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工人新村位于江东姚隘路、荷

池路一带，建造于 1953 年，是我市
第一个自行设计建造的工人住宅
群。《宁波市志》记载，那时的工人新
村占地 38.8 亩，有单层瓦房 25 幢，
每幢 5 单元，每单元 2 开间。

上世纪 50 年代，居民的住房大
多为木质或砖木混质的私房，几乎
没有集体住宅概念。宁波为什么要
和其他城市一样设计建造工人新村
呢？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说起。随着工
业化浪潮席卷全球，高质量、高效能
的工业化能力给一个国家带来经济、
军事、文化等诸多利益，同时也让工
业化能力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越
来越处于劣势。新中国成立后，积极
发展工业，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强盛的工业国成为新一代中国人
的梦想。为此，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
了艰难曲折的工业化探索征程。

1953 年，我国实行通过计划经
济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在计划经济体制保障下，各地政府
开始把社会资源重点倾斜到工业领
域。《宁波市志》记载，“一五”期间，
宁波市投资结构中，工业占 38.46%，
农业占 12.21%，商业、财政、金融合
起来占 13.70%。“二五”期间，工业投
资提升到 58.22%，工业在那个年代
最受政府扶持，也最受国民关注。

与此同时，工人尤其是技术工
人也成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最为
需要的人。1953 年，为表彰工人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宁波和许多
城市一样，自行设计建造了工人新
村，让那些在宁波工业化开端进程
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人，不但
能分到崭新的物质瓦房，还能享受
到无上的精神荣耀。

除表彰先进、引领工业风尚外，
新建的工人新村还对宁波住宅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它拉开了宁波公房
时代的序幕。

二
在我国，传统住宅一般聚族而

建，地缘和血缘是维系住宅群落的
基础。但发展到 20 世纪，随着城镇
人口的不断流动扩张，传统住宅模
式开始慢慢解体。工人新村的建立，
更是预示这种传统模式即将分崩离
析。

随着工人新村式住宅的大受欢
迎，1958 年，宁波大面积推行公房
政策，普通工人也能像先前劳模、先
进工作者一样分到单位提供的房
子，租金执行福利性低租金制度。公
房配给制的大面积推广，让宁波住
宅由血缘宗族化向行业单位化转
变，劳动者的单位代替宗族血亲成
为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管理单元，单
位管理社会的新模式正式建立。

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工
人来说，那真是一段美好的黄金时
光。那时他们的工厂基本就是一个
小社会，不但房子有分配，单位对
吃、穿、用等其他福利也有一定数
量的保障配给，甚至连子女的升学

就业也被行政主管机构纳入考虑
范畴。因为有“铁饭碗”，那时的国
有企业吸引着大批优秀青年涌入，
这些青年工人在婚恋场上尤为抢
手，是那个年代的“香饽饽”。

1952 年 ，宁 波 工 业 企 业 仅 有
478 家，到 1958 年时已达 2404 家，
之后更是一直保持着发展趋势。改
革开放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
改革，逐步摆脱计划经济进行全面
开放，多元发展，社会资源不再独
宠重工业，也向农业、轻工业倾斜，
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比例逐渐协
调过来，中国经济越来越进入上佳
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
蓬 勃 发 展 ，我 市 工业企业数量猛
增，宁波终于形成了以电力、石油化
工、食品、纺织、机械等为主体，电
子、医药、冶金、建材等兼具的较为
齐全的工业体系。

房 地 产 业 也 发 展 起 来 。1983
年，老市区最早征地、成批开发建设
的住宅小区——高塘一村建成，宁
波公房住宅由单层进入多层时代。
1988 年，工人新村由单层瓦房群改
建成多层住宅楼。此外，曙光、大庆、
徐戎、白鹤、黄鹂等越来越多的新村
在上世纪 80 年代陆续拔地而起，高
效的土地利用率、良好的住所条件、
私密的家庭空间，多层楼盘成为多
数宁波居民的首选。

由于福利分房制度逐渐暴露出
来的问题和公房供给不足矛盾的日
益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住房制
度也进行了改革。1998 年，实物分
房被取消，代之以货币分房，单位管
理社会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随
着住房全面市场化的深入推进，社
区作为新秀登上了历史舞台。

进入 21 世纪，为加强对土地资
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加装电梯的
高层住宅成为宁波住宅楼盘主流，
高层楼盘更注重社会、经济、生态
效益相结合，因人车分流，停车有
保障，更受有车一族的追捧。而多
层住宅因没有电梯，车位紧张，年
老质衰渐渐纳入拆迁或候改行列。
目前，工人新村和周边一些楼盘已
经拆迁完毕，这个曾风光无比的宁
波第一代住宅群正在拆迁围栏里
等待重生。

