区处于旧石器文化晚期，根 

据出土的旧石器可知，太湖三山岛的先民渔业经济比狩猎更重 

要 ，因为这里的 自然资源主要是水，因此太湖流域的土著文化 

“水”的特色非常鲜明，和渔业 、稻作及舟楫的关系密切。新石 

器时代早期 ，吴地属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圈，这里开始 

有了水稻的种植。在苏州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出土大量碳化 

谷粒，经科学鉴定已有粳、籼之分@。新石器时代中期，太湖流 

域地区覆盖的是崧泽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距今约四五千年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环太湖流域 

的土著文化是吴文化之母。吴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受我国古 

代其他区域文化的辐射不断发展。特别是吸收古楚(荆)文化、 

中原文化、越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等文化营养，为吴文化发 

展不断地植入新的内容，使吴文化成为杂交文化的一个典型， 

生物学中的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从吴 

文化发展历程看，她具有“融合”的先天性特质。 

吴文化覆盖的区域范围的自然环境是水乡，即长江一太湖 

水系所覆盖的地区。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水系包括五大湖群： 

太湖 ；阳澄湖湖群，包括阳澄湖、昆承湖、盛泽荡、鹅镇荡、曹湖、 

傀儡湖等 ；吴江湖群；洮涌湖群，包括洮湖(又名长荡湖)、涌湖、 

西沈、东沈、团沈、马公荡、钱资荡等湖；淀泖湖群，包括淀山湖、 

澄湖、元荡、白砚荡等。此外还有南京的固城湖，石臼湖也属于 

长江一太湖水系。这里 自然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区域内江、 

河、湖、塘、荡、水库、运河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吴文化区以太 

湖为核心，也有与其互补的外围区，即皖东南、浙北嵊泗列岛及 

扬子江北岸今天属南通等地。所以直观上看，吴文化的最鲜明 

特色是“以水为本”的水乡文化。 

吴文化是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太湖流域水乡独特的 

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出来的。吴地处于长江三 

角洲的中心位置 ，长三角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几乎同时产 

生，是两个并驾齐驱 ，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长三角和黄河流域 

都是我国最早的两个经济中心 。到新石器时期，根据考古发 

现，处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文化发展已不落后于黄河流域。所 

以，在泰伯、仲雍奔吴以前，吴地的先民就筚路蓝缕，创造了与 

中原有异趣的文化，后与中原文化的精髓多次碰撞和交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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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后，尤其到明清时期，吴文化的个性魅力愈加彰显。近 

代以来 ，吴文化的先进性和精神特质，成为长三角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活力之源。 

当今学术界对于吴文化概念的界定 ，观点有很多，但大致 

可分为两种 ：一是指先秦时期 的吴国文化 ，即狭义的吴文化。 

二是指吴地文化，即广义的吴文化，包括吴国文化的源流及后 

来的吴地文化的发展。我们研究的吴文化应该是广义的，指吴 

地万余年以来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所有成果。 

吴文化从诞生后不久，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新的基因，“以水为 

本”的吴文化因此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融合”、“务实”、“创 

新”、“崇文”的文化特质。 

二、吴文化的精神特质 

吴文化的最鲜明特色是“以水为本”的水乡文化。道家思 

想认为，水 ，“弱之 能胜强，柔 之能胜 刚，天下莫不知 ，莫 能 

行。” 水乡特色决定了吴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 

征。吴文化尊崇的偶像(cult)有很多 ，比如大禹、天妃、泰伯，也 

尊崇“龙”，和太湖水乡的渔文化、稻作文化和船文化等农业生 

产关系密切。 

吴文化是水生态环境的文化 ，渔文化特色鲜明。吴文化的 

“吴”字从 吴文化 的历史遗存 可以看 出，“苏”、“鱼”、“吴”、 

“虞”、“渔”紧密相关，渔业促成了吴文化的基因形成。张岱年 

认为，太湖流域孕育的渔猎文化与东北的红山文化 、山东的大 

汶 口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西南的大溪文化 、南方的石峡文化 

等 ，如同条条奔腾澎湃的干流共同融汇成中华文化的汪洋大 

海⑦。渔业是太湖流域地区最原始的生业之一，也是催生吴文 

化的最重要的因子。 

癸 
上面第一、第二个字是 甲骨文的“吴”字，系“鱼”的简形； 

第三、第四个字是金文的“吴”字，也是“鱼”的简形。第四个字 

有口者为音标，即句吴的“句”字 。第五、第六为金文的“苏” 

