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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地方志初探 
 

劉宗平  沈志昌1 

（本會會員） 

 

 

一、前言 

中唐時期，香山居士白居易的《憶江南》寫道：「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

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風景如畫的江南，古鎮何其多。其中，

碧玉周莊、富土同里、風情甪（音陸）直、夢裡西塘、水閣烏鎮、富甲南潯，並稱江

南六大古鎮。前三鎮在蘇州，後三鎮則在浙江。它們是江南水鄉古鎮的典型代表，彼

此間相距不遠。 

烏鎮位在浙江省桐山縣北部，京杭大運河西側，地當水陸要衝。歷史上，烏鎮曾

是兩省（浙江、江蘇）、三府（嘉興、湖州、蘇州）、七縣（烏程、歸安、崇德、桐

鄉、秀水、吳江、震澤）的交界之地。烏鎮地處河流沖積和湖沼淤積而成的平原上，

地勢平坦，無山丘，河流縱橫交織。烏鎮氣候溫和濕潤，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物產

富饒，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稱號。 

民國以前，烏鎮原以市河（古稱車溪）為界，分為烏、青兩鎮。河西為烏鎮，屬

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為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兩鎮隔河相望，以眾多石橋相連。

烏、青兩鎮近在咫尺，雖有政區阻隔，但當地人習慣合稱其為烏青鎮。民國元年

（1912），烏、青兩鎮依舊分治。1950 年 5 月，烏、青兩鎮終於合併，統稱烏鎮，屬

桐鄉縣，隸嘉興市，直到今天。 

走進烏鎮，白牆、黛瓦、小橋、流水，呈現出水墨畫的氣息。雕樑、畫棟、石

巷、老屋，迎面而來的風情畫意，見證了歷史的滄桑。十字形的內河水系，將全鎮劃

分為東、南、西、北四區，分別稱為東柵、南柵、西柵和北柵，其中東、西兩柵是遊

客最常遊覽的區域。東柵開放較早，景區較小。西柵為新開發之區，面積較大，河道

較長。烏鎮歷史悠久，民俗文物豐富，志書文獻繁多，值得細細品味和探究。 

 

二、鎮名由來 

烏鎮，古名烏墩（音敦）、烏戍。據烏鎮近郊的譚家灣古文化遺址考證表明，大

約在 7000 年前，烏鎮的先民就在這一帶繁衍、生息了。那一時期，屬於新石器時代的

馬家濱文化。這種文化是長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浙江嘉興縣馬家濱遺址而

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包括浙江吳興邱城、桐鄉羅家角、江蘇吳縣草鞋山及常

州圩墩等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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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烏鎮地處吳越邊境。吳國在此駐兵，以防備越國，史稱「烏戍」。清

