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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镇春秋越镇春秋 水城临浦水城临浦

读懂萧山·临浦 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一线报告
寻找——深度融杭·助力亚运·创新强区·美丽萧山·数字经济 样板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缪妙
图片由临浦镇提供

当春日的浣纱溪带着吴越传说穿越千年，

当夏夜的七星池上漂起一盏盏荷花灯，

当秋天的梅里千余株五百年古柿树

在南河畔如星火燎原般次第点亮，

当冬季的雪安静地飘落在

“一代史家”蔡东藩昔日著书的临江书舍，

岁月长河中，

可以窥见杭州南这座越风古镇的一叶春秋。

当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爬上峙山塔顶，

当落日的余晖撒向浦阳江温柔的水面，

当清脆的车铃声在饭架街上响起，

当往来的船只穿行在杭甬运河，

42.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可以感受到这座江南水城流淌着的诗意。

壹
在古代，临浦还只是一个湖，一个和湘湖平

分秋色的湖。
《临浦镇志》记载，据卫星照片和地质勘探，

临浦镇南起羊角尖、太平山麓，北至目尖山麓，东
起青化山麓，西至马鞍山、碛堰山麓为一个低洼
地区，在古代为一个湖泊。其范围包括现在的临
浦集镇和浦南、通济、大庄等片。历史地理学家
们称之为临浦湖。

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论历史
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中撰述：“浦阳江
从峡山（今尖山）以北，流入高洪尖和太平山所
构成的谷地，从此直到其注入钱塘江为止，其间
除了零星分布的会稽山尾闾残丘外，是一片冲
击平原。平原上河港交错，湖泊棋布。并且由
于潮汐的影响，地下水位很高，河湖以外的大部
分地区，也成为一片沼泽地。在这个地区的许
多古代湖泊中，最重要的有临浦、湘湖（西城湖）
和渔浦三处……临浦又称临湖，是三个湖泊中
最偏东南的一个。”

临浦湖在古代曾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但何时形成，何时湮废，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

载。
沧海变桑田。今天的临浦，

早已变成杭州南部一座充满活
力的小城市。那星星点点的湖
泊、池塘、水潭，那潺潺的小溪，
那汇流的江河，都藏着临浦湖古
老的秘密。

临浦镇内水系发达，镇南有浦阳江，惯称外江，与钱
塘江、富春江相连。镇东有西小江，西有勇进河，北有通
济河、大庄河等与南门江相通，概称内河，与杭甬运河连
接成一张四通八达的水网。

与这些江河相比，浣沙溪确实只能是溪。假如把这些
江河比作临浦的动脉，浣沙溪则更像是临浦的掌纹，有更
多命运的色彩。

传说春秋末年，苎萝山下苎萝湖畔一户施姓人家生
下一名女婴，取名施夷光。也就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
女之首的西施。后来范蠡为越王勾践觅得西施，教以舞
蹈，便送去吴国。

西施的结局成为千古之迷。确切说，这位倾国倾城
的女子本就是一段历史未解之迷。

只是，由浣沙溪串联起的西施古迹群，又是那么真实
的存在。

沿着浣纱溪的两岸，分布着西施庙、苎萝亭、范蠡庙、
起埠庙、古浴美施闸等 14处西施古迹群，好似一根中轴
线，串起了所有西施故事。

在今天的临浦镇，离苎萝山不远的通二村，还盛行着
一山（苎萝山）、一水（浣纱溪）、一石（红粉石）、一亭（苎萝
亭）、一祠（西施庙）、一庙会（三月三西施庙会）的说法。

同样作为春秋历史在临浦延续的是，一千五百多年
后，孔子后裔开始踏上临浦的土地。

根据萧山历史学会会员李维松的考证，萧山主要有
3支孔子后裔，即砾山孔氏、觉山孔氏、苎萝孔氏。他们
房派有别，迁居萧山时间略有先后，但血缘相近，堂号相
同。

其中觉山孔氏和苎萝孔氏都在临浦。
觉山孔氏，指居住在今临浦镇自由孔社区为代表的

一支孔氏。苎萝孔氏，指居住在今临浦镇前孔社区为代
表的一支孔氏。

苎萝孔氏始迁祖孔万善，是孔子第五十二世孙，元朝
初从衢州迁来萧山临浦。谱序记载：“萧南巨镇曰临浦，
临浦之右有寺焉，曰觉海寺。居寺之北者为孔姓，以姓名
其里，曰前孔。”

