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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挖掘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 塑造城市认同感
赵凤莲 1,2

【摘　要】珠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三类历史名人：留学教育的先驱，大买办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

同时亦产生了三类历史名人文化，即留学文化、买办文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其中，留学文化塑造了珠

海人的城市归属感；买办文化塑造了珠海人开放进取和自强自立精神；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塑造了珠海人的

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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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品位和公众文明素质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也是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支撑。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珠海的科学发展既要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
有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特别是还要有人与人的历史文化
和谐。珠海市委在《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着
重指出：通过发掘、整理、宣传珠海近代深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珠海留学文化、商业买办文化、社会主义先驱
文化、特区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市民的文
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挖掘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
珠海，是珠江口西岸的一个边陲小镇，人口只有几千

人，但是近代以来却产生了五十多位历史名人。这在中国
历史上是少见的。

通过考察，珠海历史文化名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珠海出留学教育的先驱。
容闳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回国后立即投入报效祖

国的活动。他出色的办过洋务，向太平天国领袖游说过复
兴中国之道。后来又终于完成了他的宿愿，使 120 名留美
幼童成行。这些幼童，珠海籍的就占四分之一，他们虽然
提前回国，但是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突出贡献，有
不少人为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珠海还出产大买办商人。
归中国洋行的大买办几乎全部产自香山珠海。珠海人

唐廷枢就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
也曾经担任英国另一家大洋行宝顺洋行的大买办；英国另
一个大洋行的总买办是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莫家在太古
洋行垄断总买办达 60 余年。当时洋行内流传“只知有莫

（家），不知有英（国）”的传说。莫家是珠海金鼎会同村人。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香港的英国最大几家洋行的
大买办都是珠海人。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已
成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却无人攀到总买办的位置。这的确是
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第三，珠海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
到了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兴起。在北

方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而在南方最早宣传社
会主义思想的是珠海人杨匏安。当时曾有“南杨北李”之誉。
珠海人苏兆征、林伟民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又成为香
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后来苏兆征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珠海人在不同时代都走在时代最前列，总能为天下先。
珠海怎么了？就是几个小小的渔村，每当时代潮流需要向
前跨越一步的时候，它总能涌现出引领全国潮流的顶尖人
物。原因何在呢？这就是我们要挖掘的珠海历史文化精神。

考察起来，珠海人至少有以下几个基本特质：
第一，珠海人能吃苦，勇于开拓进取。

起初，北方逃难来的难民和南宋海战的散兵在珠海所
在的荒岛上生活。珠海的土地是沙田，长不好庄稼，百姓
不足以生存，只能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珠海人要向大海
讨生活，他们每天要出海，战台风，战大海，每次出海都
不知道能不能安全归来。珠海人特别能吃苦和勇敢开拓的
精神就是在这种半耕半渔的劳作方式中养成的。

第二，珠海人诚实、谦逊、有同情心。
珠海人都是逃荒来的穷人，他们所接受的祖国优秀文

化遗产不是从儒家的典籍中，而大多是从中华传统生活习
俗礼俗中传承的。珠海穷人没有士大夫家庭那么多的等级
观念和礼教观念。他们从生活习俗中接受的是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诚实待人、同情穷人等优秀品德。小康家庭的
天伦之乐和平民的地位滋育出珠海人朴素的民主主义意识。
珠海人精神包袱轻，更容易轻装前进。

第三，思想开放，懂得市场经济。
珠海人具有先进文化底蕴的一个最大有利条件是紧邻

澳门。澳门让葡萄牙人居留早于香港三百年。珠海人在给
葡萄牙人或其他西方人供应蔬菜、肉类、鲜花和劳务，同
时也进行货物的买卖。在这长达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珠
海人懂得了西方市场经济和买卖规矩，同时又保有中华商
业文化的诚信品德。在那个时代，珠海人脑子里都有“澳
门观念”，一位老人（唐绍仪的侄孙）讲到：“当时，只
要珠海人无法生存时就到澳门讨生活”。早在鸦片战争时
期，容闳的父亲就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澳门学洋文学洋务，
以图将来能谋得一洋差事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是一个珠
海农名的开放眼光。这对由黄河文化哺育出来的北方农民
来讲，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就是珠海产生诸多历史名人的
重要原因。