康熙二十七年（1688），張園真（字炎貞，青鎮人）在《烏青文獻卷一沿革》中寫

道，「烏青鎮在禹貢，屬揚州。春秋時，當吳越之交。越絕書云：『禦兒鄉，故越界

名曰欈（音最）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舊志亦云：『吳戍兵，備戰於此，故名

烏戍』。」該書《沿革》中尚有雙行小字註文，寫道：「按吳地圖，吳之南境，有欈

李城。嘉興西南四十五里遠近…。」又道，「烏者，吳之訛也。」 

史料記載，周敬王二十四年五月，越王允常過世，吳王闔閭積多年的怨憤，乘喪

起兵伐越。越王勾踐率兵抵禦，雙方便在「槜李」展開戰場。明末，張瀚《松窗夢語

卷二北遊紀》載：「浙之屬郡，北去止欈李。欈李以北，遂為姑蘇（今蘇州）之吳

江，而虎丘一山，亦三吳之勝地也。」張瀚，明世宗嘉靖十三年舉人，嘉靖十四年進

士。歷任顯宦，巡按多省。明神宗萬曆元年，獲張居正舉薦，代楊博為吏部尚書。後

因觸怒張辭歸故里。晚年著有《松窗夢語》八卷三十三紀，追憶一生見聞，內容十分

豐富。 

秦時，烏鎮屬會稽郡（秦置，郡治在吳縣）。以車溪為界，西為烏墩，屬烏程

縣；東為青墩，屬由拳縣（縣治在今嘉興縣南）。烏鎮「分而治之」的局面，便從此

開始。一般而言，地勢高於四周的區域，謂之墩。烏鎮是河流沖積平原，沼多淤積

土，故地脈隆起高於四曠，色深而肥沃，遂有烏墩之名。其實，這類地名在當地並不

鮮見。距烏鎮九公里處有一村叫紅墩，其鎮志上說：「紅墩在鎮西，地脈墳起，厥土

赤壤，村以是名。」又旁有一村名紫墩，就是因為多紫色石土的緣故。紅墩、紫墩的

命名，為烏墩名稱的寫照，提供了現實的佐證。 

唐代，烏鎮隸屬蘇州府。後梁（朱溫篡唐稱帝），隸屬不變，為吳越國地。後晉

高祖（石敬瑭）天福五年（940），置秀州，青墩遂屬嘉興縣隸秀州。唐懿宗咸通十三

年（872），在《索靖明王廟碑》（朱洪撰並書，吳曄篆額）的碑額中，首次出現了

「烏鎮」兩字。烏鎮名中出現「鎮」字，意表「建鎮」的正式歷史可能自此開始。咸

通年間立石的另一塊《光福教寺碑文》中，冠有「烏青鎮」的稱呼，這是「烏青」稱

「鎮」的最早記錄。當時，鎮地置有鎮遏使的官職。鎮遏使，簡稱鎮使。唐代軍鎮長

官名，掌軍鎮防守工作。有關烏青之名，究竟起自何時，志書記載中未有定論。 

宋太宗淳化三年（ 992 ），烏鎮屬烏程，隸湖州。宋神宗熙寧十年

（1077），析嘉興縣西境的梧桐、永新、清風、保寧、千金等五鄉，劃歸崇德

縣。青鎮在清風鄉，屬崇德，隸秀州。烏鎮何時成為烏青分治，具體時間不明。

在《元豐九域志》中，有烏墩鎮、青墩鎮的記載：「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鎮，秀州崇

德縣有青墩鎮。」可見，最遲在熙寧年間，烏鎮、青鎮已經分立，並屬於不同的州

縣。南宋寧宗嘉定二年（ 1210），湖州人莫光朝在所撰《青鎮徙役之碑》中也說：

「烏青鎮，分湖、秀之間。」 

元豐，乃宋神宗的另一年號。《元豐九域志》共十卷，北宋王存、曾肇、李德芻

同撰，專記宋神宗元豐年間疆域地理的總志。後為避宋光宗趙惇（音敦）的名諱，改

稱烏墩鎮、青墩鎮為烏鎮、青鎮。南宋寧宗嘉定元年，升嘉興為軍，青鎮遂屬崇德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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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軍。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改湖州為安吉，烏鎮為安吉州烏程縣地。宋代，

鎮地設置監鎮官，管理火禁和酒稅，並招軍習武，以禦盜寇。 

元世祖至元（忽必烈建元前的年號）十四年（1277），烏鎮為湖州路烏程縣地，

青鎮為嘉興路崇德縣地。鎮地，設置都巡檢。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析崇德縣的

募化、千金、保寧、清風、永興和梧桐六鄉，置桐鄉縣。青鎮屬之，隸嘉興府。烏鎮

仍屬烏程縣，隸湖州府。這一隸屬關係，至清未變。明、清時，在烏鎮特別設立浙直

分署和江浙分署，以一小鎮而行使相當於府衙的職能。事實上，烏、青分治的局面，

直到 1950 年才告結束。 

 

