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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

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采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

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

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杭州市江干区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

内容及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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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弄潮儿的精神和担当  

打造“创新·活力”的钱塘江文化 

 

江干区地处的钱塘江北岸腹地，自古就是繁华商埠和交通要地，

素有“钱塘江畔金江干”美誉。这里的人们世代临水而居，创造了灿

烂的钱塘江文化，不仅孕育了“江、河、山、茶、丝、孝”等特色文

化，弄潮文化、治水文化、围垦文化、航空文化、航运文化、民俗文

化百花绽放；也培育出明代功臣胡世宁、浙派画宗戴进、电影先驱夏

衍等一批杰出人物，现已整理出反映钱塘江的歌曲 600 余首、文献资

料 800 余万字，“杭罗织造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钱塘江传说、皋亭山传说、江干剪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区域内还

保存有古海塘、渡口、船埠等历史遗迹，三堡船闸、四季青碑亭和明

清古海塘成为钱塘江沧桑巨变的历史再现。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引领世界经济的航船有

望从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启航，驶向更加广阔的大海。在这样的历史新

起点上，江干将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深入挖掘钱塘江文化脉络和内涵，使文化建设与经济、城市、

生态、民生“五位一体”协调发展、齐头并进，以弄潮儿的精神和担

当，全力打造“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首善之区”，让钱塘江

文化成为江干又一张响亮的城市“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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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文化建设 

“文化浙江”新征程 杭州钱塘江文化节意义何在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两岸人民世代临水而居，创造了灿烂的

钱塘江文化。从古代文明源起到现代经济发展，钱塘江如一条文化之

江、历史之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 

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近 5 年来，以钱江新城为代

表的钱塘江流域已成为“中国样板、浙江实践、杭州经验”的标志性

地区。站在历史节点上，钱塘江潮助力浙江文化奔涌向前，涌起一首

首浙江人民“勇立潮头为人先”的精神赞歌。 

6 月 28 日，在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杭

州江干区委、区政府主办的以“创新·活力”为主题的杭州钱塘江文

化节开幕。本次文化节期间将举办首届“弄潮杯”钱塘江全国书法大

赛、首届钱塘江国际诗词大会、文化论坛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本报记

者在现场倾听了专家们的研讨、交流。在他们的诠释、挖掘、传承、

弘扬下，钱塘江文化内涵清晰可见。 

流淌千年 

繁衍深厚文化 

钱塘江源远流长，浩浩荡荡近 700 公里，从远古奔流到现在。 

先秦古籍《山海经》中第一次出现了钱塘江的名字。此时，她的

名字，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不可追寻的传

奇神话并列，这似乎暗示着这条江的起源，久远而传奇。 

“人类社会文明总是与河流息息相关。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大

河流域。河流的奔腾不息，将不息地延续人类的文明。” 浙江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钱塘江文化研究专家胡坚

说。奔腾不息的钱塘江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和深厚的文明。 

1974 年，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博物馆合作挖掘建德乌龟洞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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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人类右上犬齿化石，属智人类型，定名“建德人”，距今约

10 万年。 

此后，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发现了早期

稻作遗存；距今约 8000 年前的萧山跨湖桥文化有着中国史前文化史

上最早的独木舟、最早的漆器、最早的“中药罐”等多个“第一”；

距今约 7000 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之一；距今约 5000 年的余杭良渚文化遗址有着“中华第一城”之

称…… 

文化如水如长河，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文化是历史的选择，

钱塘江历史悠久，繁衍出丰富的文化。”胡坚认为，人因水而生，因

此在人们傍水而居的过程中，钱塘江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驻足，他们

凝练了思想的结晶，也创造了无穷的艺术。 

钱塘江水给予浙江丰富的山水文化，从杭州逆钱塘江而入富阳，

满目青山秀水，景色如画。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巨作《富春山居

图》由此而生。 

河流及其衍生而出的文化，催生出民族的凝聚力。2011 年在台

北故宫博物院，胡坚见证了《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富春山居

图·剩山图》合璧的动人盛况——展出的两个月时间里，超过 50 万

人次一睹两段分别了 360 年后的真迹首次聚首。“《富春山居图》的

意义甚至早已超越书画艺术范畴。‘合璧’成为两岸人民在历史、文

化、民族层面上的一次‘心灵相约’。它们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和文明，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光，照亮古人、启迪今人。” 

