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1年7月14日 星期三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沈群 美编 刘盼 悦读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站在宜宾白塔山看三江汇流是什么感觉
呢？我问当年曾在这里目测手绘这幢白塔，让白
塔入史留芳，并在附近的李庄写下《中国建筑史》
的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没有回答，只留下了几页
无言的文字和绘图，与他们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一
道，让人去猜，让人去想。

我比许多人幸运，没有阅读梁思成、林徽因
的《中国建筑史》，却来到了他们写史的地方，来到
白塔山，并鸟瞰三江潮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个
人的渺小与世界的壮阔：岷江、金沙江从两侧逶迤
而来，从容不迫，笃定而自信。它们走过的漫长旅
途，历经的崇山峻岭、险滩恶浪、悬崖飞瀑、辉煌猥
琐，统统都被省略了，省略于这个生命的节点；只
留下眼前的倾情拥抱，汇合成江，长江；然后一江
激情，浩浩荡荡，直赴宿命。我相信，一江浑浊，一
江清澈，不管是过去的金浊岷清，还是现在的岷浊
金清，都是一种提醒。这就够了足了。

不够的，不满足的是长江，和长江肩上的宜
宾三江新区。

于我，站在“长江肩上”的感觉，就是在这时产
生的。

我一直认为，将宜宾定性为长江的起始，是
一个认识的误会或误区。虽然早在《尚书》中，人
们就在讨论长江之源，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的《江源
考》认为长江源于金沙江，到了清朝已发现了长江
上游的通天河。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在1956年和
1977年进行过两次长江源头考察，直到2010年的
考察中，才最终确定青海玉树州杂多县以西的当
曲河为主体的水系才是长江正源，而沱沱河是长
江西源。就这样，对长江源头之考经历了几千年，
几易其说，不断勘误，但有一点是确定不变的：宜
宾只是长江命名的开始，而不是长江的开始，即所
谓长江之头。命名只是个符号，而不是本身，更不
能改变本身。就像一个人，可以叫张三，也可叫王
五，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如果把长江比喻为一
位巨人，那么，宜宾之下就为它的身躯，宜宾之上
的河流，包括金沙江，岷江、沱沱河、通天河、当曲
河、拉萨河等等，则为其头；唐古拉山上的植物，是
它的头发，格拉丹东的积雪，是它霜染的尘世；宜
宾呢……

显然，宜宾是长江之肩。此刻，我正站在长
江肩上，聆听三江故事。

怎么能够，怎么能满足呢？宏愿未了，长江
才开始，三江新区才刚刚起步。

无疑，长江是有宏愿的。长江不是田园诗人
王维，习惯于唱诵“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长
江是豪放派诗人苏轼，更热衷于吟唱“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并非简单的江河哲学和个性差异，而是缘
于长江肩上的使命。

几年前，我们几位朋友相邀，曾自驾青藏
游。我们从318、317国道川藏线进西藏，穿越拉
萨平原和青藏高原，然后由甘肃入川，经阿坝汶川
都江堰成都回眉山，绕了一个大弧，行使5000余
千米。时过境迁，沿途的许多景观都渐渐淡忘，但
格拉丹东雪山下的长江源却一直难忘。那天，我
们车过唐古拉山镇，在可可西里山脉以南的开阔
原野上，出现了一汪一汪断断续续的水，和细流密
布的溪流水系。导游介绍说是沱沱河。我们好奇
地立马停下，不顾高原缺氧，兴致勃勃地下车，想
看看长江之源的样子。说是河，其实有点名不副
实。也就两三米宽，水深不足半米，由涓涓细流慢
慢汇集而成。回来查资料得知，沱沱河的水，源于
格拉丹东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冰斗融水。然后，

向着大海的方向笃定前行，不舍昼夜，不嫌细流，不
畏大峡，北上南下东征，日益壮大，不断加速。当融
雪成流，细流成江——长江的时候，当“缓慢的红江”
一洗千里的时候，投入大海就成了生命的最好归宿。

长江肩上，问汝平生功绩？苏轼的性格却不止
于苏轼的长江，不只“黄州惠州儋州”，而是6300千
米的吟唱，180平方千米的足迹，中国28％人口、20%
陆地生命的滋养。长江与黄河携手共同哺育了中华
民族，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文明的文明
之河。于是，我看见，大地之梦因长江而实现，长江
之梦因大地而圆满。

