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

在当下，江南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

点，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学科形态上，由

传统的以区域文献、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生活为

主体的历史学研究逐渐发散为文学、美学、人类

学、文化学等多元学科的集群性研究；二是在本

体阐释上，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

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

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

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

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的“江南诗性文化理

论”，正在使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深层结构与精

神本质获得越来越清晰的现代知识形态；三是在

当代都市化进程背景下，建立在古典美学之上、

以江南乡镇为核心的传统江南人文研究正在迅

速开拓出建立在都市文化学之上、以长三角城市

群为主要空间对象的江南都市美学与审美文化

研究新方向[1]。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

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

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一直缺乏正

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

探讨，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

些有益的参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

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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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

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

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

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
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

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

沿。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基

本共识，首先需要找到一种进行正确界定的理论

方法，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历史文献考证、方言调

查、人口迁移或其他实证途径去解决，这是因为，

具体的实证研究从本性上就是“多”，同时由于

“婆有婆理，公有公理”的原因，因而很难达到理

论研究所需要的“一”。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借鉴

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
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

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

理解。”[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

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

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说“资

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

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

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

口、文化等社会资源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

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

南，却是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明清两代。就国内而

言，明代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
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均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

城市。就全球而言，“18 世纪全世界超过 50 万人

口的大城市一共有 10 个，中国占了 6 个……中

国 6 个超过 50 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
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 50 万人口的

城市还有 4 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

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3]由此可知，在这一

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地区不仅远远

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

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由于经济与文

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

起来，因而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

华帝国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就可以把明清时代的江南看作江南地

区在古代世界的成熟形态，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

定与认同也应以此为基本前提与对象。就此而

言，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

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

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

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

仓州。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

总面积大约 4·3 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

自然生 态以及经济 联系等方面 形成了一 个

整体， 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 长江，南面是 杭

州湾和钱塘江， 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

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

围完全一致：“其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

以扬子江为界， 西南天目 绵亘广宣诸 山为

界，东界大海。 ”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

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 毗邻的江北（即

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

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 其内土地平衍

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 仅具其一而 两者

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 州 在 地 理 上 还 有 一 个 极 为 重

要的特点， 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

因而在自然与 经济方面， 内 部联系极 为紧

密。 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 实际上，

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 一河，

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

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 二溪，

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 在西北是荆溪，

西南是苕溪。 ……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

西 部 的 宁 、镇 、常 、湖 、杭 五 府 ，与 东 部 苏 、

松 、嘉三府联系了起来。 ……一般都认为三

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

的入海河流。 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

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

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 当然，中小

河流仍然很多， 形成了著 名的江南平 原水

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

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 太湖水系的主

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 但江南运河则纵贯

南北，将东流各河 连贯起来，使 江南水网更

为完备。 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

本不属 于太湖水系， 但通过人 工开挖的胥

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 说明这八府一州确

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 [4]

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
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

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发

生，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

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

229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09 年第 期5

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

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

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

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

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

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

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

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

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

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

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
至魏晋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

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

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

意思“‘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

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

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

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

区”[5]。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

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

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

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

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

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

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

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6]，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

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

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

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7]。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
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的核心区，

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

“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瑕不掩瑜，作为江南

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

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

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

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
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

南区域界定的主要考虑。

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

的江南文化范畴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

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 160 多种，一些主要说法

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这

种多元现状，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

要原因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

见的表述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

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
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

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
“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

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

研究决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一旦以“吴文

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

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
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

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

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

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

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

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

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

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

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

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

‘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

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

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
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

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

的。”[8]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的建构，可从原始发

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

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

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

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

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

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

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

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

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

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
适得其反。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

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
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

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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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

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

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厚非，但

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

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

考古学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

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

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

了强有力的挑战！”[9]考古学证明，早在史前时代，

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存在，其主要

证据如下：

第一，证明了 早自史前时 代，长 江 地 区

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 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

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 自身

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 显示出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