字，形状像鱼。古代吴国的姑苏台因建于姑苏山而得名，而姑 

苏山即句吴山，所以“吴”字即“苏”字。 

就字形看，“苏”字像“鱼”字，而“吴”字 即“鱼”字。因为 

甲骨文上的“吴”字，金文上的“苏”字均像鱼形 。 

就字音而言 ，“苏”、“鱼”、“吴”字相同。“蘸”在金文作鱼 

作禾，而禾系标音，“禾”字古读为马为余，所以“苏”字读为 

“馀”(虞)。“吴”与“虞”相通 。 

就字义而言，“虞”即“鱼”即“吴”。《国语 ·鲁语上》：“水 

虞于是乎⋯⋯取名鱼”。韦昭注：“水虞渔师也”，而“虞”即 

“渔”，“虞”为“鱼” 。《释名》日：“吴，虞也，封太佰于此，以虞 

其智也。”凹由此可见渔猎经济给苏南太湖流域的吴文化烙上 

了深深的印痕，吴文化是深受渔业经济影响的一个典型，太湖 

渔文化就是吴文化凹。 

吴文化是太湖流域以水为本的水乡文化，是太湖流域地区 

特殊的气候和山水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与太湖流域的渔业、稻作、园艺、雕刻和刺绣等社会经济活动紧 

密相关的。苏南园林 、盆景艺术、雕刻等都是太湖山水的浓缩 

版，或者反过来说，太湖山水就是苏南园林 、雕刻和盆景艺术的 

扩展版。太湖山水、吴文化和吴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三者是和谐 

统一，浑然一体的。 

文化是社会遗产 ，有一个连续不断地发展和演化的过程， 

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 

段、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从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继承下来 

并增加新的内容。继承的不是 以往的全部 ，而是继承一部分 ， 

舍弃一部分，再从其他文化中吸收一部分营养，就成为一定时 

期的文化。因此，文化是一个不断继承和更新的过程，不能用 

孤立和静止的观点来考察和研究文化。吴文化既是太湖流域 

地区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的积累的产物，又是促进当地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吴文化从诞生至今 ，历经长久的发展历 

程，但性情似水，正如太湖母亲的乳汁，滋润吴地水乡万物。当 

今的吴文化的特质有四点 ：“融合”、“创新”、“务实”、“崇文”。 

“融合”是指吴文化具有兼容并蓄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和特 

质，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之源。吴文化如同浩渺的 

太湖和奔腾不息的长江，善纳百川。从地理学角度看，太湖是 

长江和东海之子，处于长江、荆溪，自西南的南京等处人溧阳， 

汇茅山一带之水与长荡湖，又东合武进各县之水至宜兴注入太 

湖；一名苕溪，有东西二溪，汇集天 目山一带各县之水于吴兴注 

入太湖。下游之水自娄江、吴淞江和黄浦江流入东海@。太湖 

承受苕溪 、荆溪来水，主要由黄浦江排出，所以，长江一太湖水 

系覆盖的区域包括上海至南京 的大苏南地区。又据《太湖备 

考》记载，荆溪又称南溪，其入湖水量连同北侧洮、涌湖水系的 

来水约占总入湖水量的58％。东出为黄浦 、吴淞、浏河诸川I，最 

终汇人大海。吴文化区就是一个 “纳百JIl’’区，采众家之长， 

《老子》认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 

谷王。”⑥ 

吴文化善于吸收其他区域文化，如古楚文化、中原文化、越 

文化 、儒家文化。近代 ，还吸收西方的基督教文化⑩。吴地土语 

吸收古楚文化，形成吴语；商朝末年(公元前 I1世纪末)泰伯 、 

仲雍奔吴，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随 

泰伯奔吴而传人太湖流域，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太湖流域土著文 

化的又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杂交，吴文化得 以大发展。吴国开放 

的用人政策，也是促进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齐国的孙武 

子，楚国的伍子胥等，对吴国的军事力量的提高、政治和社会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汉时期，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从 

北方传人吴文化区。同时，汉以后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 

迁，为吴地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太湖流域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大发展。唐以后，太湖流域的经济超过北方的黄 

河流域，这和吴地文化的繁荣是紧密正相关的。近代，随着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江南地 区的入侵，吴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吸 

收天主教、新教等，如近代的苏南渔民普遍信仰天主教 。中西 

文化的有机养分不断被开放融合的吴文化吸收，太湖水乡孕育 

的吴文化与生俱来地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大江奔流的气势， 

因为能汇集其他文化之长。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不同文 

化的碰撞和交流是偶然的更是必然的，是促进发展和创新的契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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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在以融合基础之上，不是生硬和机械地被动接 

