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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孝”文化所体现的和合价值

·专版

■ 王康艺

百善孝为先。 “孝”是中华民族共
同的伦理道德基础，是中国“和合”文
化的源头， 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正是
从“孝”中逐渐演绎出丰富的内容的。

同样在台州，“孝” 是人际与社会关系
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孝”而得以形成
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并对日后民众的
思想、生产、生活方式乃至风俗等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台州人的“孝”，首先表现在晚辈
对前辈死者的“追孝”。 这可能与长期
以来台州人“重死轻生”的传统理念有
关。正如《礼记·表记》中所说的，“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
而后赏，尊而不亲”。 台州人的“追孝”

行为很有可能是从殷人的传统中来
的， 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礼节性的要
求与程序性的动作。如规定（其实也就
是民间的约定俗成）， 在死者入殓后，

要阖家服孝，称为“成服举哀”；出殡之
日，要“披麻戴孝”等等。

从重孝“列葬”出发，台州人特别
讲究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 “追思”。

一方面可以体现后人的孝意， 另一方
面也能起到教民以孝的作用。 这有两
种方式：一是每逢“月节”，在家设祭，

配享香火，荐其时食，如《礼记·中庸》

所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 二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举家
到坟地进行郊祭，称为“扫墓”。目的是
要让后人时时反省先祖创业维艰，感
怀上天创生万物之德泽，用《礼记·祭
义》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

以报其亲”。

其次，台州人的“孝”非常强调要
生儿育女。 当然，在台州人的观念里，

“孝” 不仅要求人们必须生儿育女，还
要求人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只有
做人积极行“孝”，积善积德，才能实现
家族传宗接代、 生生不息的梦想———

这就把生儿育女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
为一种文化行为。 正如肖群忠先生在
《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这
是社会按照自己需要的模式来限定、

引导人的本能的一个巨大成功。 ”

再次，台州人的“孝”还表现为善
待父母的“孝养”。在台州，孝的观念是
逐渐从“事鬼”向“事人”转变的，而且
一旦认识到 “不顾父母之养”“不尽孝
道”是人伦的一种“大不孝”，台州人就
会把这种能真正体现人道的“孝”做得
很彻底。 正如方孝儒在《逊志斋集·谨
节堂记》中所说的，“孝子之于亲，纵受
其虐，不敢疾怨。 ”不论父母怎样对待
子女， 做子女的都应当为年迈父母提
供衣食住所。而且他还说，真正“孝”的
人是不会把“能养”父母诸如“养口体、

顺颜色、察嗜好”等当成孝的最高标准
的，赡养父母、欢悦父母乃至于了解父
母嗜好，充其量只是物欲上的满足，是
“孝之末也”； 真正高层次的孝乃是精
神上的满足， 是以恭谨的态度为父母
创造出一个欢乐无忧的生活环境，这
才叫做“事亲能养”，它是一种“养而有

敬”的孝。 （《草心堂记》）而在另一篇叫
《孝思堂记》的文章中，方孝儒进一步
作了阐发。 他说，所谓“孝养”，即使做
到了“养而有敬”还不够，还应当做到
光大门楣，扬宗耀祖，即“显其亲”而留
名青史。 这就回到了过去《礼记》中所
提到的“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的命题。 所谓“继述先人之
志”，就是继承先祖遗志，完成父兄事
业。 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
为家庭、为民族乃至为国家负责、为子
孙后代造福的精神。 它超越了传统意
义上的“父为子纲”、子对父绝对“无
违”的概念，把“孝”从愚昧而专权的家
长制中解放了出来。 这是方孝儒弘扬
“孝”文化的一大亮点，他使台州人的
“孝”赋予了一种做人的正气感和崇高
感。

最后，台州人的“孝”与爱国联系

在一起。 台州人把“孝以事君”的孝
道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响亮地提出了
“忠以尽职” 的观念； 而且以苟利国
家不惜捐躯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台州
人的 “孝” 是知行统一的大仁大孝。

