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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辐射，
南京拼了

□ 华 翔

《新华日报》报道，12 月 10 日，江苏省委
常委会到南京集体调研，并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南京市工作。而《澎湃新闻》更有特别观
察：“此次江苏省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并召
开专题会议提到的省级机关各部门要强化省
会意识、南京市要扛起“省会责任”等，是江苏
省委、南京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的整
改任务的重要内容。”是的，10月末，中纪委网
站连续公布的10多个省巡视整改通报中，南
京被中央巡视组点名了——“省会城市功能
作用发挥不够”……

平心而论，扛起江苏省的“省会责任”，于
南京这座城市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有点儿囧。因为，有
地理之隔，南京处在被安徽三面包围的情况，
这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有
文化之堑，南京话自成一体，与江北淮扬区、
徐海区语言特别是苏南吴语区并不相通，百
姓用方言交流时可谓鸡同鸭讲，彼此文化情
感上也就缺失了更多的认同感，反倒是它与
临近的安徽马鞍山，芜湖一带颇为相似；有历
史之因，清朝江南省，管江苏区域的江宁巡抚
和江苏布政使可是驻地在苏州，驻南京的却
是总管的两江总督和管安徽区域的安徽布政
使；更有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流域发展，一
直是向东看，以上海为辐射龙头。所以，虽是
江苏省会，南京却常被民间戏称为“徽京”，自
发的南京都市圈也是安徽皖江经济带城市的
积极性相对较高；也所以，南京“省会城市功
能作用发挥不够”。

但再囧也得干，不只是因为中央巡视组
点名了，更因为有大势所趋。首先，市场经济
发展带来城市中心化的必然趋势，省会城市
崛起已成现实，强省会时代正在到来。更重
要也更关键的趋势则是，长三角区域发展正
在进入第二阶段，即从单一的东西向辐射为
主扩展为东西向辐射与南北向辐射并重，甚
至从发展的紧迫性与性价比来说，南北向辐
射更为侧重。这个时候，南京就必须站出来
了。建成长三角区域西侧的核心城市，起到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辐射源
点，南京必须有这个担当，南京也承受不起错
过这个机遇的损失。

事实上，一系列的新闻让我们看到，南京
正在拼。譬如《新华日报》新闻“南京规划二
十四条过江通道 超过全省一半”；譬如《中国
江苏网》新闻“江苏围绕南京布局‘米’字形铁
路网”；再有，国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
划》中，南京都市圈已然明确为南京、镇江、扬
州三市，宁镇扬一体化正加速推进；而南京北
进的桥头堡江北新区，更是重大新闻一个接
一个……

撇开其他因素，单看辐射线路，南京欲辐
射江苏全省，特别是南北向辐射，事实上有两
条线。第一条线，直接过江，以江北新区为节
点，但迎头撞上安徽的天长，只能再度折向走
扬州；第二条线，直接东向，以镇江为节点，南
向可深入常州甚至宜兴，北向更是一条直线
直插苏北腹地——扬州、淮安、宿迁。两条线
路，何易何难，一眼就能看明，但现实中更涉
及到多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应该说，南京现
在是两条路都在走。譬如12月11日的新闻，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与南京江北新区高
质量发展”专家咨询会召开，目的就是进一步
明确江北新区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总体
定位和发展策略。再有11月10日的新闻，南
京市委常委会研究南京市贯彻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等工作时提出：“把南京都市圈
和宁镇扬同城化放到长三角一体化大局中考
量。”但毋庸置疑，从公布的新闻看，南京现今
工作的更多着墨，却是在直接过江走江北新
区的北线，毕竟，这是他自己一家就能做的
事。

南京承受不起错过长三角一体化和西侧
南北辐射中心城机遇的损失，所以，南京拼
了。图片由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提供

从风车山走向文学的最高殿堂
——写在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8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刘兰明 滕建锋

1938年12月12日，瑞
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赛珍
珠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
世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
奖章。这位一生创作了100
多部作品的多产作家，因

“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
描述以及她在传记方面的
杰出成就”走上了世界文坛
的最高领奖台。

