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UMN 专栏
孙中山的东方大港构想
当年为何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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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一带一路”
（上）

□财经作家 马迁

左：空中俯瞰自贸区，
图为直升机上拍摄的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右：
《建国方略》中的东方大港图。

1918 年 6 月 26 日 ，孙 中 山 来 到 了 上
海。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深居简出，
写成
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文，连同
1917 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
略》一书。
最初孙中山暂住上海环龙路(今南昌
路)63 号。屋内狭小，光线不足，白天必须
开电灯。孙中山数十年从事革命以来一直
流亡海外，国内没有自己的住房，
中国之大
竟无革命领袖
“立锥之地”。四位华侨看不
下去了，捐给了他一幢两层楼的房子。
这就是上海香山路 7 号，位于法租界
的一座西式花园别墅。在这所房子里，孙
中山静坐深思，决心从理论和实践上再进
行新的探索。

东方大港的两个方案
此时离辛亥革命已过 8 年，但整个中
国在南北军阀的统治下，割据混战，
“国家
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们活不下
去”。孙中山感到未来渺茫，
“孑然无助”，
承认已“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解决办
法”，只能“杜门养晦，聊以著述自娱”。几
乎完全陷于绝望的他，只希望专心著书，来
“启发国民”。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从事著述最集中、
最重要的时期。
《孙 文 学 说》于 1918 年 12 月 30 日 撰
成，1919 年 5 月 20 日出版。该书以饮食、
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
化学、进化十件事为证，说明
“知艰行易”的
道理。全书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作了比
较系统的总结。
《实 业 计 划》是 用 英 文 写 的 ，原 名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发表于 1919 年 6 月号的《远东时
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由
六大计划共 33 个部分组成。孙中山在《实
业计划》中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
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设铁路、修治运
河、开发矿产，为建设中国规划了宏伟蓝
图。
正是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
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
孙中山从少年时就在国外接受西式教
育，后来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英国时，经
常到伦敦博物院参观、读书，因此孙中山有
着更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建设世界
大港，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深深地藏于孙
中山的构想中，尽管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
他在书中提出：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
部沿海各修建一个
“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
级大港。
有关建设“东方大港”，孙中山设计了
两项建设方案——甲：计划港；乙：以上海
为东方大港。
第一个方案，孙中山设想在上海南面
的 浙 江 乍 浦 建 设 深 水 港 ，称 之 为“ 计 划
港”。所谓“计划港”，就是计划、规划中的
新港口。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自南宋以
来即为商港，
自古就有
“江浙门户”
“海口重
镇”之称，清代前期和上海港并列为江南最
大的两个港口。孙中山认为
“计划港”最大
的优势是水面开阔，水比较深，而且没有泥
沙堵塞。此外，乍浦地价便宜，也几乎不需
要拆迁。通过国家先控制土地，待海港建
成后，土地升值，
政府将获得巨大利益。
“因