当长江羽化成蝶，再次返回前世之家，返回唐古
拉和格拉丹东的时候，质地没有改变，仍是H2O，姿
态和肩上变了。它腾着云，驾着雾，担着七彩云霞，
从大海出发，在雪山着陆，投入长江，开启又一个生
命的轮回。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又站在了长江肩
上。宜宾和三江新区，以发展宏愿、工业宏愿，承续
了长江肩上的宏愿。

那天，宜宾三江新区管委会负责人站在白塔山
头，为我们讲述宜宾城的演变历程，介绍三江汇合、
三江新区规划发展和当下建设时，给人强烈的指点
江山感觉。只是没有激扬文字。激扬文字的责任留
给了我们这些号称作家的人。从秦王汉武时期走来
的宜宾，自从设置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僰道县，到汉
时犍为、唐时戎州及宋元明清叙州，再到现在的蜀中
三甲，风雨2200年，经济和文化从来就如鹰之两翼，
飞翔与着陆，奔跑与小憩，从未曾分离。不信你走进
宜宾，去看看那些众多的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大量的国家级、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抚摸抚摸这里的工业文明从

“黑”“白”到信息智能历史，你就会掂量出这里的文
化有多远多深。

站在长江肩上，我感到沉甸甸的。
自己心里也明白，文学是感性的，需要意象和形

象思维。但在那天的采风作家座谈交流中，我还是
禁不住用了一连串的数字加以演绎，表达站在长江
肩上对三江新区的感受。

我说我感到振奋。虽然自己长期在工业战线
工作，还担任过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至今仍履职于
一个创新孵化园，大致了解当下产业园区的发展状
况。曾经沧海难为水，应该说兴奋点较高。但是，看
了宜宾三江新区以后，还是难抑振奋之情。这不仅
是因为它宏伟的规划、机塔林立的建筑工地、雄心勃
勃的三江建设者等彰显的活力，更在于它鲜明特色
的功能定位、指向未来的产业板块，底气十足、来势
凶猛的创新动能所昭示的潜质。它让我看到了供给
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的内循环实
力，及参与外循环的中国拳头样本。

我还说到了希望。通过三江新区，我看到了宜
宾现代创新体系中，巨大的发展新动能、新希望和美
好前景。我深刻知道，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
的不同阶段，主驱动力是不同的：农耕文明时期的主
驱动力是资源，工业文明时期的主驱动力是投资，后
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主驱动力是创新。我国目前
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渡时期，
客观上既需要投资拉动，又需要创新驱动，而且越往
后走，创新驱动的要求和作用会越来越大。正是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三江新区的巨大希望。甚至自己
都有点摩拳擦掌，闻鸡起舞了。

然后，我就开始算账，为自己的希望作证。
我从2020年出发，踏着宜宾坚实的发展基石

——280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扶着规划的阶梯，手
握星辰岁月，拾级而进，步步登高，登上了2025年。
我看到一道耀眼强光，穿云破雾，从三江新区智能终
端产业照来，透射在时光洁白的屏幕上，上面显示出
一组赫然醒目的数字：营业收入达到1800亿元；我
看到又一道耀眼强光，透射出的另一组同样醒目的
数字：宁德时代营业收入达到2000亿元。我还看见
浩瀚的苍穹群星灿烂，看见其他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1000亿元。我不得不震惊了，为这组合成的数字：
4800亿至5000亿元！

对象决定内容。我又改不了自己的职业积习，
禁不住从形象思维跳向逻辑思维，从形而下，到形而
上，借用亚里士多德建立的第一个逻辑系统。对三

江新区彼时的营业收入，我按40%增值率计算，增加
值即1800亿元。这虽然已高出传统制造业30％的
经验比例，我仍然心中存疑。不是怀疑多了，而是少
了。我问自己，以现代新经济产业为主、创新驱动引
领的三江新区，产业增值率能这样打住吗？

这一算，一问，一演绎，我更惊讶了。
我发现，仅长江肩上的三江新区，就可以在5年

再造半个、10年再造一个当下的宜宾；也就是说，三
江新区用占全市 3.16%的国土，创造相当于全市
100％的业绩；用15年的发展，超越2200年。

于是，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我还强调，是赞
叹，不是点赞。点赞太轻，既无法承载长江的浩荡，
也无法诠释三江新区的辉煌。

