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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 了鄂浙两地 区域文化的属性及历史渊源，分析两种文化各 自的特征及其对民营经济 

发展的影响 ，为进一步发展湖北民营经济而重塑湖北文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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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 、持续 、全方位的 ，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 内生变量。某种文 

化如果适应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必将推 

动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相反 ，将会阻 

碍经济的发展。 

鄂浙两地 民营经济改革开放 以来均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相 比之下 ，湖北省 

民营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浙江省。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两地区域文 

化对其 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 比较分 

析 

1 省文化属性及历史渊源 

1．1 浙江省区域文化属性——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的最大特质 ，表现于舟船及 

航海贸易。浙江人 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岛湾 

交错 、港汉环绕的海滨一带，生活环境使 

他们很早就习惯于水上活动 ，善于造船 ． 

长于操舟泛海。三国东吴时期 ，横屿(今平 

阳县宋埠镇一带 )设有官营船屯 ，是吴国 

沿海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 。北宋哲宗年间 

(1086～l100)，温州跃居全国官场造船首 

位 ，造船技术非常精湛。北宋时期 ，杭州 、 

温州都是全 国最重要的通商 口岸 ．南宋 

时 ，杭州、温州是全国四大对外贸易 121岸 ． 

对外贸易更是盛极一时。元朝统治者在全 

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 ．其 中浙江独 占 

其四，足见其地位之重要。鸦片战争后．宁 

波被辟为通商 口岸之一。不久 ，温州、杭州 

也相继辟为通商口岸。由上可见 ，浙江人 

自古以来一直经受海洋文化之浸泡和洗 

礼。 

1．2 湖北省区域文化属性——农业文化 

湖北地处中国的中部，自古以来土地 

肥沃 、物产丰富、江河纵横 、湖泊密布。正 

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楚 

越 之地 、地广人 稀 、饭稻羹鱼 ，或火 耕水 

耨 ，果隋赢蛤 ，不待贾而足 ，地艺饶食 ．无 

饥谨之患。”广袤的原野和丰美 的自然环 

境 ，孕育出荆楚先 民眷念故土 、依赖故土 

的传统观意念。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 

死必首丘”．正是这种念乡情结的写照。荆 

楚先人生活在先天优越的农耕 自然条件 

下，无饥谨之患．他们不愿外 出谋生 ．只愿 

固守家园 ，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荆 

楚之地孝感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传说《天仙 

配》所描述的那种恬静的男耕女织的田园 

生活 ．即体现了荆楚先人对那种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湖北人正是在这种 以农耕为主 

的农业文化 中度过了世世代代的。 

2 两地文化及其对民营经济的影 

响分析 

2．1 浙江文化及其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分 

析 

浙江文化长期受海洋文化的熏陶．具 

有 开放性 。浙江文化 的开放性 主要体现 

在：①冒险与进取精神。古浙江人世世代 

代的舟船生活及航海贸易孕育了浙江人 

所特有的冒险和进取精神。在浙江温州人 

身上，这种精神尤为突出。在“割资本主义 

尾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温州人就已开 

办了许多“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做起 了 

生意，冒险犯禁。改革开放以后 ，温州人正 

是靠这种精神 ．创造 了多项第一 ．如中国 

的第一份个体工商执照 、中国第一家实行 

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 、中国第一个股份 

合作制企业 、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的 

地方法规等等。浙江人依靠这种冒险和进 

取精神 ，从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率先取得第 

一 桶金 ．为其经济的发展取得 了主动地 

位。②重商主义精神。浙江自古人稠地狭， 

耕地资源稀缺．仅依赖耕地不足以谋生， 

他们必须学习一些技艺或出外经商方能 

养家糊 121，因此 ．浙江 自古 以来就非常推 

崇“百工之技”和经商才华。专业技能的世 

代相传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海商 

文化的熏陶孕育了浙江人精 明的商业头 

脑和敏锐的商业意识。改革开放以后 ．浙 

江人专业技能与经商才能的结合．造就了 

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在“百工之乡的永 

康”，崛起了中国五金城 ；“日出华舍万丈 

绸”的绍兴 ，发展成了称雄全国的纺织产 

业 ；“红帮裁缝”的故 乡宁波 ，而今成为闻 

名全国的服装之都；而温州则形成了皮 

鞋 、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特色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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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产业群体。③四海为家的经商精神。古浙 

人傍海而住，常H{海远航 ，数月不归，这种 

生活经历养成了浙江人四处飘泊 、四海为 

家的生活习性。早在改革开放前 ，许多浙 

江手艺人就已浪迹天涯 ，走街串巷 ，四处 

谋生。改革开放之后 ，具有经商传统的浙 

江人．即大批走向全国各地 ，从穷 乡僻壤 

到通都大邑几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 

他们的身影。据统计，如今仅浙江温州， 

就有近 200万人在国内四处闯荡 ，还有几 

十万温州人冲 国门 ，闯荡世界。浙江人 

“走四方”．不仅带来了每年几百亿元的资 

金 ．更为重要 的是 ，培育 了数以百万计的 

浙江商人 ，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经营 

理念 、经营方法、经营技巧 ．这些都是他们 

创业的宝贵资源。 

2．2 湖北文化及对 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 ．荆楚文化 

是湖北的主流文化。荆楚文化 自有其绚烂 

的一面 ．在历史上对荆楚大地的经济发展 

取得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农 

业文化所体现 来 的封闭性便与商品经 

济所固有 的开放性相抵触．其文化劣根性 

随之凸现出来 ．并起主导作用。笔者无意 

否定荆楚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对近代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只因其 目前 