最有理论贡献，也最具实践代表性的
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明代台州大儒
方孝儒。 他曾在《御赐训辞记》一文
中写道：

事愿而祗顺无违，固孝也。 推以事
君，诚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国家
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
不顾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亲
乃可以事君，能忠于君然后谓之大孝，

而忠与孝非二致也。

这段话说得非常简约明白而掷
地有声。 在方孝儒看来，忠与孝本来
就是一回事，即“非二致也”。 “大孝”

就是“大忠”，“大忠”就是公而忘私，

就是“惟生民社稷是利”。 在这里，有
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方孝儒的“忠君”

与“利民”是统一的，“忠君 ”就是要
为社会、为百姓做有益的事。 强调以
“孝亲”之情 “事君 ”，就是要在治理
国家时体现人道主义的关怀，不能施
以暴政。 这是方孝儒一贯主张的“视
民如伤”、 仁义治国思想的体现。 二
是方孝儒提倡做臣子的必须要以“大
忠”， 只有 “大忠” 才能称得上 “大
孝”。 这就是为什么方孝儒最后能够
置 “孝亲 ”于不顾 ，而勇于 “为君尽
忠”的道理了。 他以“大孝”支撑起他
的一腔正气，也以“尽忠”最后实现了
他的“大孝”！

明代黄岩下包 （今属路桥） 人包
昶，字彝古，也算得上是一位“忠君至
孝”的台州人。 他曾“以明经荐修永乐
大典”，但因在政治上倾向于建文帝和

方孝儒，平时又敢于犯颜直谏，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即“言语不能委转”，结果
遭“谪戍甘肃”。就在临别北去之际，他
写下了一首言辞真切的绝句送给儿
子：“诸儿奉母归东浙， 阿父从征渡北
江。 只为圣朝家国事， 百年骨肉泪双
双。 ”

可以说，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台
州人对于“忠孝”的理解，也可以很清
楚地发现，是对方孝儒的“忠孝观”的
直接继承和发扬。

由此看来，台州人的“孝”，不只是
一种风俗、 习惯或日常家庭生活中的
礼节性行为这么简单， 它是做人的一
种原则、准则和社会道德底线，是家庭
文明进步的标杆，更是国家、民族兴旺
发达的希望之所在。 台州人的“孝”体
现了台州和合文化的精髓， 也是中华
和合文化的创造与升华。

华顶杜鹃 琼台仙谷 （摄影： 雨农）

“一区一品”发挥乡村多元化经济功能
金融擎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乡村民宿新机遇

“五月榴花照眼明”， 适逢中国第
十届花博会召开， 崇明这座世外桃源般
的小岛迎来了最美丽的时节， 吸引着五
湖四海的目光。 一时间游客纷至沓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当地民宿发展的春天。

位于堡镇四滧村的瀛杏湾农家乐饭
庄就是崇明区田园民宿的主要代表。 该
农庄因其附近的一棵具有长达五百年历
史的银杏树而得名， 庄内的亭台楼阁古
朴清幽， 在古树的掩映下尽显江南水乡
的秀美， 而明艳的鲜花果实和嬉戏的家
禽又给这里如诗如画般的田园生活增添
了一抹灵动与生机。 作为崇明区五星级
民宿， 瀛杏湾农庄今年的客流量再创新
高。 这除了得益于花博盛事和百年古树
的天时地利， 还要归功于农庄经营者们
等来的人和。

长期以来， 崇明地区经营民宿的主
体都是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随着花
博会将近， 对于品质高端、 风格多样的
高级民宿的需求相应增长， 经营者们迫
切地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投入设施更新和
日常的运营周转， 但却一直由于贷款遭
遇瓶颈， 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此， 建行上海市分行与崇明区文
化旅游局、 财政局于今年 3月达成战略
合作意向， 以星级精品民宿作为金融重
点扶持对象， 树立崇明建行 “民宿贷”

