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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丝与茶在中国对外
出口中一直占据龙头地位，进入“民
国”后，由于日本、印度等国相关产
品的崛起，中国丝茶出口受到巨大
挑战。其间，中国蛋品出口却异军突
起，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更是
名列中国出口商品的前茅，弥补了
丝茶出口的不足，为国家赚取了可
观的外汇收入。

一

这其中，郑源兴及其主持的上
海茂昌公司十分引人注目。时人称，
中国蛋业的发展使国外同业、国内
洋商刮目相看，同声惊叹，郑先生实
与有力焉。郑源兴成为当时少数几
个闻名全国的行业大王，被誉为“蛋
大王”。1954 年 7 月，茂昌公司清产
核资。当年底，茂昌公司公布的资产
总额与大名鼎鼎的荣氏家族企业一
起，名列全国私营企业前茅。同业称
道：郑源兴创办的茂昌公司产品，曾
在伦敦的国际冰蛋市场上有着卓越
的荣誉与地位，起过举足轻重的作
用。

郑源兴(1891—1955)，字福明，
奉化萧王庙街道慈林村人。13 岁去
上海一家小蛋行学业，19 岁任朱慎
昌蛋行经理，后来集资 2 万元创办
承余蛋公司。1920 年，资本额增至
20 万元，改办茂昌蛋厂，经营外销
鲜蛋和冰蛋业务。1927 年增资 200
万元，改为茂昌蛋业冷藏股份有限
公司，自任经理。英商和记洋行以 5
万两白银、1000 元月津贴求茂昌退
出竞争，他断然拒绝。为了扩大冰蛋
生产能力，1925 年至 1926 年间，他
又在原址邻近的黄浦路 44 号，购买
空地一方，建设 4 层厂房及冷库，冷
库容量 1000 吨，日产冰蛋能力达 30
吨。同时将原有厂房改作公共冷气
堆栈，供上海市各鱼行、肉店、海味
店、餐馆、水果业、南北干果业、乳制

品进口业堆存货物。又增添制冰设
备一套，日产机冰 20 吨，供应渔轮
及其他行业。这是中国第一家大型
冷藏企业。

郑源兴具有开放进取的企业家
精神，他重金聘用专家，精制冰蛋，
承接冷藏客货，开国人办冷冻业的
先河。他精通英语，略谙俄、法、德、
日语，曾多次前往欧美考察蛋业，积
极与外商和外国政府相斡旋。同时
他重视企业制度建设，努力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企业
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公司内建立出
勤奖励、养老退职金等制度，建造职
工住房，开办职工夜校，设立医务室
等，职工有优惠购买公司股票、参加
股东会、享受分红权利。他审时度
势，抓住机遇，努力做大做强企业。
1930 年在青岛创办冰蛋厂，后增设
干蛋厂 12 家，鸡蛋收购网点数百
处，又沿黄浦江建仓库、码头，在郊
县开办养鸡场，在英国伦敦设立分
公司(海昌公司)，在法、德、荷、意、
美、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设立
分理处，盛时职工近两万人。

二

郑源兴目光敏锐、见识远大，又
敢于担当、处事公允，因此得到同业
乃至外商的推崇与拥戴。郑源兴长
期担任中国蛋业同业公会会长、世
界蛋业公会理事长，带领中国蛋业
开拓进取，披荆斩棘，不仅屡屡叫板
在华外商，而且走出国门，攻城略
地，占据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
蛋品市场的半壁江山，“蛋大王”的
赞誉实在是实至名归。至 1937 年淞
沪 会 战 前 夕 ，茂 昌 公 司 拥 有 全 国
33%的冰蛋生产份额。在郑源兴的
不懈努力下，蛋品出口成为我国对
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有的年份甚至
占据第二的地位，受惠的蛋户更是
遍及大江南北，有数百万人。

茂昌的发展与崛起，极大地改
变了以往人们对华商在与外商竞争

中总是妥协、退让与无奈的形象，说
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只要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与条件，
只要华人企业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同样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与成
就，茂昌的成功充分显示了当时民
族企业的活力。

1937 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后，
郑 源 兴 拒 绝 与 日 本 人 合 作 。1938
年，他遭侵华日军拘禁，为躲避日商
三井洋行迫其“合作”，公司更名迁
至法租界独立经营。抗日战争胜利
后，恢复公司原名，积极恢复生产与
出口。1948 年冬，去香港筹建分厂，
1950 年返上海，被外贸部聘为中国
蛋业公司顾问。其间，茂昌公司打破
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积极筹划，恢复
生产与出口，努力为国家争取可贵
的外汇。1954 年，茂昌蛋业公司实
行公私合营，郑源兴任董事长兼副
经理，不久溘然长逝，享年 64 岁。