在 民营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消 

极的．故这里主要探析其作为一种农业文 

化在民营经济发展中所体现 H{来的文化 

劣根性。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内陆文化 、农业文 

化 ，具有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念土情结 。眷念故土是农业文化 

最明显的特征 湖北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 

厚的自然资源 ．孕育了人们与土地之间的 

亲厚关系。同时，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发展 

农业和巩 固政权，都力图把农 民附着在土 

地上。人们和土地之间亲厚关系加之统治 

阶级的引导，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念土情 

结”。 

这种情结 ，在非商品经济年代对于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随着商品 

经济的到来 ，这种积极作用逐渐消退 了． 

而消极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念土情结”扼 

杀 了人们外出谋生的意念，阻碍了人们同 

外界的交流。人们不仅失去了外界 良好的 

投资机会 ．而且也不能从外界学到好的技 

艺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 

f21狭隘 农业 文明是同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相联系的 ，在这种经济 中，人们 

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 ，也极少与外界打交 

道 ．这种封闭性反映在主观上 ，就形成认 

识的狭隘性。其主要表现为 目光短浅，缺 

乏长远规划：易于满足 ，缺乏更高的追求 ； 

固步 自封 ．凡事冈循守旧 ，不敢越雷池半 

步 改革开放以后 ．商业浪潮虽然席卷着 

湖北 ．但是人们认识上的狭隘性不可能在 

短期消除。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可 

以透视这种狭隘性 。从湖北省私营企业的 

产业结构来看 ．2001年 ，私营企业 的总户 

数是 58 415户．制造业仅 13 050户，仅 

占22I3％，而第j产业 占 70．1％。而在浙 

江．制造业的户数占多数。在湖北为什么 

如此多私营业主不愿从事制造业 ．而愿从 

事第三产业 ．原 因是制造业投资大．回收 

时间长，而商业及其他服务业投资小 、回 

收快 。这也反映了他们过多的注重短期利 

益 ，急功近利 ，缺乏远见。 

f3)“官本位”意识。农业文化的熏陶，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在包括湖北在内的许 

多内陆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许多民营企 

业业丰 不丰想方设法“找市场”．而是挖 

空心思“找市长”。他们不崇尚“企业家精 

神”，而膜拜于“长官意志”。通过找“市长” 

与“长官”．少数民营企业的确可以获得短 

期利益 ，但从长远来看 ．由于消费者才是 

企业的真正服务对象，市场才是决定企业 

得失成败的关键．故那些通过找“市长”而 

不找“市场”而暂时飞黄腾达 的企业最终 

会被市场所淘汰 ；从整体上看 。找 “市长” 

与“长官”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 

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营成本．从而使整个 

经济受到损害。另外．找“市长”与“长官” 

也容易滋生腐败 ，助长官僚作风 ．从而阻 

滞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4)轻商意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 

农民这群小生产者的以农为本 、重农轻商 

的观念不仅源远流长 ，而且根深蒂固。他 

们商业观念淡薄 ，市场意识缺乏 ．商品经 

营行为少。改革开放之初，湖北 民众的轻 

商意识使湖北 民营企业失去了优先发展 

的大好 良机。如今，改革开放 已有 20多 

年 ，湖北民众的轻商意识虽有所改变 ．但 

对涉足商海依然存在畏惧心理．更多的人 

宁愿打工或从事稳定职业 ，而不愿冒风险 

下海经商。 

3 重塑湖北文化。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 

湖北文 化的缺陷制约了湖北 民营经 

济的发展 ，但文化是人们生活实践 中长期 

形成 的．决非一朝可 以改变的，这就需要 

政府对文化加以正确疏导．使其向有利于 

经济发展的方 向转变．同时用经济促进文 

化．使两者良性互动。 

首先 ．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提高民众 

的知识和认识水平 ．逐渐消除农业文化下 

形成的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 ，帮助人们树 

立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 

解除民众的思想桎梏 ．使他们全力以赴． 

搏击经济浪潮。 

其次．鼓励农村富余劳力外出经商或 

打工 ．这既可帮助他们学到各种技艺和管 

理经验 ．而且使他们接受到新的经营理 

念 、价值观念 ．培养了他们的商业意识。那 

些离开故土外 出经商的商人以及走四方 

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 ．不仅可带回大量资 

金。而且带回了比金钱宝贵的思想观念和 

商业意识。 

再次．加强同沿海发达地区的文化交 

流。譬如 ，可以组织社团到沿海发达地区 

考察 、学习 、交流．也可聘请沿海地区成功 

商业人士来湖北讲授经 营理念 、管理经 

验。通过文化的交流．湖北文化将会吸收 

沿海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 ．逐步消除其 自 

身的消极因素，向新的代表经济发展方向 

的文化转型 

最后 ，各地政府可加大招商 引资力 

度，让更多的外商 、外地老板进入本地投 

资。他们不仅给本地带来了资金 ．而且也 

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可促进当 

地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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