悠悠历史长河里，钱塘江，如一棵巨树的根系，扎根浙江大地。

浙江因此生长，成形，发展，枝壮叶茂。 

惊涛拍岸  

弄潮儿勇立潮头 

如果说，钱塘江流域孕育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钱塘江水的澎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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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则赋予千百年来在此生活的浙江人民勇立潮头、大气开放、互通

共荣的精神内涵。 

八月十八钱江潮，气势壮观天下无——刘禹锡在《浪淘沙》中用

“八月涛声吼起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

雪堆”咏叹它的恢弘气派；钱塘江潮同样风波险恶——据记载，秦始

皇南巡至杭州，因“水波恶”而无法渡江。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面对汹涌江潮，钱江两岸人

民自古勇于搏击。据记载，五代时钱塘江海塘屡筑屡塌，吴越王钱镠

大怒，令三千犀甲兵张弓搭箭，迎头射潮，演出了“三千羽箭定风波”

的壮观传奇。 

“浙江有浅吟低唱的风月，也有阳刚伟岸的涛头。”在中国文联

副主席、首席钱塘江文化大使陈振濂看来，钱江潮以具象形式表现出

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浙人文化品质，也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精髓和灵魂。 

与此同时，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浙江，汇入东海，与金华江、

曹娥江、乌溪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一并画就了浙江的魅力风景线。这

是钱塘江文化大气开放、兼容并蓄的精神源头。 

历史长河中，钱塘江畔出现了以伍子胥、文种为代表的江潮文化，

以王充、张九成、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以曹娥、丁兰

为代表的孝道文化，以郑兴裔、胡雪岩为代表的义信文化，以大禹、

范蠡、华信、马臻、钱镠、张夏为代表的海塘文化，以严光、林逋为

代表的隐居文化，以项麒、胡世宁为代表的耕读文化，以刘松年、李

嵩、王蒙、戴进、蓝瑛、吴昌硕等为代表的艺术流派，中草药始祖桐

君为代表的中医文化，以及明清和近代以来兴盛的丝绸文化、商贸文

化、围垦文化、航空文化等。先天秉承了吴越文化“海纳百川、兼容

并蓄”特征的钱塘江，有着江南文化的共性。 

此外，钱塘江具有突出的互通关联特征，历来是上游物质输送至

沿海和徽商往来的主要通道，商贸文化兴旺发达。这是钱塘江水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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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互通共荣的宽宏品质。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自隋朝开凿江南运河起，

钱塘江形成“接运河、通大海、纳百川”的广阔格局。吴越国时期的

钱塘江更是“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身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钱塘江流域的稻作文明通过“稻米之

路”传播到了东亚地区的日本、朝鲜等国。举世闻名的“茶叶之路”

“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书籍之路”都通过钱塘江与世界紧紧地

联结在一起。 

千百年来，钱塘江讲述着一个滴水成江、汇流成海的故事。早前，

胡坚曾去钱江源头开化。在那里，山林绿叶上的几滴朝露逐渐相拥，

从树叶上滑落，在青苔上翻滚，与淅淅沥沥的水珠汇集，流入小溪、

淌入山涧。此情此景，让他感叹：“从一滴水珠到万马奔腾的钱江潮，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包容万象、凝聚而成的力量。” 

风正帆悬  

文化浙江谱新篇 

潮起钱江，奔腾不息；勇立潮头，奋进不已。 

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

努力建设文化浙江，成为浙江省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之一。 

文化浙江建设重在价值引领，深入精神世界。胡坚认为，文化是

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精神则是文化的核心能量，文化对人们行为

起到规范作用，能够提升社会素质。在新的时代下，钱塘江文化赋予

了浙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 

6 年前，一个两岁的孩子从 10 楼坠地的一刹那间，吴菊萍向空

中伸出了一双接抱的手。今天，杭州钱江新城青少年发展中心东北角

的休憩广场，一座 7 米高的雕塑，定格了这个永恒瞬间。自 2012 年

以来，全省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发现最美浙江人、争做最美浙江人”

主题宣传活动。“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浙江骄傲”“青春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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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美人物，成功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争做好人。 