“今年是赛珍珠获诺贝
尔文学奖80周年，蒙尘的时
代早已过去，赛珍珠的文学
成就和世界地位早已得到
应有的公认，在众多国家和
地区都掀起了阅读和研究
赛珍珠的热潮。”冬日，风车
山上，青砖木的赛珍珠故
居，阳光从窗户洒进来。市
赛珍珠研究会会长蔡文俊
与记者聊起赛珍珠来，有着
说不完的话。

国人……但恰恰是中国
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
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
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
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
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今天不承认这点，对我来
说就是忘恩负义。”

赛珍珠 4 岁起就定
居在镇江，在风车山上这
座青砖木结构的两层楼
房里生活了 18 年，度过
了她的童年、少年、青年
时代。镇江的山山水水
哺育了赛珍珠，乳母王
妈、家庭教师孔先生、崇

实女中的同学、润州中学
任教时的同事，都成为她
生命中的一部分。赛珍
珠深深地爱着镇江，她在
自传里写道：“镇江是我
的故乡！”在镇江西侨公
墓里，还长眠着她的五个
亲人，母亲凯丽和莫迪、
亚瑟、埃迪斯、克莱德等
四个早夭的兄弟姐妹，这
也是赛珍珠生命中最柔
软、最牵挂的部分。

拂去历史的尘埃，镇
江也深情拥抱着赛珍珠
这位“异乡的女儿”，不仅
命名了珍珠广场、珍珠

路，她曾经求学的崇实女
中旧址被公布为市文物
保 护 单 位 。 1992 年 10
月，赛珍珠故居正式对外
开放，次年 6月公布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 6 月又被省政府公布
列入第五批江苏省文物
保护单位。2007 年，专
门建立赛珍珠纪念馆；
2017 年，迄今为止世界
上第一座以赛珍珠名字
命名的文化公园——赛
珍珠文化公园建成开放，
赛珍珠已经成为镇江一
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赛珍珠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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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赛珍珠文

化公园，“重温经典，再读大
地——赛珍珠获诺贝尔文
学奖8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
里举行。复旦大学教授、图
书馆馆长陈思和，复旦大学
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
嘉宾段怀清，中国社科院研
究员、《大地》1988年版译者
王逢振，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眭谦，加拿大华语小说作
家、学者薛忆沩，文艺评论
家韩传喜、王雪瑛等一大批
国内外学者参加纪念大会，
并进行了研讨。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
们从不同阅读背景、不同关
注视角、不同学术方法等角
度，对赛珍珠及其《大地》的
历史、文本及文学性进行了

极具启发性的阐述，并对赛
珍珠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
位再次进行了高度评价。
陈思和教授指出：“赛珍珠
的作品获奖为中国文学在
世界文学争得了荣誉。从
世界范围内评价中的中国
作品，赛珍珠永远是肯定
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这样写
的。《大地》不仅仅是美国文
学经典，也是中国的瑰宝。”
薛忆沩通过自己最近两次
在飞机上的特殊经历来说
明赛珍珠在西方世界的影
响，两次都有乘客谈起自己
通 过 赛 珍 珠 作 品 了 解 中
国。王雪瑛认为，中国和西
方存在一些不认同赛珍珠
的声音，因为她不迎合不同
阵营的声音，“她的生命力
在于复杂性，而不是单一

性，对她的作品和思想认识
都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文
本，是认识上世纪30年代中
国的重要文本。”

今年以来，我市还先后
组织多场纪念赛珍珠获诺
贝尔文学奖 80周年的各类
活动，如组织在镇高校及部
分职校联合举行“大地情”
诗词朗诵会，由学生创作诗
歌并朗诵比赛，在学校师生
中掀起一股赛珍珠热；举行
珍珠文化公园摄影展，召开
赛珍珠研究会年会并进行
论文研讨；出版了《赛珍珠
研究文集》第六辑；组织志
愿者及赛珍珠研究会会员
翻译出8本未经翻译过的赛
珍珠原著，进一步充实了赛
珍珠研究的基础资料。