受 ，而是“扬弃”，加速了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陈代谢”，吸 

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营养，适时顺变，增强自身的生命力，也是吴 

地社会发展动力之源。吴文化从诞生开始至今无时不在创新 ， 

吴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创新的历史。吸收古楚语形成独具特 

色的吴语言。泰伯奔吴，中原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被吸收。 

太湖流域许多新的生产工具，如唐代的江东犁，就是中原地区 

曲辕犁到了吴地以后，为适应水田耕作的需要改造的，江东犁 

操作灵活方便，可以根据耕作的需要灵活地调节犁箭 、犁评等 

部件，进行深耕或浅耕。再如冶炼技术，太湖流域的冶金术在 

吴国建立后 比中原地区更先进，如吴王夫差矛，干将 、莫邪剑 

等。其他科技创新，沈括《梦溪笔谈》都有详细记载。在社会生 

活等方面，比如民居建筑、园林艺术、刺绣等无处不创新，因此 

有“苏南民居”、“苏南园林”、“苏绣”等蕴含吴文化特色的产 

品。元代以后 ，吴文化对海外主要是传播；从明代中叶开始，则 

逐渐愈来愈多地吸收海外文化，不断创新进步，并向中原辐射 

和传播，发展成为风采独特的吴语文化。如十六世纪中叶的昆 

曲称为“百戏奶母”，集 中了表演、音乐、美术、文学、雕塑、声韵 

等领域的最高成就，用以塑造人物 ，表现生活的艺术，京剧深受 

昆曲的影响。到近现代，随着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传人，吴文化 

吸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化 ，吴文化的创新提高 自身生命力 

和影响力，同时也加大了与其他文化“融合”的力度和深度。 

在社会制度和其他层面的创新也有很多，如范仲淹、翁同 

、薛福成等杰出的代表。范仲淹主张新政即“庆历新政”，敢 

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力主改革弊政 ，挽救“积贫积弱”的宋王朝。 

尽管结果被贬官外地，但他的改革思想还是被继承下来，变为 

改造宋代社会的实践。薛福成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先驱，主张变 

法维新的。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吴文藻，为创立新的学科提出 

独特的理论见解。民族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等等，对近代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他方面，如音乐 

家华彦钧(阿炳)将西洋音乐引入中国民乐，用线谱代替工尺谱 

或简谱，从而将太湖山水用二胡曲有力地推向全世界。再如对 

佛教文化的创新 ，吴地是先有小桥流水，后有塔 的，塔是外来文 

化 ，东汉以后 ，随佛教传入太湖流域，佛教塔文化被吴文化吸 

收、改造并创新 ，赋予外来的塔文化以吴文化的内涵，如北寺塔 

像披着蓑衣垂钓的渔翁，双塔像太湖渔船上的两支大桅杆。塔 

文化传人吴地，吴地到处有塔 ，据说吴人 因此每天都要抬头看 

天，提示 自己“天外有天”，善于学习新的文化，起到一种励志的 

作用。“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创新”的另一种社会 

功能就是促进务实。 

“务实”是指吴文化是因时、因地的文化，是主张发展实业， 

发展经济的文化，是促进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从人类文明史看，从荷马时代到亚里斯多德 ，再到亚当 ·斯密、 

大卫 ·李嘉图、卡尔 ·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制度学派、现代 

主流经济学派等等，无不肯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 

用。吴地从远古时期的渔猎和农耕经济时期，精耕细作，从选 

种、种植、收获和谷物分类，每一环节都追求“精”和“细”。在 

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演变历程中，追求“精”和“细”的文 

化精神不断更新 ，跟上 时代进步的节奏。在吴地 自古及今 ， 

“精”和“细”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各个环节都 

有体现。从农耕时代形成的精益求精的习惯逐渐形成了历史 

的惯性，成为促进创新的遗传“基因”，形成吴地人“务实”的文 

化特质。“务实”还在于吴地人善于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努 

力吸收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泰伯和仲雍带来先进的生产 

技术，领导吴人努力发展生产，使吴地“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从而被立推为王。此后，吴地大量接纳移民(劳动力)和先进生 

产技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是一种“以经济为导向的行 

动”凹，这种“务实”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是促进太湖流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和驱动力。 