3 年前，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出一项创

新之举：开出全开放、纯公益、24 小时不打烊的实体图书馆，瓯江

两岸的阅读灯火长明。从一个地域文化现象，逐渐辐射各地，温州城

市书房引领多地城市文化新风尚。杭州、宁波等地开始推广城市书房

建设经验，计划到明年底，全省建成 100 家城市书房。在省外，山东

威海、江苏扬州等 10 多个城市陆续启动城市书房建设。 

文化浙江建设重在思想先导，理念创新。陈振濂说，文化应推动

并导向社会发展，它是创新的驱动力，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因此钱塘江文化把握了时代发展脉搏，用科技引领潮流，联通

世界。 

造时势者为俊杰。6 月 6 日，一个惊艳世界的时刻。国产水陆两

栖大飞机 AG600 完成了最后一次低速滑行试验，各项性能指标符合

要求。接下来，AG600 还将进行中速滑行和高速滑行试验，预计将

在 7 月底首飞。在这其中，杭州西子联合成为 9 家入围中国大型客机

C919 项目首批供应商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目前，西子航空已经成

为欧洲空客、美国波音、加拿大庞巴迪宇航、中国商飞、中航工业的

供应商。 

从一家仅万元资产的农机小厂到如今中国制造 2025 的标杆企

业，身为钱塘江文化大使之一，西子联合董事长王水福说，浙商应砥

砺奋进、领跑创新开拓之路。 

风正帆悬启新程，大海扬波作和声。放眼浙江，2016 年 GDP 达

到 46485 亿元，连续 21 年居全国第四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连续 16 年和 32 年居各省区第一；G20 杭州峰会，让西湖与钱塘

江联通世界经济的大海；“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浙江打开筑梦的

海陆新空间……当下，临江而居的 “弄潮儿”以勇于开拓创新的时

代气质，生动诠释着一浪浪时时奔涌的新经济春潮。 



2019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两会”专题 

 9 

从以严光、林逋等为代表的隐居文化，到浙江人民“求真务实、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入世文化，陈振濂相信，是时代寄予钱塘江

“苟日新日日新”的文化内涵。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已来。今年 7 月，杭州未来科技城里，

人工智能小镇将正式启动。小镇将覆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业

态，集中力量招引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无人机、虚拟/增强现

实、新一代芯片设计研发等领域，集聚一批人工智能领域高精尖人才，

全力打造成为具有全球顶尖特色的人工智能小镇。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移动互联的世界，让世界一线相连。

近日，有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的青年最喜爱的中国

生活方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浙江符号”支付宝与网购，占据外国人

眼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暗示着钱塘

江与世界零距离互通。 

一位建筑大师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它的抱负。

自 G20 杭州峰会成功举办，位于钱塘江入海口的江干区钱塘江流域

核心区，用钱塘江文化提升城市品位，成为杭州实施“拥江布局、一

体发展”新发展战略的主战场。 

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文化浙江的定义在不断延伸、不断凝

练。从钱塘江上游的“衢江万古身潺湲”到下游的“海阔天空浪若雷”，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钱塘江两岸人民正以引领潮流的气魄，大气包容

的心态，联通世界的胸襟，勇立潮头的干劲，谱写一曲时代新乐章。 

浙学精神 求实创新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教授，潜心

研究“大浙学”30 多年。他说，学者们常常提到“浙东学术”与“浙

西学术”。这种划分，传统上是以钱塘江为界的。广义的浙学就是源

于古越，成型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延续于近现代的两浙学术文化，

也即“大浙学”。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是“大浙学”的源头活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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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两岸不仅地理相望，更重要的是学术文化的交流互融。 

从历史脉络来看，“浙学”的概念比“浙东学派”的概念还要早

出现 400 多年。东西学派虽然一江两地，却一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比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

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杭州府海宁县人陈确属于浙东王学，

而张履祥、嘉兴府桐乡人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钱塘江文化就是集浙东浙西于一体的“大

浙学”。 

从地理位置来看，杭州地处浙东浙西的汇合点，本身是两浙文化

的综合体。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就曾说过：“杭州水居江流海潮交会

之所，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陆介两浙之间。”在杭州进入拥

江发展阶段，“城边江”变为“城中江”的今天，钱塘江入海口所在

地江干区发起了关于“钱塘江文化”“浙江精神”的讨论，可谓顺理

成章、恰如其分，表达了两浙共有的人文精神。 

从文化内涵来看，“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求实、批判、

兼容、创新”8 个字，与“勇立潮头、大气开放、互通共荣”的钱塘

江文化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充满开拓性和时代感的当代浙江

人的创业精神。 

勇立潮头 大气开放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与水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剑