突然觉得，歌德的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
而生命之树常青，仿佛就是说给梁思成、林徽因听
的，或者说给这白塔山、三江新区听的。当然，也是
说给我听的。往事如烟，或者并不如烟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目睹了当下三江潮涌，感受到了常青的宜
宾工业之树。

感动之源，来自于这棵工业之树的根系，与长江
之源一样深远。

我看见一批人，不，是一批又一批的宜宾人，
包括土生土长的和追梦而来的。他们只要一来，
来到宜宾，来到长江之肩，仿佛就中了命运的符
咒，就会闻鸡起舞，不甘寂寞。远的不说，不说秦
汉隋唐元明那些在宜宾到三江挖煤的采矿的炼铁
的。就说近现代和当下。

鲍国宝来了，来自 1939年 5月。他带着抗战
的硝烟，带着国家的耻，民族的恨，个人的情，国民
政府资源委员的委派书，及在美国学到的当时最
先进的火力发电知识，肩头担着产业报国的宏愿，
历经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来到宜宾，来到长江
之肩，开启宜宾的工业文明。无论是当年中国西
南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宜宾近代史
上第一座火力发电厂，还是今天的宜宾发电厂，都
未负时代，未负宜宾，未负长江肩上的神圣使命。

钱子宁来了，来自 1939年 9月。他与鲍国宝

来自相同的背景，相同的目的，相同的宏愿。不同
的只是留学国家和专业方向。从世界印刷和机械
故乡海德堡学成归来的钱子宁，肩负国家使命，在
江苏苏州造纸厂内迁基础上，在宜宾创建了中元
造纸厂，也就是现在的宜宾造纸厂，开创了宜宾近
代机械造纸的先河，让长江肩上担起了民族造纸
工业的希望。

还有 20世纪的 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
到 21世纪，直到现在；还有中国电子电瓷技术元
老任国常；还有中国最早的或最重要的电子陶瓷、
氯碱化工、永磁材料。从当年的资源型“一黑一
白”(煤炭和白酒)、玫瑰书院、梁思成林徽因的建
筑与文学经典、承接抗战内迁文化的万里长江第
一古镇李庄，到当下的三江新区智能终端、锂电新
材、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从宜宾火电厂、中元造
纸厂、电子陶瓷厂，到现在的宁德时代、中兴、康
佳、GIMI“极米”、凯翼汽车、奇瑞汽车、长盈精密、
台群精机、普什集团、中国物流、万里长江第一港，
以及众多名校：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研究生院，成
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四川轻工大学等共同组成
的大学城，长江肩上的担子从来就没有减轻，宜宾
工业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顿，人、文与发展的珠联
璧合，构成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格拉丹东，藏语为“高高尖尖的山峰”之意。
这不仅在于它的海拔6621米，不仅在于它高耸入
云，巍峨险峻，冰峰林立，银光闪闪；更在于它挺拔
屹立、昂然苍穹的精神。

站在巨人的肩上，是为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比如此刻，我站在长江肩上。
想起了我在采风座谈会上的建议，心里面总

有点忐忑。我说，三江新区发展理念新，定位准，
起点高，起步好，后势可期。但高处不胜寒。事物
发展的规律是，越是好的东西，挑战越大，要求越
高，疏漏越容易显现。从世界性产业转型升级和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看，注意产服结合、产
融结合，立足于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似乎显得越来
越重要。无论地域、园区还是大型财团，在市场竞
争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靠提供单一的产品和服
务，是很难适应的。产业、产品与服务融合，势所
必须，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而产融结合，则是破解园区和入园企业发展
资金瓶颈的法宝。事实上，有些企业，特别是初创
企业，融资问题在我们现有的信贷制度下是很难
解决的，又不能简单责怪银行，那不公正。银行有
银行的难处，园区有园区的责任，这就是现实。但
矛盾又不能回避。

要建立适应新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引进、培
育、壮大及风险调控规避机制。比如，在发展锂电的
同时，要弄清它的储电原理、技术生命期及终极结
果，有没有被颠覆淘汰的可能；如果石墨烯拥有超乎
想象的导电能力，石墨烯电池会不会突破电池技术
瓶颈；既然摩尔定律已提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极限
空间，那么，量子信息离我们还有多远；当氘和氚取
代铀和钚，核聚变受控，谁是未来能源世界的霸主？