二、城市认同感的理解
所谓“认同”，其实就是对同一性和归属感的追寻。

从词源上讲，“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idem。英文中
的 Identity 经常被译成“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仅作为一
种事实性存在，更重要的是个体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
有同一性，而且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
就落脚到一种归属问题。

所谓归属，其实就是一个辨别过程，是指一个事物经
由辨别自己与其它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
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在这种辨识的过程中，个体
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物
的相似之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一种确认。因此，
“认同”就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一
个不断自我诘问过程。

对一个城市的认同，也是生活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
问题是一种身份的确证，一种归属感的获得。现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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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和碎片化很难使人具有一种连续的感觉，认同的对
象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中，而认同的主体又陷入深深的怀
疑之中：我究竟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又将去往何方？在
不断地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确证我是否属于这个
城市，我对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情感寄托，我在这个城市
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

其实，城市认同感就是生活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对
这个城市是否具有归属感、情感和价值感的不断追寻和不
断确证。塑造城市认同感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塑
造城市认同感最稳定、最持久的因素。

三、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对城市认同感的塑造
珠海是一个有着先进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仅就历史

名人而言，近代珠海就产生了五十多位历史名人。珠海产
生的历史名人以三类人最为突出，即留学教育的先驱，大
买办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这些历史名人以及他们所
体现出来的历史文化精神是塑造城市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一）留学教育先驱对珠海人归属感的塑造
容闳有很深的爱国爱家情结，这从他一生的行动——

留学、经商、洋务、兴学、改良、革命的活动中都有表现。
容闳，1828 年 11 月 17 日生在珠海南屏村。1840 年

11 月入马礼逊学校。6 年以后，马礼逊学校教师要回国，
决定把班中最好的学生带走，他们是容闳、黄宽和黄胜。
后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直到 25 岁才回来，在洋人教
育下度过 18 年。

一个 7 岁的孩子就进了教会学校，容闳可以说是西方
教育下长大的青年。当两者舍一求一的时候，他拒绝了在
美国的优厚生活，毅然地选择了祖国。他对祖国的如此深爱，
原因是什么呢？他的爱国情结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容闳曾写给美国友人 S•W• 威廉先生一封信，信中容
闳除慰问旅途疲劳之外，还请威廉帮忙。一是希望威廉雇
用自己的哥哥，意在借此稍减家中经济困难；二是请威廉
到自己家中看看，向母亲和姐姐说明延期回国的理由。因
为原来计划两三年内学成归国的。又请威廉向叔叔做较详
细的解释，说明整个学习要六年时间，希望叔叔能协助说
服母亲。容闳也坦率地告诉威廉，家人担心他信奉基督教
并且不再回国，渴望他尽快回来赚钱养家。

从这封信我们看到了容闳永久的爱国情结的深层原因
了。他眷恋的祖国，是放不下心来的母亲、姐姐和哥哥，
时刻惦念的是自己这个贫穷的家。他的家太穷了，过着朝
不保夕的动荡生活。容闳如果有可能学三年而不是六年，
那他会一天不不停的急奔家乡，赚钱奉养母亲。

牵动容闳心灵的，只有珠海的家，一个贫穷而不稳定
的家。海外学子烦恼的事可以说是一个连着一个，但是没
有什么事比思虑起贫困的家使他更烦恼了。哥哥的去世，
家中的顶梁柱塌了，今后母亲姐姐如何生活？容闳整整悲
痛两周，而且后悔自己“早就该返回家园”。

珠海的家，永远是容闳魂牵梦萦的地方，当一个人把
一个城市当家的时候，他的归属感就油然而生了。

（二）买办大商人对珠海人开放进取和自强自立精神
的塑造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中国，它的主要据
点就是洋行。

广东香山人（珠海）在鸦片战争以后被看做是买办的
同一语。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买办几乎全部出自珠
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珠海人唐廷枢是英国老牌大洋行

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是英国老牌大洋行宝顺洋行的总
买办；再一个是莫仕扬，是英国大洋行太古洋行的大买办。
这三个英国老牌大洋行的总买办，没有一个出自广州，没
有一个出自香港，也没有一个来自上海，而全部来自珠海，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买办是洋行的雇员，拿固定工资，另外，每做成买卖，
还要从中抽取佣金，这属中间人、掮客的性质。买办身份
的变化是向洋行参股，外商企业的势力要通过买办深入到
流通领域；同时外商的轮船、仓栈码头、保险、船舶修造
和银行又都注入了买办资本。买办靠洋人赚钱，靠洋人在
华特权赚钱。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特殊之路。