三

从小山村走出来的郑源兴，具
有家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他热心公
益，为帮助家乡百姓摆脱贫困倾注
了很大心血。在他的引荐下，慈林及
其邻村几乎每家都有人在茂昌就
业，其中不少为中高级管理人员，从
而为乡人走出山村拥抱现代文明，
特别是为其后人的成长奠定了基
础。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分布在世界
各地的慈林人有数百人，不少人在
许多专业领域都卓有成就。至于其
扶贫济困、应急济难以及修桥铺路
等善举，更是不胜枚举。

在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近代
中国，企业家无疑是极其稀缺与宝
贵的资源，郑源兴更是其中的佼佼
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蛋业发
展壮大的过程中，郑源兴主持的上
海茂昌蛋业冷藏公司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作者为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员）

朱希祥

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总体
显示出一种日新月异、求新逐异的
姿态。与时俱进当然没有错，但在尝
鲜过后、兴奋之余，人们有时候也会
想：在这些“新”的东西中，有没有什
么，能够让人产生持久兴趣和深入
思考？这样一些“新”东西，是否足以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否别人、别地
也可以简单仿制？到那时，当下的

“新”会不会又显“旧”了呢？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对区域文化中的积淀和特色个

性，加以深入研究；需要我们从当
时、当地特有的民俗、生态、审美、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等视野出
发，展开思考和探讨；需要合理地
处理好人造与原生态、自然生态与
人文生态之间的多重关系。

以城市景观的开发和规划为
例，就需要我们考虑：除了贯彻“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原则之外，如
何更恰当、妥帖地保留一部分原生
态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根脉；在某一

区域的开发和规划中，是否可以事
先做一些严谨的考察与调查，让被
保留下来的生态、文化景观更完美
地兼容。前几年，上海利用苏州河沿
岸老厂房和市区一些旧民居、老工
厂开发而成的现代创意产业基地、
产业园，在黄浦江东段重现的“渔人
码头”等，都是将旧与新、生态和民
俗结合得较好的案例。

近年来，一些国家提出了“景观
美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在城市的

规划和建设中。他们讨论的议题包括
“走向可持续景观：从审美判断到公
关行动”“艺术与景观：迈向当地生态
系统的变革”“环境动员：审美经验之
重构”“美学参与和人类环境”等。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设
计一座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城市管
理者会邀请工程技术人员以外的专
业人员、学者加入，共同参与策划、
设计。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社会学、民
俗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哲学
等。一些城市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
委员会，邀请各路专家为城市规划
建设建言献策。这样的做法不仅能
够展多学科专业工作者之长，还能
起到各方视野交互开拓的效果，值
得我们借鉴。 来源：《解放日报》

城市建设呼唤多学科合作

吴启钱

笔者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常会
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不是自己
直接来咨询，而是委托某个亲友作
为中间人转述案情，希望获得指
导。

这让笔者想起一件事：开“隔
壁方”。笔者老家在山区农村，那
里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曾长期缺
医少药。村民生病，既无法翻山越
岭去求医，也请不到医生上门诊
治。这个时候，病人家属往往会派
脑子灵活、腿脚灵便的亲友，走几
十里山路，找到中医郎中，向医生
描述病人情况，医生再根据这种描
述作出诊断，开具处方。这种方式
就叫开“隔壁方”。

限于医生的学识与经验，病情
的复杂与变化，诊疗技术的缺陷等
多种因素，在医学诊断技术日新月
异的今天，还偶有误诊，可以想象
几十年前农村开“隔壁方”的做法
有多么不靠谱，堪比传说中的“牵
线号脉”，误诊误断误医误治的情
况应该不少。只不过，人命关天，
现实困难又摆在那里，是一种没有
办法的办法。

人作出一种判断，无论是医生
的诊断、法官的裁决，还是科学家
的发现发明，或是政治家的决策，
既要基于足够的客观信息，也要靠
自己亲历其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第一时间获得相应的主观感受 （直
觉），所谓感同身受，再加上经验
的支持、技术的辅助和他人的帮
助，才能令判断最大可能符合客观
实际，获得预期的决策效果。因
此，传统老中医极为重视“望闻问
切”，以便对症下药。互联网时代
发展起来的远程诊断技术，并不适
用于所有的病例，除非有紧急状况
或有无法逾越的客观条件限制，医
生总是愿意直接面对患者。

法律服务也是一样的道理。多
数律师不太可能仅仅通过“中间
人”描述，就会准确全面了解案
情，对案件的性质和结果作出判
断，并开出“隔壁方”指导当事

人。笔者遇到被要求开“隔壁方”
时，总是让当事人尽可能亲自前来
陈述，并直接提供材料。很多时候
由当事人直接陈述，与通过“中间
人”转述，两者对案件的判断结果
可能完全不同。换一句话说，对于
一个法律问题，靠开“隔壁方”来
获得解决，几乎不可能。