勇教授认为，从这个角度看，钱塘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 

钱塘江流域历史悠长厚重，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再到河姆

渡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其面貌多样、气质各异，为后人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遗迹与馈赠。 

在下游，就有古海塘、渡口等多处地标如今广为后人观瞻。而到

杭州四季青地区，还能完整地见到乾隆年间在钱塘江海塘建成之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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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碑亭。 

如果说，这些海塘、渡口、碑文亭阁，是钱塘江自古以来的海塘

文化、涌潮文化的物质印记，那么，“钱王射潮”“铁牛镇海”等各

种散落于民间的传说、故事和民谣，则和上游富春江“唐诗西路”上

的诗词文脉一起，构成了钱塘江文化丰富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传承，

在新的时代，又被重新挖掘出来，赋予时代意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人。 

在蒋剑勇看来，用“勇立潮头、大气开放、互通共荣”12 个字

囊括钱塘江文化内涵，特别富有时代精神，尤其是应合了“一带一路”

带来的历史机遇和要求。这样的精神，不仅是杭州独有，更是为整个

浙江所用，乃至成为浙江人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

国梦奋进过程中的动力源泉。 

（来源：浙江新闻 2017-06-30） 

 

专家视点 

专家眼中的钱塘江文化：一种历史一种情怀一种精神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是浙江文明的摇篮。 

用文化的眼光看钱塘江，它是一种历史、一种情怀、一种精神、

一种价值观。 

钱塘江文化该如何定义？它具有哪些内涵？在当下挖掘钱塘江

文化，对浙江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我们邀请了三位专家，谈谈他们心目中的钱塘江文化。 

挖掘钱塘江文化，对浙江在新时期作为我国的发展样板具有示范

意义 

宋建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媒体融合实验室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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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文化部、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等党政机关及中央电视台等

媒体机构专家委员会成员 

在宋建武看来，钱塘江文化是把历史、现代及未来融为一体的开

放的文化。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核，在浙江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又融入了新的内涵。 

这些年，随着浙江的发展，特别是在浙江民营经济及产业发展新

动能转换过程中，钱塘江文化有了“创新、进取”的新内涵。 

“同时，钱塘江文化还体现了浙江人‘务实、创新’的特性。浙

江人在与人合作时，愿意先伸出橄榄枝，表明自己合作的诚意，以及

对新事物发展的眼光和承担创新代价的胸怀。” 

宋建武将钱塘江文化的特质概括为“创新、诚信、务实、进取”。 

“浙江能够在很多方面引领我国的区域发展，钱塘江文化堪称文

化基础。”宋建武认为，挖掘钱塘江文化内核，对于理解浙江这一新

时期发展样板具有很大的认识意义。“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深

层次的审美要素，以钱塘江文化为代表的浙江文化的发展，如果能够

把文化与经济、与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将会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有非常大的示范意义。” 

宋建武建议，要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钱塘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之

路，可以用具象的符号来体现其欣赏性、借鉴性、实用性，将钱塘江

文化变成可以具体利用、欣赏的产品和服务。 

“以钱塘江文化为基础，可以打造优质的旅游产品。”宋建武说，

钱塘江两岸人文荟萃，有很多文化历史积淀，很多美好故事和传说，

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名人也在钱塘江两岸成长,这些都是很好的旅游文

化资源；而近年来在浙江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许多行业引领性企

业，作为钱塘江文化的新要素，也可以成为产业旅游的目的地。 

他还建议，将钱塘江流域历史与当代名人，以作品为基础，将之

变成可复制的大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钱塘江文化面向世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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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精神，将它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注入到传统产品的开发中。” 

希望钱塘江流域成为未来城市生活的新样板、文化精神的新样态 

李杰 

  笔名李思屈，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传媒与

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 

在李杰看来，钱塘江文化是指钱塘江流域人民创造的全部精神成

果及相关物质形态，包括物质层面的生产工具、特色建筑、特色工程，

制度习规层面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以及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文学