特色普惠品牌。 这一产品为流动资金贷
款， 包括信用贷款和抵质押担保贷款，

不仅可以循环使用， 而且利率优惠， 手

续简单， 同时满足了个体工商户和小微
企业对于贷款额度和批复时效的需求。

通过这一产品， 瀛杏湾农庄成功申
请到了额度 105万、 期限 3年的 “民宿
贷” 用于民宿的改造升级， 并在繁花盛
开的五月，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游客面
前。 看着农庄内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瀛杏湾农庄的业主陆先生感慨道： “我
们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多亏了建行的民
宿贷， 灵活度高， 价格优惠， 真是经营
民宿的好帮手。”

在为崇明的民宿产业发展提供经济
支持的同时， 建行上海市分行还创新打
造了 “裕农通+乡村乐游” 这一平台，

与当地众多旅游商户展开了密切合作，

共同推动沪上农旅引流。 如此一来， 平
台在各商户与游客之间构建起了桥梁，

这一线上线下的宣传渠道为崇明的美丽
乡村吸引流量， 带动消费， 推动崇明乡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从而带动当地的经
营者们走上致富之路， 共同推进崇明旅
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贷”动绿色新发展

“乡村就是上海都市的绿肺， 要
发展绿色金融， 就要关注乡村的绿色
农业， 帮助乡村发挥好提供生态产品
的重要功能。” 建行在全国绿色金融示
范行之一的长三角示范区支行负责人
这样讲。

近日， 建行上海长三角示范区支
行在良好基础上再度发力， 紧扣新时
代涉农客户新需求， 积极实践 “绿色+

普惠+乡村振兴” 的新金融模式， 推出
了一款名为 “草莓贷” 的绿色专项信
用贷款。

这一贷款产品为白鹤镇的草莓合作
社量身打造， 旨在解决当地绿色生态种
植业的资金需求， 一经推出就备受当地
农委和群众好评。 据调查， 在被誉为
“中国草莓之乡” 的白鹤镇约有 1000多
户农户从事草莓种植， 正要借助金融支
持来扩大种植规模。 然而， 由于涉农小
微企业信用贷款的资金额度和批复时效
已经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需求， 市场上
并没有完全匹配的金融产品。

而这款产品充分考虑了生态种植借
款主体特色， 申请便捷， 审核快速， 且
无需抵押， 可以很好地满足合作社规模
化生产种植、 智能化改造、 技术培育和
产品深加工技术迭代、 产业链升级等一
系列需求。 借助金融科技的精准定位，

建行还进一步完善了 “草莓贷” 的风险
管控系统， 同时引入政策性融资担保增
信， 联动政府一起为 “草莓贷” 保驾护
航， 为白鹤镇当地绿色草莓合作社发展
打通瓶颈。

7月 1日， 首笔 “草莓贷” 成功落
地。 合作社的张先生收到了 300万元的
贷款， 成为了建行这项绿色金融产品的
首位受益人。 望着地里正在搭建的一排
排大棚， 张先生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
种植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 草莓
市场行情蛮好， 这些智能化大棚建起来
后， 我们的产量还能有个大增长。” 白
鹤草莓协会蒋会长也称赞道： “我们协
会里好多会员都因为涉农免税， 无法满
足常规的中小微企业信贷方案准入条

件。 有了建行的这个 ‘草莓贷’， 这下
困扰他们的资金难题有了一个更便捷、

更惠民的解决方案。”

对于绿色金融， 建行上海市分行始
终牢记董事长嘱托， “既是带着理想，

也是带着投资者的远见参与其中。” 作
为共同体秘书长单位， 建行上海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执委会合作， 建立起聚集了 52家单
位的长三角绿色低碳行动共同体， 建行
将聚焦普惠产品创新， 强化金融科技赋
能， 全面拓展绿色金融客群， 促进绿色
产业链发展， 用金融手段探索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实现路径， 对接政
府、 赋能社会， 与共同体各单位一起携
手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