三
宁波市工人文化宫目前仍存。

市工人文化宫前身为工人俱乐部，
是 1958 年为吸引和组织工人开展
文化、技术等培训活动而建。1978
年更名工人文化宫。在几十年的岁

月里，市工人文化宫在提升工人素
质、繁荣工人文化事业、丰富工人
业余生活等方面作了很大贡献，承
载过无数工人美好的青春记忆。市
工人文化宫最初建在海曙区药行
街、车轿街口，几经搬迁，现坐落于
宁波东部新城。除城区外，宁波各
县市也有工人文化宫，如象山工人
文化宫、宁海工人文化宫等。

工人文化宫一般隶属于工会。
宁波市总工会成立于 1951 年，曾有
市工人文化宫、第二工人文化宫、工
人疗养院、国际海员俱乐部、职工业
余大学、技术协作交流站等多家下
属单位。会址起初在海曙区右营巷
9 号，1990 年 4 月迁至望京路 15 号
新建的工人大厦。如今，宁波总工会
已迁至东部新城，但工人大厦仍一
楼沧桑地在海曙望京路上伫立着。

宁波以工人命名的路有三条，
余姚两条，慈溪一条。在余姚，一条工
人路原名都司前，明万历年间因路北
设都司署而名，1969年才更名为工人
路。另一条原系田野，上世纪中叶大
炼钢铁时，在此建炼焦厂，后逐步形
成工业中心，故定名为工人路。慈溪
那条旧称巡司弄、双眼井弄，1968年
修建成路，1976 年得名立新路，1981
年又拆建拓宽，因路西侧有工人俱
乐部而更为现名。慈溪另有工人桥，
系依此条工人路北端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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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胄 绘唱好“双城记”

漫画角

吴启钱

时 常 有 人 说 ：“ 我 算 是 看 透
了！”说这话的，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有的一脸不屑，有的一脸无
奈。他们看透的对象，有人生顺
逆，有人性善恶，有人情冷暖，有
生死大事，有世间百态，有社会变
迁规律，有宇宙演变奥秘。

但真能看透吗？笔者认为很
难。看透需要大智慧，以目前人类
整体的知识与能力，无论对物质世
界还是对精神世界，未知的永远多
于已知的，不确定的也永远多于确
定的。就个体来说，认知的局限更
大，对人对事，雾里看花的多，盲
人摸象的多，有时候这边厢自以为
看透了，那边厢却是“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也有时候自以为山穷水
尽没路可走了，一转身却是柳暗花
明又一村。

当然也有智者圣人，但他们的
看透，历经苦修苦学苦思苦想。比
如释迦牟尼，苦苦修行了六年才觉
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
孔子，曾对老师老子说，自己寻求
了二十七年，还没有得“道”；爱
因斯坦发现的广义相对论，据说当
年全世界真正能读懂的连爱因斯坦

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
宇宙如此宏大复杂，世界如此

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很难
看透。所以，古今中外，关于看透
的名言警句很多，真正看透的故事
极少。再说，真看透了，接下来干
嘛呢？除非是那几个注定要在黑暗
中为人类盗火的智者圣人，一般人
看透人生世相，不外乎两种结果：
一种是欺世，一种是厌世。

欺世，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自私狂妄。看透了人性的弱点，
于是利用之；看透了“韭菜”的愚
蠢，于是狠割之；看透了未来的虚
无，于是狂踩之。古往今来，世之
大盗，无论窃国窃人，都有一个能
看透人性并利用之为自己谋利的本
领。

厌世，是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旷世孤独。正如水至清则无
鱼，“看透了”意味着他人不再值
得信任，未来不再值得期待，甚至
人生也不再值得留恋，更不用说尽
什么社会责任了，自然也不用操任
何心了，人生不过如此，也不用有
任何好奇之心了。很少有人能够有
这样的境界——“虽然知道万事皆

空，仍然能够生活得兴致勃勃”。
真能看透的人，或如作家刘瑜所
说，只能“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
须等死”。

人生在世，很少有人能够超然
于名利、欲望、情感、得失之上。平常
人的人生字典中，这些词汇占有很
大的权重，我们看透不了，更摆脱不
了，但我们不应该受到它们太多的
羁绊，能够做的是看淡一点。

看淡才能看清。都说选择大于
努力，方向决定成败，但多少人因
没有看清自己的方向，不了解自己
的真正需要，而不停折腾，遭遇挫
折，甚至遭受失败。看不清是因为
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识不了
庐山的真面目。只有看淡一点，才
能拨云见日，驱散迷雾，真正了解
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要怎么做。
看淡，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懂得控
制自己的欲望；不是不计名利，而
是不为名利所束缚；不是不与人计
较，而是不和烂人烂事纠缠，以一
种轻松自在的处世态度，执着而不
执迷，渴望而不奢望，清楚自己需
要的是什么，该珍惜什么。

看淡才能看开。人一生总会遇

到太多不如意，每个人都会遇到走
不通的路，悟不透的理，猜不透的
人，经历一些挫折和坎坷，遇到一
些苦涩和苍凉，碰到一些无奈和抓
狂。如果一遇事就消极悲观，陷于
郁结情绪无法自拔，很容易形成心
理负担和自我折磨。这个时候，在
看淡的基础上看开一些，是最好的