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符号等等。 

“钱塘江文化助推中国儒家文化完成了一次重大演进：发源于钱

塘江上游的南孔儒学，在保持‘仁’这个内在精神的同时，文化的逻

辑侧重点从上层建筑的完善，转向经济建设的实效；在坚持家国情怀

的同时，精神的侧重点已经从‘治民’转变为‘富民’，落实为兴教

育，创实业，谋稻粮，开拓出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于

创新的儒学新面貌。” 

他认为，钱塘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有三个突出特质：勇立潮头、求

实创新、互通共享。 

“勇立潮头，就是钱塘江流域自古以来人、水互动形成的敢于冒

险、敢于开拓的‘弄潮儿’精神；求实创新是求真务实、知行合一、

利义并举的南孔新儒学境界；互通共享是润泽万方、同舟共济、汇通

天下的共建共享气度。” 

在当今新一轮创新大潮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大格局中，李杰认

为，钱塘江文化可以起到“文化精神引领、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新动

能”三方面的作用。“勇立潮头精神为浙江改革开放走在前列提供了

精神基础；求实创新为浙江干在实处、探索和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提供

了社会文化心理条件；互通共享为浙江的国际贸易、互联网经济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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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大湾区建设提供了传统文化的积累。” 

从文化资源开发的角度看，钱塘江流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这些资源的发掘整理、开发利用，将为钱塘江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 

从文化新动能的角度看，钱塘江文化从来不是僵死的化石和抽象

的概念，它是“流淌的智慧、勇气、热情和创造力”，而这，是一种

“文化软实力”，其作用不仅表现在狭义的文化活动中，更表现在浙

江经济、社会、科技的、生态的改革创新中，为浙江的发展提供新动

能。 

“我梦想中的钱塘江建设，是以钱塘精神为主线，以文化脉络梳

理为突破，文化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大河经济文化创新高地为目标，

把钱塘江建设成为流动的历史文化长廊，人类精神创新的策源地。”

李杰说，“我希望钱塘江三江两岸地区，成为人类未来城市生活的新

样板，文化精神的新样态，成为下一代钱塘人诗意栖居的地方。” 

钱塘江文化的内核“弄潮儿”精神，是浙江精神、浙江价值观的

象征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南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漫长历史时期里，钱塘江流域涌现出了无数的风流人物，其地

的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卓越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它们的总和，便是我们所说的钱塘江文化。” 

徐吉军表示，如果就物质文化来说，钱塘江流域是世界上稻作农

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浙江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这里也是世界上

桑蚕业的发源地之一，素称“丝绸之府”；这里是瓷器的发明地，唐

代越窑、五代吴越国秘色瓷和南宋官窑是其代表。此外，根据考古资

料，钱塘江流域还是世界上髹漆的发源地。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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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8000~7500 年，是迄今我国考古所见的最早的独木舟，称为“中

华第一舟”。再如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玉文化，以绍兴黄酒为代表的

酒文化，以西湖龙井茶为代表的茶文化，以越王剑和张小泉剪刀为代

表的冶铸文化，以西湖金鱼为代表的鱼文化等，都在中国物质文明史

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钱塘江文化是浙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是浙江文

明的象征和代表，也是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徐

吉军看来，钱塘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开放程

度高、创新意识浓、辐射力强等特点，钱塘江文化的精神禀赋可以概

括为“奋发自强、尚文习武、爱国爱乡、苦干实干、开拓创新、追求

卓越”。 

“在我看来，作为钱塘江文化的重要内核和特色的‘弄潮儿’精

神，既体现了中国的文化担当、文化智慧，也是浙江精神的象征。”

他认为，挖掘钱塘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神文化，对浙江及钱塘江

流域各地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徐吉军说，钱塘江虽然规模不及长江、黄河，但自古以来，它就

是一条文化之河，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宗教等极其发达，对海

内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要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的开拓创新精神，续写追求卓越的文化特质，承担向全世

界展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之鲜活样本的崇高使命，为中

国的明天贡献更多的实践、素材、经验。” 

（来源：浙江在线 2018-06-28） 


	29.pdf
	杭州市江干区图书馆 ——以弄潮儿的精神和担当 打造“创新·活力”的钱塘江文化.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