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 比如说三

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自

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 到三代，南北 之 间 的 文 化

交往实未间断。 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

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

都出于人们意外。 最近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

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

轰动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 朝在很多方 面，其 实 是 依

赖于南方地区。 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

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

方。 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

矿。 还有线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许出于云南

（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 已

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

品从东南亚来到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

伸展至遥远的南方。 [10]

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

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摇篮。也可以

说，只有首先解构了黄河文化语境在江南文化研

究中的合法性，才能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

南北文化比较提供一种可靠的语境。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

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

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

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

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

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

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

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
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
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

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

却毫无疑问地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

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 家讲的“财赋”，并不

是江南独有的特色， 在中国，“天府之国”的

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 第二，

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

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 哲学的齐鲁 地

区， 在这一 方面是更有 资格代表 中国文化

的。 ……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

比， 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

而与自 然经济条 件同等优越 的南方地区 相

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

围。 ……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

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

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

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 之向

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

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 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正是在这里，江南文 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

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 文化精神提 升到

一个新境界。 [11]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

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

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

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

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

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

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

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五六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但在儒家文化主

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

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

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

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

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

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

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

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

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

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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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

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

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

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

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
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

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

“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

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

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

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

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

最高本质。

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化进程

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

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

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

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

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

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

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这是研

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倍受关注，与长

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群理论

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 年，他

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

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城

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

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

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
最值得关注的是，戈特曼 1976 年在《城市和区域

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认为世

界上已有 6 个大都市带：（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
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

（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

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

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 从伦敦

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

带；（5） 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

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 以上海为中心的

城市密集区。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个研究比较少

的大都市区[12]。此后，以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都

市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为核心，关于长三角城市

群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

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

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在实际上，

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

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

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

度看，在明代全国 50 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

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
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

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

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

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

波，共有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10 个，这一数量

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13]。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

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

（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1595 年，利

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

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

国札记》第 3 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

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

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

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

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

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

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

内涵上都十分接近。”[14]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

线索，如 1980 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

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或太湖流域经济区。而 1990
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

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

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与

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

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根源。
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

代长三角城市群在内涵上也处于持续的变动与

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化时必须关

注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重要论题。与地理学

上的长江三角洲不同，当代语境中的长三角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新概念。1982 年，国家领导人提出

“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主要包

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至 1983 年 1 月，

姚依林副总理在《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

初步设想》中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范围

可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
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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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至 1986 年，长三角经

济圈的概念扩大到五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这个概念一直使用到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最终由于经济区内一体

化发展的矛盾、分歧过多而归于沉寂。与此同时，

由于西方城市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特

别是上海 1993 年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

发展的构想，使长三角逐渐由一个经济区概念演

化为城市群概念，其标志是 1992 年召开的长江

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在这个

会议上推出的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

会议，成为 1996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的前身。新长三角经济区范围由此得以明确，包

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

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在

以后一段时间内，这个长三角只有局部修改和扩

充，如 1996 年地级市泰州设置，使长三角城市群

扩展到 15 个城市[15]。2003 年 8 月台州市进入长

三角[16]，又使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到 16 个。此后，以

16 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受

到普遍的认可。对此作进一步的还原就不难发

现，它的核心仍是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
在当下，对长三角概念的最大冲击与挑战，系由

2008 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

意见》而起。该文件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

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 26 市，主

要是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
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17]。这在使长

三角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使以 16
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概念面临解构的挑战。对此

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指导意见》主要是出于

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如同古代江南可以“溢

出”、“外延”到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一样，对苏北

5 市与浙西南 4 市也可做类似的理解。其次，更重

要的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新加入的城

市主要是一种附属角色，而不可能影响 16 城市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可知，以中

国历史上“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正是在当

代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正如古人所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

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

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

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

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今

天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

系更加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承担着建成“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光荣使命，而

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

统，不仅在历史上直接铸造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繁

荣和辉煌，还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长三角城

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江南文化

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

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

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

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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