三、烏鎮志書 

自古以來，盛世修志，傳文明。地方志是一項重要的文化遺產，因而編修地方志

遂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根據史料，烏鎮素有「修志」的傳統。烏鎮修志，肇始

於南宋處士沈平（字東皋，烏鎮人）編撰《烏青記》四卷。此書已佚，同治《湖州府

志》卷五十七和光緒《嘉興府志》卷八十八，皆有記載：「郡邑有志也，烏青鎮特嘉

湖接壤境耳。何亦有志？蓋宋末鎮人沈東皋所作也…。」之後，明朝、清代，乃至民

國，均相繼編修《烏青鎮志》和《烏青文獻》等志書，它們記錄了烏鎮在各時期的

地、物、事和人等方面的資料。宋本《烏青記》雖已具備後世鎮志的分門大類，惟宋

志較為簡略。 

嘉靖二年（1523），陳觀（字尚賓，號桂月，烏鎮人）輯成《烏青志》，再增宋

本之未備，並經王濟（曾任橫州通判）潤色。嘉靖三年，陳觀在校正《烏青志》的序

言中說：「余自髫年間聞此志，而未獲睹。晚年，歸田訪諸故志，使得睹焉。乃知志

之所載，皆兩鎮事蹟之沿革，民風土俗之繁華，縉紳冠蓋之顯要，用識一時之盛

也。」並指出，「舊志非定本，抄錄多差誤，且繁亂失次，余甚憐焉。…乃餘暇日校

正之，仍增入國朝人物、土產、事蹟及前所載碑文，暨兩鎮士夫一時之題咏，類成一

帙。用志今日之盛，俾後之人得有所考。」有學者認為，在宋本《烏青記》中，並無

土產一項。在過往問世的烏鎮志書中，有關水稻種植技術的紀載，可能始自陳觀。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李樂編成《重修烏青鎮志》五卷本問世，詳盡記錄明

以前的烏鎮。李樂（1532－1618）字彥和，號臨川，烏鎮北柵（青鎮）人，明穆宗隆

慶二年（1568）進士。晚年，他告病還鄉，邀集年輕的唐振山、顏蓮池、沈梅田三人

先行整理、收集有關《烏青志》的資料。刪繁增缺、費時六月。後由李樂校定，付之

剞刻。唐振山在成書的跋語中說，重修的《烏青志》「視東皋、桂月兩翁所著，不啻

備矣。」，這項工作延續了古鎮的千年文脈。在重修的過程中，李樂嚴謹求證，剔除

訛傳，為後人研究烏鎮的歷史奠定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康熙二十七年，張園真薈集歷代文獻，纂成《烏青文獻》十卷、卷首一卷、卷末

一卷，共十二卷。上方記書名，下方記「春草堂藏板」。在《烏青文獻》中，對「烏

墩、青墩」之名，也提出了看法：「其從來遠矣…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其名

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耳，如『齊魯青未了』、『澄江靜如練』，是為山水傳神寫照語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 年 12 月） 

136 

也。烏青之義，蓋類此。」張園真對烏青鎮的疆域和四至，有著清晰的表述：「市逵

縱七里，橫四里，青鎮縱與烏等，橫半之」，「至於數十里中疆域所至」。 

乾隆二十五年（1760），烏鎮同知董世寧纂成《烏青鎮志》十二卷。此書板本有

三，即乾隆二十五年刻本、鈔本和民國七年鉛印本。乾隆年間，董世寧任烏青鎮督

捕。民國二十五年，鄉賢盧學溥根據董世寧的《烏青鎮志》，重新編修、增補《烏青

鎮志》，共四十四卷，內容更加地詳實。習慣上，稱盧的版本為民國本《烏青鎮

志》。 

盧學溥（1877-1956），字鑒泉，浙江桐鄉烏鎮人。祖籍東陽縣，康熙年間遷青鎮

經商，家道殷富，為當地望族。盧學溥為清季庚子（1900）、辛丑（1901）併科舉

人，主持過立志書院（同治年間創辦，光緒年間改為烏鎮第一所初級小學）。民國元

年，任中華民國第一期臨時政府公債司僉事。之後，任公債司司長、財政部次長、中

國銀行監察人等職。民國十六年以後，歷任中國銀行監察人、交通銀行董事長兼浙江

實業銀行常務董事等金融要職。民國二十一年，任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民國四十五

年，病逝上海。 

盧學溥熱心鄉梓建設，早年捐資修葺壽聖塔、分水墩，購書贈烏鎮植材學校。民

國二十一年，繼承祖父盧景昌遺志續修《烏青鎮志》，親自總纂，耗資一萬餘元，民

國二十五年告成。學溥主持修纂的民國本《烏青鎮志》，沿用董志各門，保存董志原

文，增加工商、賦役、任恤、教育、兩廡先儒、才媛、大事記等七門，其篇幅容量豐

富，甚至超過了一般的縣志。 

 