例如，唐廷枢参股于外国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等。这
种借鸡生蛋的参股行为属于洋、商合办性质。这个时候的
洋行同中国商人已经成为一种合作关系，买办一词也失去
了它最初的意义。买办活动仅限同洋行的这层关系，更大
程度上他们是进出口商人。对于唐廷枢来说，告别 10 年的
买办生涯入主轮船招商局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成了
洋务运动的官员并且向民族资本转化。唐廷枢最早买船投
入航运的原因，郑观应有过一段回忆：

“观应前闻唐君景星（即唐廷枢——注）云，伊昔年
由沪返港，其船避风，船主限每客水一铁壳，约重一磅，
日中解渴洗面均在内。唯船中有羊百余头，则满桶水任其饮，
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于是在港集股银十万元，先租两
船往来港沪。”①外国轮船的种族歧视激起唐廷枢的义愤，
此后他积极倡导租船往来于沪港粤，这是他执意丢掉总买
办而投入中国人自己的轮船招商局的重要原因。入局不久，
他与轮船招商局帮办，他的老朋友徐润共同拟定的“预算
节略”中道出了他们办招商局的宗旨：“自置轮船揽运货
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唯盼各帮联络，
共襄大局，使各转运之利尽归中土，岂不美哉！”②唐廷枢，
徐润在这里的“以收利权”，“航运之利尽归中土”的兴
奋心情表露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两个大买办长期受制于
洋人被压抑至久的收回利权的情怀。唐廷枢与李鸿章的合
作标志着唐廷枢从此不再代表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利益，
自进入招商局以后，唐廷枢后来又办过开平煤矿，在创办
工矿企业方面他也是佼佼者。

珠海的这些从凭借帝国主义特权发财的大买办到同洋
人在航运业、采矿业中生死搏斗的爱国企业家，自立自强、
开放进取的优秀文化价值取向在他们身上得到深刻的认同。
香山珠海作为买办的摇篮，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管理
方式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见证了珠海这座
城市在时代发展中的价值，鞭笞着珠海人继续探索时代发
展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对珠海人使命感的塑造
到了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兴起。当时

中国最早出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又是珠海人杨匏安，在
北方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当时曾有“南杨北
李”之誉。当工人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珠海人苏兆征、
林伟民又成为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的
领袖。后来苏兆征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
产党的领袖人物。

杨匏安，香山南屏人，因为不满于国内的黑暗势力，
被迫东渡日本。在日本，靠卖文生活，这期间从日本的翻
译著作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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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积极从事马
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积极参与党
务工作和国共合作。同样是东渡日本，很多留日学生走的
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学革命之路，而深受珠海历史
文化影响的杨匏安却能更直接地选择了政治革命的道路，
并且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苏兆征，广东香山淇澳岛人，18 岁的苏兆征为了谋生，
赴香港在一外轮当杂役。在成千上万的香港海员中，一个
杂役出生的苏兆征能够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珠海
人林伟民也是如此），其原因不能不追溯到珠海人的吃苦
精神和开放精神。他勇于也善于吸收先进思想，在他接触
到俄国革命之后，就勇敢执着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珠海这些社会主义运动先驱的一生业绩所体现出来的
对时代使命的探求精神，是珠海的宝贵文化资源，也展示
了珠海这座城市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对历史使命的担当。

以上对珠海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还仅仅是我们初步研
究成果。我们必须坚持研究珠海历史文化精神，为珠海今
后的改革开放事业寻找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让改革开放
事业更扎实、更理性、更自觉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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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88:828.
②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 交通史 · 航运篇［M］.193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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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制作成本和极高的参与度，导致传统剪纸文化也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追捧。剪纸本身具有十分浓厚的
生活气息，这其中包含着人们的生活智慧和艺术理念，这
也导致剪纸元素早已成为了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6］。因此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者可以从剪纸等传统文化符号中。寻找
创新的灵感，将二者进行有效的融合，以此来提升作品的
表现力。比如在对陕西传统美食的产品包装进行设计过程
时，就可以有效融合当地的传统剪纸元素，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推广陕西传统美食，还能够更好的推广陕西传统文化，
真正显现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视觉传达领域还仍然在摸索着

自己的道路，只有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效融合传统文化符
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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