从历史发展历程考察 ，“务实”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侧重点 

不同。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吴地，稻谷就有粳、籼之分， 

种粮和食粮分开，是农业经济活动中的务实精神体现。手工业 

方面，吴地 良渚文化的玉器精美超过北方。产品的质量要求和 

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高低是等同的。唐以后，太湖流域的经济超 

过北方，务实的精神特质是决定性的力量。至明清时期，这里 

一 直是全国粮仓和财富集中之地。近代，太湖流域的工商业和 

市场经济繁荣在全国首屈一指。19世纪后期 ，民族工业发展很 

快，如面粉、纺织、日用品等民生产业，适应了城市化和外来人 

口增长的社会发展需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 

社会变革形式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南模 

式”，制造业在全国处于前列。90年代以后，逐渐向“外向型经 

济模式”转换。如今，太湖流域的诸城市纷纷制定文化产业发 

展战略，注重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是“务实”精神的时 

代体现。也是吴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的创新精神的必然决 

策，而不是偶然的选择。 

“崇文”是吴文化的最深层的精神特质，是吴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牵引力，是吴地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核心精神力量。 

吴地从“尚武”到“崇文”不是矛盾的，因为尚武是远古民众的 

共性，是先民为了战胜饥贫、灾害等险恶生存条件得以繁衍生 

息的本能表现，尚武是人类处于幼年的蒙昧时期具有的自然本 

能。从尚武到崇文，顺应了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是与时 

俱进的精神，也体现了务实的精神。 

自泰伯奔吴立国起 ，楚文化、中原文化传人，激活了吴人崇 

文之精神基因，从此开始逐渐重视教化，使得吴地人才辈出，英 

才数不胜数，所以有“自古江南出才子”之说，这些优秀人才对 

后世不断形成“示范效应”，强化了“崇文”的社会风气。结果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有状元宰相，还有彪 

炳千秋的建筑学家、艺术家、数学家、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等 

等。有果必有因，和崇文的文化基因分不开的。 

三、吴文化的社会功能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精神 

特质，是引领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是潜在而 

巨大的“生产力”。吴文化历经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工商业经 

济、近代和太湖时代 。太湖时代的吴文化包罗万象，如园林、 

雕刻、花木盆景 、昆曲、诗词楹联 、建筑艺术、城市布局和发展历 

程、家具陈设、民间手工艺艺术、吴歌、音乐和绘画、吴地的宗教 

信仰、历史文化名人著作及思想 、风景名胜 、太湖民俗等等。与 

全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独具特色，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极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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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社会价值。段本洛先生曾在《灿烂 的吴地鱼稻文化》一书 

“序”中指出，吴地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远源流的区域文 

化，探讨吴地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发展变化，有助于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弘扬中国传 

统的优秀文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 

基础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但是中国幅 

员辽阔，各个区域之间，不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迥异，而且历 

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有先后 ，特别是各个区域的文化 

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地方特征 ：吴地(苏南)处于长江下游三 

角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号称“鱼米之 

乡”∞。吴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水乡气息 ，具有“融合”、 

“创新”、“务实”和“崇文”的精神特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典型意义。 

一 般而言，文化的功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观察。从个人层 

面上看，文化起着塑造人格 ，实现人的社会化的功能，即教育和 

规范的功效。从群体层面上看，文化起着对一个群体的行动目 

标、行为规范和行动整合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 ，文化 

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功能。吴地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先进的文化理念、优良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 

吴文化的特质决定了她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悠久而独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是太湖流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稀缺性 