我还建议，在“双城”战略中，要注意从历史与
现实的融合中发现三江精神，提高产业与文化融合
发展的契合度，或“双城”发展的融合度。所有发展
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要素。要发现、培育、提炼、构
建具有三江特色的文化体系，寻找与塑造新区人的
精神坐标、核心价值观、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措
施和形象识别标志等；发现、发掘、创造、积淀这个
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经济与文化的比肩发展。

长江肩上，担着的长江文明，不仅可以追忆川
江号子，还可聆听三江潮声。

“江”“河”两词在中国古代为专指，“江”指
长江，“河”即黄河。岷江汤汤，金沙滔滔，在北
纬 28°46'、东经 104°37'的宜宾汇流，成就滚滚
长江，三江六岸，也就有了宜宾这座“万里长江
第一城”。

千百年来，巴蜀通往外界的路有三条，一为
陆路，北行，翻巴山、越秦岭，向东，走向政治中
心长安、东京、北京，向西北，则接古丝绸之路；
再一陆路，西南行，即从成都经邛崃、乐山，至宜
宾中转，再往南走秦汉时的五尺道，接唐宋时的
南丝绸之路，经云南至南亚、东南亚，以致更远
的地方。一条水路，从成都出发，沿岷江经乐
山、宜宾，入长江，到渝州，沿川江越三峡，走向
自东晋以降便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如巨龙般
蜿蜒向东，直达上海吴淞口，计 2800 余公里。
三条出蜀通道，宜宾居二。

但即使如此，宜宾因为地处川边，经济并不
发达，观念也并不先进。宋时，中国南方的开发
也很充分，但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从眉州出发，
经嘉州到达戎州时，当时的戎州山脉迂回，树木
森郁，水流湍急,人烟稀少。兄弟二人见此情
景,写了《夜泊牛口》的同题诗。苏澈留下了“野
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
股”“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的诗句；苏轼有

“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
见星斗”的充满悲悯的咏叹。其边野之状，可见
一斑。

宜宾为中华民族承担重任是在抗战期间。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金沙江下游最后一条可以行
船的支流横江设立了专门负责转运滇缅公路货物
的“驮运处”；“长江第一镇”李庄则接纳了同济大
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等大学与研究机

构，江安县接纳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三线”建设时期，宜宾因地处川、滇、黔
三省交界，有群山掩护，更因水道畅通，运输方便，接
纳和新建了八大军工企业。

宜宾秦汉称僰道，唐宋谓戎州，明清叫叙州，建
城已2203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积淀出了僰苗
风情、江帆远影、茶马互市、码头会馆、道佛合一，有

“西南半壁古戎州”之誉。它因是五粮液产地，一年
四季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它给人的印象，好像也只
是产酒。但这次三江新区之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
看法，它所呈现出来的现代之美、“宜宾速度”令人
震撼。

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双轮驱动”，比翼齐
飞，我看到了宜宾发展的大格局；从执着果断、大力
投身新兴产业、跻身先进生产力前沿，我看到了宜宾
发展韬略的高屋建瓴。这种新的城市发展美学，因
其呈现速度之快，以致作家和诗人们面对这种现代
之美，都一时难以表达，难以描述，让人感到了语言
的苍白和无力。

三江新区是在数年内从一片荒芜到高楼林立、
厂校如春笋般破土而出的，地处川边之地的宜宾让
我们悟到了它的积极有为，体验到了它的胆识和气
度。包括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成就一所大学校园，包
括像以新能源汽车、智能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宜宾
造”的异军突起，有些像一个神话，令我们不得不向

“宜宾速度”致敬。
这无疑得力于成贵高铁的开通和五粮液机场的

投运，它改变了宜宾交通山环水阻的先天不足。立体
交通网络的形成，为宜宾参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邀
约，或者邀约全国全世界来到宜宾，奠定了条件。

土耳其诗人塔朗吉在《火车》这首诗里写过这样
的诗句：“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

光明。”在中国文字里，路，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桥，是“缥缈飞桥跨半空”，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路与桥通达和连接的其实就是诗与远方。

创新、创造，正在成为宜宾新的血液、新的气质
和品格。宜宾“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发展思路与
初创时期的“特区”很像，这无疑是属于开创者和勇
敢者的事业。