80年后的深情回望
赛珍珠仍立于世界文坛荣耀之巅

1981年 4月，美国世
界旅行社乔治先生受美
国赛珍珠国际基金会委
托，专程来镇江参观了解
赛珍珠家的遗址及当年
在镇江生活、工作的有关
情况，由此以赛珍珠为桥
梁纽带的中美人文交流
渠道由此徐徐打开。“对
赛珍珠的再认识和赛珍
珠研究的发展，是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发展
的。”蔡文俊表示，37 年
来，镇江赛珍珠研究从民
间人文交流到政府层面
开展互访、缔结友好城市
等；从建立完善组织架
构，到开展课题研究；从
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到
把赛珍珠元素融入城市
建设，命名珍珠广场、建
立赛珍珠纪念馆、建成赛
珍珠文化公园，镇江已经
成为世界赛珍珠研究的
原点与中心。

1985年，时任市二中
（前身系崇实女中）的语
文教师刘龙，在主编校史
期间发现了赛珍珠的史
料，随后与徐和平等人一
起开始收集赛珍珠资料，
撰写研究文章，编著出版
相关书籍。2002年，镇江
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决定成立“中国镇江赛珍
珠研究中心”；2003年，镇
江市赛珍珠研究会正式
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家

赛研学术团体；2004年，
市委研究决定成立“镇江
市赛珍珠研究工作领导
小组”。2008年，镇江高
专、江苏大学、江苏科技
大学先后成立了“赛珍珠
研究所”。从 2002 年至
2017年，我市先后召开了
8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
1200人次的中外人士参
会。汇编出版《赛珍珠纪
念文集》5辑，收入学术论
文 214篇。编印《赛珍珠
研究文集》6辑，收入论文
185篇。

赛珍珠研究的星星
之火从镇江肇始，已呈燎
原之势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赛珍珠所生活过的
城市南京、庐山、宿州等
地都先后举办过各种形
式的研讨会。韩国富川
学者去年首次来镇参加
赛珍珠研讨会后，回国后
立即成立了韩国赛珍珠
研究会，并于当年召开首
届国内研讨会，今年 11
月又举办了首届赛珍珠
国际学术研讨会。赛珍
珠国际基金会也已经从
侧重慈善转向慈善和研
究并重，美国本土赛珍珠

研究也开始兴起，美国西
弗 吉 尼 亚 大 学 分 别 于
2016年和 2018年连续举
办了两届赛珍珠国际研
讨会。意大利米兰大学
也于去年和今年连续举
办两届赛珍珠学术研讨
会。

文似看山不喜平。
当今世界，中美两个大国
的关系也犹如一部波澜
壮阔、跌宕起伏的文学作
品，时刻吸引着全球的目
光。赛珍珠是美国前总
统尼克松称赞的“沟通东
西方文明的人桥”，是周
恩来总理评价的“中国人
民的朋友”，她毕生致力
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向两
个世界的人们传播着跨
文化理解，反对文化霸
权，捍卫中国文化尊严，
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人
格魅力。在新的历史进
程里，进一步加强赛珍珠
研究，弘扬赛珍珠精神，
化解文明冲突，促进文明
对话，在不同的文明之间
架起沟通友谊的桥梁，对
于促进和平与发展，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的时代价值。

37年的星火燎原
镇江成为世界赛珍珠研究的原点与中心

1892年6月26日，赛珍
珠（Pearl S. Buck）出生于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4个月
时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
1935年定居美国之前，除了
在美国读大学的几年，绝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生活
和工作，她对中国有着深厚
的感情。她与胡适、徐志
摩、老舍、林语堂、梅兰芳等
文化名人都有交流；她支持
中国抗日战争，声援抗美援

朝；她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
学名著，并将 70回本《水浒
传》翻译成英文出版，书名
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欧
美风靡一时。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
仪式上，她的演说题目就是

《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的
历史传承和
叙 事 方

式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饱
含深情地表达了中国小说
对她创作的滋养。一开头
她就说：“我考虑今天要讲
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
是错误……虽然我生来是美

18年的成长岁月
镇江是赛珍珠无法忘怀的“中国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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