苎萝孔氏宗谱创修于嘉庆十三年（1808），由孔子第
六十九世孙孔继琏发起并主纂。苎萝孔氏现藏有一套光
绪癸卯年（1903）重修的《萧山苎萝孔氏宗谱》，诗礼堂木
活字本，共10卷。这是萧山地区3支孔氏中，持有时间最
早、版本最珍贵的宗谱。

觉山，即峙山，位于临浦镇浦阳江北岸。据《萧山县
名胜记略》载，“峙山，又名觉海山”。因山之南麓有始建
于唐会昌元年（841）的觉海寺（今圮），山以寺名，所以叫
觉海山，简称觉山。觉山孔氏，指居住在今临浦镇自由孔
社区为代表的一支孔氏。

明末清初，觉山孔氏已有谱系一帙。清雍正七年
（1729），衢州南孔毓垣公来萧山临浦稽族兴教，族人乘机
将原有谱系资料汇订成册，是为首创宗谱。后经几次重
修。2010年，觉山孔氏族人在萧山民间新一轮修谱热潮
影响下，打算重修宗谱。编修人员南下衢州，北上曲阜，
又在各大图书馆寻找，终于在绍兴图书馆找到了民国八
年版《觉山孔氏宗谱》。

民国八年版《觉山孔氏宗谱》也记载，孔汭（1316～
1365），字世川，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元至正末年
（1365），孔汭从衢州仕越，终于官，卒葬临浦觉山即峙山
麓之庵篷。他的儿子思颐、思升守墓，居住在峙后，开族
成“峙后孔”村，尊孔汭为始迁之祖。

临浦因江得名，临浦阳江，谓之“临浦”。浦阳江是浙
江母亲河钱塘江的一大分支，到了临浦，宽阔的江面转了
个大弯，这个形似畚箕口的江湾也被称为“畚箕”，是南来
北往船舶避风的港湾。浦阳江穿临浦而过后，便与富春
江汇合流入钱塘江，因此临浦人谓之“外江”。

在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路的漫长时间里，临浦得
傍依浦阳江之利，在唐代便形成商贸集市。随后，成为

“浙盐赣米”的主要集散地，为浙江“六大米市”之首。
《临浦镇志》记载：“于唐朝晚期开始有‘临浦市’之

称。明朝宣德年间，临浦筑塘以断西小江，成为货物中
转要地。后开堰建闸，内河与外江相通，商舟往来日臻
频繁，清末民初，临浦商市已具一定规模。民国四年4
月18日《民国日报》称：‘临浦商务繁盛，年交易额不下
数百万金。’”

也因这水系发达，临浦镇曾有过大小码头 17处。
而这些码头之中，尤以“浦阳江七码头”为最。

上江的粮食，宁波的水产，江西的瓷器，余姚的食
盐，金华的毛猪，绍兴的老酒、锡箔，多在临浦囤集或转
运。新安江的木材，衢州的柑橘，兰溪的甘蔗，也多在
此集散。萧山本地的土特产，如杜家杨梅、诸坞青梅、
梅里方顶柿、进化竹笋、河上土纸、里山茶叶等，均在临
浦收购后转运外地。

其时，舟船往来如梭，东起火神庙，西至文昌阁的沿
江一带，停泊的货船多达七八百艘，从火神塘码头、振江
码头直至旱桥码头，连接不断，在夕照下蔚为壮观。

临浦因而成为江南四大名镇，浙江“六大米市”之
首。特别是在上海成为孤岛的民国时期，
临浦成为“浙盐赣米”的主要集散地，“小上
海”临浦名震四方。四面八方的能工巧匠、
商贾巨富、贩夫走卒都汇集在此。