法律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
须直接开庭听审，在法庭上亲自与
公诉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直接接触，这些人员不在场，不
得进行审理，也不能由他人代为
听审。法官必须当庭直接听证和
直接查证，直接审查有关案件的
事实材料和证据，不得采纳未经
当 庭 亲 自 听 证 和 直 接 查 证 的 证
据，不得以书面审查方式采信证
据。法官必须以口头的形式进行
讯问(询问)调查，除非法律特别规
定，未经口头调查的证据，不得采
纳为定案依据。

这样做，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
相，实现程序公正，作出合法合理
合情的判决。这种规定在诉讼法上
叫“直接言词原则”。违背之，则
类似于开“隔壁方”，轻则葫芦僧
乱判葫芦案，重则草菅人命，都被
法律所禁止。

这几年，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
理中，有一些引起社会舆情的事
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个别领导
用开“隔壁方”的方式进行公共决
策。个别领导思维太活跃、想法太
多，不去一线调研，拍脑袋决策；
就是下去调研了，有的也是先打招
呼，众官陪同，走马观花；有的是
看看材料，听听汇报，不做扎实论
证。结果是一个想法出来，全社会
折腾一回，又一个想法出来，再折
腾一回，有时甚至一个想法就能把
人来回折腾。诸如驱离低端人口、
整治城市天际线、禁行电动自行
车、改洋名、“水变油”等，这些
决策引起社会议论纷纷，然后又因
为舆论反响太强烈，急刹车、猛掉
头，折腾不轻。

开“隔壁方”的要害，在于瞎
子摸象，以偏概全，把一面之词当
作真相，偏听偏信，对真实情况全
然无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无
论是哪类判断，决策者当戒之。

“隔壁方”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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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茂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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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 绘补短板

姚月法 绘看“表”现

齐 夫

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里，刚
住进大房子的小富婆顾佳极力想跻身
富太太圈子，也叫“升圈”。她想了不少
办法，颇费周折：帮王太太修天文望远
镜，停电了扶王太太下楼，精心为太太
群做甜点，不惜血本买了高级名包，但
那些太太们还是瞧不上她。

文学名著里也有很多这样的
“升圈”故事，大多是图谋“升圈”者
弄巧成拙，铩羽而归。莫泊桑小说

《项链》里的玛蒂尔德女士，爱慕虚
荣，为了进入贵妇圈，借了昂贵的项
链去参加舞会，可乐极生悲，弄丢项
链，不得不用半辈子的辛劳来偿债。

《红楼梦》里，丫鬟也有上下不同的
圈。贾宝玉的丫鬟分两个圈：一个是

贴身丫鬟，在宝玉卧室里伺候茶水
笔墨，如袭人、晴雯、麝月等；一个是
干粗活的外屋丫鬟，如佳蕙、四儿、
小红、坠儿等，平时连宝玉的面都见
不着。有一次，几个贴身丫鬟不在
家，宝玉喊人送茶，外屋丫鬟小红应
声进来奉茶，结果正好被赶回来的
晴雯撞上，把小红骂了个狗血喷头，
说她痴心妄想攀高枝。连个丫鬟想

“升圈”都这么难，更何况普通人想
进入贵妇圈阔太圈。

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更多，几
乎谁都能随便说上两件。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圈子自然也是如此，有高中下
之分，或以收入划线，或以权力结交，

或以名气相聚，都是地位差不多的人
进入一个圈子。他们有共同语言，生活
情趣大同小异，消费水准不相上下，大
家在一起就比较舒服，彼此“半斤八
两”，不担心谁瞧不上自己，也不怕谁
冷言冷语。但如果有个“档次”相差较
多的人想进入圈子，自然会本能地反
对，实在无法阻挡，也以有声或无声的
鄙夷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顾
佳、小红们想“升圈”的想法没错，谁
不想出人头地，人前出彩？但一定要
从自身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财力或
其他筹码还与圈里人有明显差距，
就不要急于“升圈”，还是先想办法

做大做强自己，当你强大到没人敢
小瞧、谁见了都要敬你三分时，就不
是你“升圈”，而是圈来找你了。

当年，陈胜种地时留下一句“苟
富贵勿相忘”，把弟兄们感动得热泪
盈眶，可他当了大王后，有几个昔日
的穷兄弟想往他那个圈里挤，讨点
富贵，结果都被砍了脑袋。可见，勉
强“升圈”不只是尴尬，还很危险。那
些还在削尖脑袋极力想“升圈”的
人，且听一句劝：不与贵人交，我不
贱；不与富人交，我不穷；“高圈”有
风险，“升圈”要谨慎。

当然，如果脸皮足够厚，心理承
受力超强，有勾践伺候吴王那般的隐
忍，有韩信忍受胯下之辱那般的度
量，“升圈”也无所谓，就像《飘》里的
斯嘉丽，为了参加高档舞会，不惜与
所有的贵妇人作对，笑骂由你，“升
圈”在我。不过这种人在现实中少之
又少，要不怎么叫“乱世佳人”呢。

漫话“升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