其所挟卓越之地位，此港实有种种与纽约
考虑到了
“获利”问题，
他还希望引进外资：
媲美之可能。”
“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致外国资本
第一个方案是孙中山的理想方案。他
也。”但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西
之所以最先考虑选择乍浦建设
“计划港”的
方列强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引进巨额
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港的淤塞：
“扬子江
的外资谈何容易。至于利用土地增值，高
之沙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异常，此
价出售，
或
“授诸国际开发之机关所支配”，
实阻上海为将来商务之世界港之噩神也。” 在没有先行资金的支持下，也是空中楼阁
孙中山多次向外国疏浚专家调研此事，苦
式的构想。
于找不到对策。
建设一个新港，最现实的问题是巨额
“由各位化为现实。对
资金难以筹集，
且需要很长时日。为此，
孙
此我非常钦佩！”
中山提出了第二个方案，
计划
“以上海为东
方大港”
。
上海港自建立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
在上海，孙中山全身心投入《建国方
条件，汇聚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和全国
略》的写作，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当
的物流、人流、资金流，
经过长期发展，
上海
时有一个叫端纳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
已成为国内外经济交流的枢纽和国际化大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
都市。如果对上海港进行改造，具有投资
图，
当他把它展开在地板上时，
我看到了一
少、速度快、连续运行性好、经济效益佳等
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他不仅是个狂人，
而
优点，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更多、更
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
快地吸引外资。因此，
孙中山认为
“上海有
隔而气馁，
只是握着画笔，
在地图上尽可能
特殊地位，由此审度之，
于上海仍可求得一
地用铁路线填满……说他疯了，不是因他
种救济法也。”
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详细论
为，
画了这些铁路线，
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
述了他的计划构想，
还绘有地图，
并作了详
足够的钱，在 5 年至 10 年内把这些铁路全
析，他说：
部建成！
依我计划，当更延长浚渫局所已开成
尽管后来蒋介石在 1927 年 7 月 7 日上
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
由高
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说：
“上海不仅要成为
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
直贯浦东，
在龙华铁
中国各地的模范都市，
更要依据总理《建国
路接轨处上流第二转弯复与黄浦江正流
方略》中的规划，一个一个地完成。”而后
会。如此，则由此点直到斜对杨树浦之一
成立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也确实从
点，江流直几如绳，
由此更以缓曲线达于吴
1929 年春起派员到浙江乍浦、海盐等地进
淞。
行勘探，
收集水文、地质资料。 但是，
历史
孙中山设想：从上海浦东东北部的高
证明，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是计划港，
桥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开挖一条弧形运
还是后备方案，
“都不是容易的解决方案，
河，让从长江或东海进入上海的轮船通过
甚至也不是可操作的方案”
。
这条浦东运河直溯黄浦江中游，并将弯曲
2006 年 4 月，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
而又有大量泥沙淤积的黄浦江下游填埋
参观上海洋山深水港时激动地说：
“没想到
了。
中山先生 90 年前写的这个试验计划，今天
由各位化为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
对于黄浦江填平后与新开挖河道之间
为什么那个年代孙中山的理想无法实
的土地，按孙中山的设想：
“此新河约三十
现？这是值得深思的。
英里之地圈入，
作为市宅中心，
且作为一新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些历史现象往往
黄浦滩。而现在上海前面缭绕瀠洄之黄浦
能引起人们的遐想。假如孙中山能够在那
江，则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此
所填塞之地，当然为国家所有，固不待言； 时实现他的宏伟构想，那么浦东会是怎样
且由此线以迄新开河中间之地，
暨其附近， 的一番景象?
可以说，孙中山的宏伟计划也给后来
亦均当由国家收用，而授诸国际开发之机
历届政府在编制上海城市规划时以更大的
关所支配。如此，然后上海可以追及前述
想象空间。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上海的
之计划港，其建造能为经济的，
可以引至外
许多城建专家吸取了孙中山的宏伟设想，
国资本也。”
一直在计划构想开发浦东地区。
显然，孙中山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了上
曾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海的租界问题，
西方列强只关心租界利益，
的杨建文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时任副所
对建设浦东不感兴趣，因此由中国政府自
己来新开一条河道，
既可以建设市宅中心， 长的陈敏之，在主持国家“六五”计划课题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时，
“带领我们重
又可以将这些新增繁华地带土地价格上涨
点参考了《建国方略》就上海建设东方大港
的收入作为改造上海港的资金来源。这
和开发浦东的规划思想。”
样，浦西浦东浑然一体，
而且土地属于中国
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建国方略》的那
政府，那些占据黄浦江西面租界的西方列
一刻，杨建文受到了震撼：
“这本书从全局
强也奈何不得。
考虑的思路对我们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
孙中山说到：
在我计划，
以获利为第一
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应严守之。故创造市
视野和气度。它讨论的是全国的问题，我
们要根据这个思路考虑上海的问题，从全
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
国、全球的角度考虑上海的发展，
不然只能
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新地之
价值，皆须特为注意者也。盖惟如此办法， 是解决短期具体的问题。”
应该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最
而后上海始值得建为深水海港。亦惟为此
终形成了基于全国、全球视角开发浦东的
垂死之港，新造出有价值之土地，
然后上海
决策，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起到了重要
可以与计划港争胜也。
的参考作用。
作为一名领袖级的政治家，孙中山还

□资料来源 新华社 卫华韵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