“临浦小上海，街是饭架街。”饭架街不
是一条街，而是所有纵横交错的街与弄的

“总称”，将这些街弄比喻成“饭架”，与此处
蒸腾着的烟火气息极为贴切。

行走其中，就像慢溯时光的河流。街
有山阴直街，萧山直街，西市街，扇面街
……弄有宣家弄，同兴弄，官弄，长生弄，眉
毛弄……纵横交错如“饭架”，它们勾勒出
了临浦“小上海”的骨架，你或许很难想象，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饭架街，最多时竟有800余家店铺。
即便是现在，当你走在这些街弄，仍能看到不少老

字号的招牌。1953年，楼吾源买下中沙街上的一爿店
面，开起了照相馆。将近 70年过去了，临浦照相馆经
历过几次转制，“掌门人”也传到了第三代，沿着狭窄的
木扶梯上去，西湖十景的背景幕布降下，那是妈妈那一
辈最喜爱的风格，如今我们还能拍到。

镶嵌着玻璃的红色木门，白色木板上书“临浦夕阳
旅馆”几个黑色毛笔大字。仿佛是从 40年前穿越而
来，灰白的水磨石地面，下绿上白的漆墙，只有楼梯没
有电梯，一层一个公共厕所，价格也“穿越”了。15元只
能买一杯奶茶，在这里却能住一晚，最贵的VIP房也不
过40元一晚，入住率并不低。眼下也成了越来越多年
轻人到临浦游玩的打卡地。

时间仿佛在山阴街里驻足，一切看上去从未改变，
一切又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几度春秋，几度繁华。
任千年时光流转，临浦从未离开过水的涵养，也从未

忘却水的成就。
碧桂园将杭州南的首个项目落在峙山河边，命名为

“越溪府”。
远洋地产则把“城市故里系”的住宅藏品“雁归里”放

在唐代诗人贺知章向往的周官湖边。
读懂临浦，前提是读懂这座小城的江河湖潭溪。
无论是春秋时期越女西施从浣沙溪畔走上历史舞台

千古流芳，还是临浦“小上海”从浦阳江畔发端名震江南，
抑或是现在小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承接 2022年杭州亚
运的柔道等赛事，水，藏在这座小城的风骨中，书写着生生
不息的小城故事。

水，又赋予了这座小城生机与张力，使得临浦在时代
的滚滚浪潮中永葆青春和活力。

当我们驱车来到潮人汇，不仅可以喝上一杯星巴克，
还能在这里看上一场 IMAX效果的电影。

当我们想要办理各项工作、生活上的事务，50余家区
级以上派驻机构，11家银行都在临浦设有分点，不出临浦，
就能办理工商、税务、房产、出入境、车管等业务。

在全省首个派出所独立出入境受理点，2分钟可以办
理完成港澳台签注，10分钟可以办理一本护照。

在全省首家全业务下放的乡镇车管所，69项车驾管业
务一站式受理。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浦阳江（临浦）分
中心，45个窗口，可受理事项达582项。

今年以来，临浦镇更是紧紧围绕“区委打好‘一二八’
组合拳，努力实现萧山赶超跨越发展”要求，实施“产业强
镇、环境立镇、文化兴镇”战略，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为建
设现代化一流小城市奋力前行，向人民，向时代交出亮丽
的成绩单。

水城八月，天空如洗，碧波倒映着蓝天绿树和错落有
致的城市建筑。临浦迎来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

信建发，三方将合力打造中信·临浦新城。
项目位于03省道东复线和杭金衢高

速公路临浦连接线两侧，规划面积6760
亩，总投入约500亿元，并将依托临浦现

有工业园区区域，通过未来产业
导入和产业生态构建，建设智慧
生态产城融合样板。

同时，引进以智工委、中信
为核心的智慧产业板块，包含
国际智慧教育园区和世界文旅
超级“IP”的国际一流产业板块，
国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与全
球设计中心的智工委核心板块，
中信医疗健康、卫星通信等中信
集团板块，建设集科技、医疗、教