资源。这种稀缺性资源是太湖流域和长三角地区发展文化教 

育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源和资本。 

吴文化资源及其精神特质具有强大的教育和科研价值 ，利 

于培养务实创新的劳动者。自从泰伯奔吴以后 ，崇文和向学之 

风开始形成，务实和创新精神日渐发展。春秋时，吴地的言子 、 

澹台子拜孔子为师，之后吴地向学之风慢慢形成 ，这种文化环 

境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宋范仲淹办府学 ，倡导兴学。 

南宋至清，吴地的书院主张“经世致用”。近现代的太湖流域， 

新学和职业教育机构创立在全国都是领先的。研究吴地教育 

发展的历史，吴地教育理念(广义的“教育”)形成、发展和更新 

的进程与时俱进 ，甚至是超前的。不断创新的教育理念培养出 

无数的江南才子 ，吴地是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其实 ，吴文化的 

资源优势对于教育的贡献是无穷无尽的，是“加速递增”的，吴 

地教育资源如太湖流域的诗词歌赋 、江南古典园林、昆曲和书 

画等艺术都是促进教育进步的精品素材。教育能塑造人格、涤 

荡民众情操。如一代廉吏之匡钟，苏州人。为官一任，两袖清 

风，移官搬家的时候将所有的家当搬到船上时，因家当太少，船 

体轻，恐无法抗拒旅途风浪，于是命令家人装上石头，以稳定船 

体。后来这些石头被称为廉石。作为封建地主，范仲淹能捐献 

全部祖居地开办府学。像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素材 ，吴门画派的 

唐伯虎笔法创新；华彦钧(阿炳)灵活引进西洋的五线谱代替工 

尺谱和简谱，使音乐艺术表达的“精”、“准”可以与西洋的键盘 

乐器有同样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扩大了中国民乐的国际影响 

力。务实、创新的精神典范不胜枚举，都是极其珍贵的教育文 

化资源，是发展教育文化的比较优势所在。 

吴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促进区域社会的发展、和谐和稳定 

的功能。社会实践产生理论，理论的突破往往能拉动人类社会 

的巨大变革，即文化先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把人 

从天国解放下来，因此近代 自然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改 

变了人类的历史。1776年，亚当 ·斯密提出将贸易和工业从封 

建贵族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学说时 ，美国的革命家们 

同时发起为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独立战争∞。20世纪70年 

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带来中国社会 3O年巨 

变，举世瞩 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不过 15919 

字 ，但洞彻了《论语》，就会如同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 

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一样，“天下”如同一个小村庄， 

因此能“治天下”。唐代玄奘西天取经，大乘佛教引入中国，大 

唐帝国因此兴旺数百年，对东亚、东南亚 、东北亚至今还有历史 

影响的印痕。明清文化专制、闭关自守，对其他先进文化不再 

实行“拿来主义”，是导致帝国衰弱的重要原因。直至新文化运 

动，马列主义传人中国，促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的 

形成，带来中国的强大。吴文化从诞生至今一直是吴地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至今仍然独具特色。因为这是一种有生 

命力、有融合力、有创新潜能的区域文化。融合、崇文、务实、创 

新，既是太湖流域的城市精神，又是奋斗的精神，追求进取的精 

神。 

第三，吴文化具有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人地和谐 的功 

能。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但文化的繁荣对社会经济的 

发展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国外学者认为，如果将某一区域文 

化作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名片的话，那么，美国是纽约，法国是巴 

黎，中国就是苏州或“江南”，海外学者对吴文化的认可度可见 

一 斑。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耀眼品牌，是长三角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驱动力和拉动力。自唐代起吴文化区的经济发展开 

始居于全国前列，是和吴文化的核心作用分不开的。至今，在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吴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 

的重要条件，这种文化认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降低 

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成本。丰富的吴文化资源还形成了许多新 

的特色产业 ，如太湖渔家文化 、水乡船餐文化、碧螺春茶文化、 

古典园林文化、苏南民居文化、太湖民俗文化、水乡旅游文化等 

等，这些特色产业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是 巨大 

的。并且这些新兴产业大多是绿色产业、文化产业。改革开放 

以来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吴文化对拉动太湖流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巨大功效。如果建立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以横轴为 

吴文化的发展时间历程，纵轴为吴文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效用的话，那么，在第一象限，曲线是呈指数函数图像 ，加速 

向上延伸的。 

“太湖时代”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潮下，追求人地和谐、 

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所以也是 

进一步深入追求 “融合”、“崇文”、“创新”、“务实”的时代。 

“融合”也是“融和”，从“合”到“和”是不断加深认识区域社会 

发展规律的过程，也是不断深人实践的过程。太湖时代又是建 

设“太湖水乡田园式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在工业化和城 

市化过程中提升产业层次，保持鱼米之乡的独特魅力，这是建 

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 

次巨大飞跃。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话，那么，“和谐”就是基础生产力。“融合”和“崇文”为“创 

新”提供条件，创新促进了“务实”与“融合”。崇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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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是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不见的导航仪和 

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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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获得贸易利益。例如，E地每生产一单位葡萄酒需用 120个劳动 

日，而P地只需8O个劳动日。E每生产一单位呢绒需用 100个劳动日， 

P只需 9O个劳动日。P虽在两种产品上都拥有绝对优势 ，但比较起来 

在葡萄酒的生产上优势更大，故它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葡萄酒；E地虽 

在两种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相对而言在呢绒的生产上劣势更小， 

即其反而在呢绒的生产上找到了比较优势，所以它应专业化生产并售 

出呢绒。比较优势说拓展了贸易的可能性，其基本思想奠定了此后国 

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本文移用“比较优势”一词，意指吴地在社会历史 

文化方面比江苏乃至全国都具有明显 的“区位优越”，这种历史文化 

“资源”便于发展文化教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②(美)保罗 ·萨缪尔森，威廉 ·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l6版)[M] 

． 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8月第 l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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