“解药”。看淡，不是不在乎，不在
意，对现实无可奈何和消极悲观，
而是释怀放下，不为难别人和自
己。看得开的人，心胸会宽阔一
些，处事会宽容一些，眼睛也会明
亮一些，遇到任何事情，积极乐观
去面对，日子自然会好过很多。

看淡才能看远。人生如棋，高
手走一步看三步，甚至更多步。实
际生活中，大部分人汲汲于功利，
只想眼前的事，只顾眼前的利益，
患得患失，很容易在变化面前措手
不及，甚至前功尽弃。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做一个有远见的
人，遇事多想一步，才能变被动为
主动，迈出人生一大步。

看透要有超凡眼，看淡唯需平
常心。看透不一定自在，看淡却简
单又实在。

看透和看淡
世象管见

宁波地名谭 徐雪英

在宁波，有不少以
“工人”命名的地名，如
工 人 新 村 、 工 人 大 厦 、
工 人 文 化 宫 、 工 人 路 、
工人桥等，这些地名是
上世纪下半叶宁波工业
化征程的历史坐标，也
是一代人的难忘记忆。

新 知

坐落在东部新城的宁波市总工会

围挡里等待重生的工人新村围挡里等待重生的工人新村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其仁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
的中美贸易摩擦，第二个是新冠
病毒在全球蔓延。这两个重大事
件 从 反 面 教 育 我 们 ，“ 来 来 往
往”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旦受到
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难以想象
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普通人
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

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时，应该高度
重视，在重启经济过程中，把重
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重启

“互联互通”，因为“互联互通”
对经济的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来来往往”实现
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
白银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
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
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
真金白银的收入。任何财富的生
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
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
程，和古代、和早期人类有很大
差异。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
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水
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
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
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
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交换生
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
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
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
根源。

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
地人民服务，但是仔细观察各个
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
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
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
国家的政府，不仅要为人民、为
因为疫情隔离起来的人民的物质
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也要为本
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
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
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
平。

“来来往往”要打
大算盘，主动向更远地
方开放，提供更多服务

在来来往往中都要打算盘，
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
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
盘，最好是打大算盘。什么是大
算盘呢？从经验来看，就是主动
给其他地区、其他人提供服务，
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
入水平就越高。

2019 年，上海的金融交易
总额达到了 1933 万亿元，我们
一 年 的 GDP 接 近 100 万 亿 元 ，
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
1933 万亿元。这肯定不只是给
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
务，上海人、上海企业也绝对没
有这么大的胃口。反过来，更重
要的是，这 1933 万亿元的金融
交易总额，不仅仅是上海人民、
上海企业的储蓄，这个资金来源
于全国各地、方方面面，部分来
自境外。

增加“来来往往”
的层次、频率、多样性

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增长
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别人
提供的东西多。曼哈顿城只有 60
平方公里，可是我国的企业阿里
要跑到纽约去上市。因为纽约能
给出非常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
资金量不是纽约人的储蓄，是吸
收了全球的资金。这个经济规律
就是，你给别人的东西越多，资源
就越往这个地方汇集。

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提招商
引资，但是要想好招来干什么。
招商引资不是招来了关起门来为
自己服务，而是提供最好的条
件，让企业可以为更广大的地
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服务，最
好是为全球服务。

我们有很多规划上的用语：
城市圈、经济带、一体化，比如长
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到
底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说，要把
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搬到一
起住，也不是要构造另一个城市
圈，另外一个层级或经济圈、经济
带，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间的
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多样性。

高水平“来来往
往”的实质是市场本位
的全球化

全球化从来都是两个层次：
一个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一个
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 5 月我访问华为，华为
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国政
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
国在遏制华为，尤其不是美国的
企业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你是
它的大客户，它为什么要遏制
你？它的芯片卖给你，它才能赚
钱。遏制华为，是少部分人为了
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选战利
益，或是意识形态、国家战略的
考虑，才设置的障碍。

美国的产业界和企业界不是
这么想问题的。去年 5 月他们给
的信号是，华为供货商的律师和
华为的律师一起来研究怎么越过
美国商务部设置的障碍，他们这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企
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美国总
统宣布涨了 25%的税，或者涨了
75%的税，就老老实实交税或者
干脆不做这个生意了。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
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
公司？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
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
产品和服务为全球消费者、为全
球客户服务吗？有一个企业，我
听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机器制造
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德
国。要知道，德国是号称“工作
母机之家”的国家。疫情期间他
们派了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
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家
的战略选择，证明中国企业可以
全球作战、全球布局。

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一
个美国，而且美国也不仅仅只有美
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
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
中国企业应该尽收眼底。所有这一
切，昭示着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
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的、国际
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新的高度。（作者系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重启经济的重点
是重启“来来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