很多宜宾人作为城市的见证者，似乎都来不及
感受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三江新区日新月
异的华丽蝶变。可以说，三江新区是一个每天都在
书写奇迹的地方。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宜宾国际会议中心。它俯
瞰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依偎苍翠挺拔的白塔山，是集
会议、酒店、甲级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会议综合体。
以宜宾的地理特征江、山、竹为设计灵感，包含156
米、与白塔山遥相呼应的超高层塔楼和大体量裙楼，
裙楼形态流畅，灵动飘逸，象征着三江汇流。据说，
它建成后，将会是人们梦想中的一个“有生命、能呼
吸、散发活力”的人文社区。

我们还参观了奇瑞汽车和凯翼汽车智慧工厂。
之前，宜宾在汽车制造上虽有涉足，但都是“为

他人做嫁衣”，只能生产一些汽车零部件。2017年，
宜宾与奇瑞汽车集团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引
进奇瑞汽车宜宾分公司、宜宾凯翼汽车公司落户三
江新区的前身——临港经开区。

凯翼汽车和奇瑞汽车的落户建设，使宜宾成为
四川省首家拥有轿车、SUV、MPV三大类乘用汽车
生产资质的城市，实现了宜宾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的
历史性突破。

从签约，到落户，再到投产，一切都是高质高效
的。2017年7月29日，奇瑞汽车正式签署《投资协
议》；两天后即取得建设项目核准，一期建设产能5

万辆；9月18日启动开工建设。2019年5月8日，奇
瑞新能源项目完成了总装、焊装、涂装生产线的全线
建设工作，首台整车正式下线，开始量产。

2017年9月26日凯翼汽车公司与宜宾签署框
架协议，约定由宜宾市国企受让原芜湖凯翼汽车公
司51%股权并将其整体搬迁宜宾；12月15日，完成
芜湖凯翼汽车公司注册地迁址宜宾市并更名为宜宾
凯翼汽车公司；次年1月4日，即获得建设项目核准
批复，总装车间于2019年1月7日成功实现首车下
线，当年12月24日实现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
工艺全面建成投产。

速度之快，可谓只争朝夕。
为推进汽车产业发展，宜宾在三江新区规划了

5平方公里的汽车产业园，规划目标为到2028年实
现汽车产业整车产销量100万辆，实现工业总产值
1500亿元以上。

此外，宜宾还与宁德时代、天华超净、安道拓、
东方电气等数十家“三电”系统企业和传统汽车零
部件企业进行合作交流。2018 年 10 月 25 日，宁
德时代、天华超净和宜宾天原集团三方合作项目
完成签约。

规模大、格局新、竞争力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
地，正在宜宾形成。

同时，宜宾市还与朵唯、苏格、中兴、领歌、酷比等
品牌企业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600亿元以上，产业规
模居西部前列、四川首位。

“宜宾智造”的手机、手机主板、平板电脑等智能
终端产品，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宜宾外贸进出口
的重要增长极。

“宜宾智造”的另一个重要产业是智能轨道交
通，2019年12月5日，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运营线在宜宾正式开通，在宜宾城区率先投入使
用。这是我国首创的新型城市轨道交通制式“智轨”
走向商业运营的第一步。

在三江新区，轨道交通产业基地一期已经建成，
总装车间、检测车间、联合仓库等全部建成运营。据
悉，已有超过1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客户考察智轨，
目前意向引入智轨的国内外城市有33个。

而宜宾市下的更大一步棋是人才的积蓄。因
为他们认识到，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与科技的支
撑。人才才是城市现在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前提和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基于这样的认识，宜宾修建
了漂亮的大学城，把产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结
合起来，即“产教融合”，以此打造智慧洼地、涵养
文化实力。

早在2016年，宜宾市就做出了“建设宜宾大学
城和科技创新城”的决策部署。目前，三江新区作为
全国首批、西南唯一的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的
核心区和大学城、科创城的承载区，在新区办学高校
已达10所，包括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等，在校大学生达5万人。同时，12所产研院拔
地而起，欧阳明高、邓中翰院士工作站成功入驻，成
立马克列文等2个诺奖专家站。

很快，宜宾“双城”预计将拥有10所以上大学、
10万名大学生，以此为宜宾乃至全省产业发展提供
强大助力。

山色明媚，水木清华。触摸宜宾，审视宜宾，一
个突出的感受是，宜宾的城市气质和人的精神面貌
正在被重塑，这座城市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那就
是，它像长江之水源源不断流入大海一样，去拥抱广
阔无垠的世界。

（本期悦读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三江新区提供）

长江肩上
□ 周闻道（成都）

在宜宾领略现代之美
□ 卢一萍（成都）

金沙江、岷江、长江汇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