农户融资新渠道

俗话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前段
时间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盛新村的鲁先
生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鲁先生是村里
灿明果蔬的负责人， 7月 1日， 他找到
盛新村的村书记寻求帮助。 “我最近开
了个小饭店， 在装修上花了点钱， 所以
合作社的经营上缺少流动资金。” 鲁先
生愁眉苦脸地解释道， “虽说金额不
大， 但时间不等人呀。”

村书记一听， 马上想到近年来与村
里开展多领域合作的建行。 “老鲁， 你
别急， 我马上给建行的工作人员打电
话， 他们今年乡村振兴力度大， 看看能
不能帮到你们！” 在村书记的介绍下，

鲁先生与建行金山枫泾支行负责人建立

了联系。 在了解了鲁先生的相关情况
后， 负责人立刻为他匹配了建行新推出
的 “智农贷”。 该产品是基于农户背后
经营实体补贴数据而创新的一款线上信
贷产品， 通过与 “新农直报” 平台数据
直联， 只要通过手机银行授权查询农户
补贴信息后， 就会自动核定一个贷款额
度， 实现主动授信， “秒申秒贷”， 正
好符合鲁先生的需求。

本来担心大银行贷款门槛高， 审批
复杂， 但在听了建行工作人员的介绍
后， 鲁先生喜出望外。 直奔银行网点，

当下就开通了手机银行。 在通过授权、

提额等操作后， 他立刻获得了 9.3万元
授信。 问题轻易得到解决， 鲁先生不禁
喜笑颜开： “没想到申请一笔贷款这么
方便， 太好了！”

据悉， 除了 “智农贷”， 建行上海
市分行还针对各涉农区的区域特色推出
了 “三个百里贷” “贤农贷” “光明生
态链贷” 等其他农业贷款方案， 已累计
为新型农业主体发放贷款超 10 亿元。

这些新型的融资渠道都立足于服务社会
大众， 相比起传统的借贷门槛更低， 流
程简洁， 旨在为广大基层农户提供有
效、 便捷的新型融资模式和渠道。

想要实现乡村振兴， 区域金融服务

的支持必不可少。 长久以来， 金融机构
缺乏发现信用、 评估信用的技术能力和
下沉渠道一直都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一大
痛点。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这一举措将
金融活水引入了上海乡村的角角落落，

润泽基层， 灌注着 “三农” 沃土， 为上
海的乡村经济结出累累果实。

“以百姓之心为心。”

一方面， 建行在上海乡村做出的创
新实践为高质量谋划好乡村振兴、 城乡
融合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充分展现企业
担当， 践行社会使命。 其普惠金融的思
想理念对于推动金融模式转变， 加快金
融机构升级也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另
一方面， 以新金融的技术手段致力于打
造区域农业生态新场景， 帮助上海乡村
寻找发展特色， 打造品牌标杆， 对于落
实党中央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
部署， 探索总结 “上海模式” 都有着深
远意义。

在普惠金融战略的指引下， 建行上
海市分行正用金融活水滋养田间地头，

想百姓之所想， 解百姓之所忧， 让金融
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金融作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
要支撑，也将对助推乡村振兴发挥关键作用。

秉承着普惠共享的理念，立足于“让农民有钱赚、让
农民身体健康、让农民智慧文明”三大提升目标，建行上
海市分行推出《深化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十条实施意
见》，结合上海各区县乡村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方向，在上
海的涉农区创新信贷产品，形成“一区一品”，丰富“上海

乡村振兴贷”产品库。

花博会带动了崇明文旅发展，崇明“民宿贷”推动乡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青浦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
承载区，绿色金融理念引领发展；金山打响“上海湾区”品
牌，“智农贷”大数据产品“秒申秒贷”……这类产品以新
金融的创新理念和技术方法满足乡村发展的个性化需
求，帮助其形成地方特色，为上海的乡村振兴注入了金
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