育、文旅、健康为一体的未来社区。
围绕产业发展重点方向，临浦也瞄准集
聚和培育智造型、集成型、总部型、研发
型产业业态。

从远古的湖，到唐朝以来形成的
“小上海”，再到即将到来的中信·临浦
新城，奔竞临浦向时代呈现的是一幅
产、城、人、文相融合的现代化一流小城
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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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浦是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
镇、杭州市六大组团中心之一、萧山

“一心两翼”的南翼中心，享有“西施故
里”“千年古镇”“小上海”等美誉。近
三年，全镇实现GDP年均增长13.6%，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4%，地方财政
收入年均增长23.6%，实现了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临浦各项经
济指标实现了“全面红”，重回南片乡
镇第一。破立并举是其背后的重要逻
辑。

破。“立”始于“破”，“破”为“立”之
母，临浦在“破”字上可谓是积极有
为。近年来，临浦全面深化“亩均论英
雄”改革，加大对“低、小、散”企业整治
力度，大力开展化工、制鞋等 12 大行
业专项整治，关停一批不符合产业导
向、严重影响环境的企业，利用原三弘
地块打造数字科技产业园，依托原临
浦君临医院的5万方办公大楼启动杭
州南部医疗健康产业园，依托浙能集
团萧山电厂300亩存量工业用地打造
新能源小镇。

立。以“立”为本，“破”就是为了
更好地“立”，临浦在“立”字上可谓不
遗余力。临浦紧抓发展数字经济的时
代机遇，推动临浦产业转型升级，向高
端化、智能化迈进，一批好项目落户临
浦，宝盒互联网中央厨房项目正式进
驻并启动规划设计，新零售示范企业
云起食品顺利投产，智慧节能管控项
目盈力科技落户康发科创园。2018年
全年实现规上高新技术增加值达 3.9
亿元，同比增长20%，信息经济主营业
务和增加值达7.2亿元和1.9亿元，同
比增长38%和49%。

破是手段，立是目的，破中有立，
立中有破。临浦一张靓丽的答卷是辩
证实施破立并举的必然结果。期待奔
竞临浦向时代呈现的是一幅产、城、
人、文相融合的现代化一流小城市图
景。

临浦
破立并举的省级小城市样板

王占伟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总经济师

专家点评

“一”个总牵引

打好“一二八”组合拳
临浦在行动

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拥江发展、创新发
展、美丽萧山、民生福祉、文化兴盛、改革攻坚、平
安萧山、强基固本这八大行动，临浦镇坚定“打造
杭州南部新门户，建设浙江品质小城市”的定位，
在“小城市建设、数字经济、践行‘两山’理论、文
化兴盛和民生幸福”四个方面争当排头兵，对标
一流，比学赶超。

●与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中信建发开
展合作，全力推进中信•临浦新城建设。

●做好杭州精密制造产业园加数字科技产
业园、杭州南部医疗健康产业园、数字能源科技
园“1+3”空间布局，加快园区分类提升发展。

●全省首个设在派出所的公安行政服务中
心在临浦正式启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开展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启动文明
素质提升计划，变盆景为风景。

●创新运用“平安钉”，推进基层智慧治理。
●启动7个特级教师工作站建设，实现学前

教育到初中主要学科的全覆盖；加快临浦体育馆、
东藩小学、临浦一幼、安置房等民生项目建设。

●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实施临浦小城
市文化品质提升工程（2017-2019），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助力群众文化事业发展。

●开展东藩大讲堂、党员轮训、机关夜学，持
续深化民情双访、平安夜巡，实施“画像体检”和
清廉村社创建，践行初心使命。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其中
柔道、柔术、库来西赛事将在临浦镇举行。以亚
运筹备为总牵引，临浦正全力提升小城市品质和
能级。

“两”大战略

“八”大行动

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创新强区、环境立
区”两大战略，临浦镇立足根本，全面实施“产业
强镇、环境立镇、文化兴镇”战略，紧抓发展数字
经济的时代机遇，推动临浦产业转型升级，向高
端化、智能化迈进，打造“三化融合”的临浦样本；
紧抓浦阳江治理的生态效应，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把生态环境转化为宜居环境，推动全
域环境提升，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紧抓亚运
会筹办的契机，打响临浦品牌，增强小城市的人
文内涵和吸引力，全面推动临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