四、文物古跡 

烏鎮屬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縱橫交織，京杭大運河依鎮而過，是典型的江南水鄉

古鎮。烏鎮地處東南沿海，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暖濕潤，雨水豐沛，日照充足。由

於具有春長秋短、冬冷夏熱、春暖秋涼的特點，故而四季分明。烏鎮原本的居民，幾

乎已全部遷出祖居地。邁進烏鎮，走在狹窄的青石板小街上，看到各式民居和屋中鄉

民，使人倍感親切。石雕、石橋、橋洞、水閣、廊棚、古巷和老宅，隨處可見。 

唐代詩人杜荀鶴作《送人遊吳》曰：「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

水巷小橋多。」烏鎮和許多江南水鄉小鎮一樣，街道、民居皆沿溪、河而造，正是

「人家盡枕河」的寫照。相傳，從前烏鎮南柵浮瀾橋附近靠下岸河邊，有家豆腐店。

一間門面，開間很小。放上石磨子和浸豆石缸，便轉不開身。店前是大街，左右是別

家堂店，只有後方河面才有空間。於是，就在店後河床上打入幾根木樁或石柱。上架

橫樑，擱上木板，是為水閣。消息傳開，群起仿效。河面上，逐漸發展成毗連的水

閣。波光相映，別有情趣，形成烏鎮獨特的景觀，因而有了「水閣烏鎮」的雅號。 

烏鎮民俗繁多，其中十二節氣習俗多與台灣相仿。其他，尚有香市、花鼓戲、長

街宴、蠶花習俗…等。香市民俗，在烏鎮流傳已久。在杭嘉湖地區，烏鎮香市名氣極

大，規模僅次於西湖香市。烏鎮香市起於何時，史無確載。乾隆本《烏青鎮志》記載

「清明祈蠶」的風俗，曰：「清明前二日為寒食，簷前插楊柳，…是夜育蠶家設祭禳

白虎…翌日為二明日，村男女爭赴普靜寺祈蠶，及穀雨收蠶子，乃罷。」這可能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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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雛形。普靜寺又稱西寺，創建於梁武帝天監年間，名永福寺。唐懿宗咸通中期，

改名為光福寺。吳越王錢鏐（音留）時，更名為普靜寺。 

香市的正式名稱，出現於民國本《烏青鎮志》：「清明後，男女赴普靜寺燒香，

今名香市。其時有洋片攤、糖攤、馬戲、髦兒戲、傀儡戲諸娛樂場，遊人甚眾…。」

烏鎮流傳著一首民謠：「三月三、廟門開，鄉下蠶娘出門檻，東亦逛、西亦顛，軋朵

蠶花回家來。」吃了清明圓子後，迎來飼養春蠶季，此時恰好有空檔。四鄉蠶娘為求

當年的蠶寶收成好，齊赴普靜寺燒香祈蠶。接著，順道逛香市、擠熱鬧，直到養蠶的

繁忙期。長久以來，先民們總能察覺出季節的更迭，並把工作和歡慶區分得宜、互不

干擾。 

烏鎮古跡林立，擁有完好的明清建築群。例如，修真觀、古戲台、文昌閣、訪盧

閣、石佛寺、古銀杏、分水墩、西栅大街、逢源雙橋、烏將軍廟、昭明書院、立志書

院、匯源當鋪…。景區內展館眾多，如江南百床館、江南民俗館、江南木雕陳列館、

余榴梁錢幣館、木心美術館、國際會展中心…。此外，還有紀念館，如茅盾故居、木

心故居…。 

志書記載，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有位武藝高強、勇敢善戰的英勇將軍，

姓烏名贊，人稱「烏將軍」。烏贊，甘肅張掖人，時授左司馬，為湖州鎮將，戍兵烏

墩。唐自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實力日漸衰落，地方官吏飛揚跋扈，各地群雄割據稱

王。唐元和二年，鎮海軍（今浙江北部、江蘇南部）節度使李錡舉兵叛亂，兵犯烏

墩。致使此區兵荒馬亂，農地田園荒蕪，百姓生活困苦。憲宗命烏將軍和副將吳起，

率兵討伐李錡。叛軍不敵，落荒而逃。 

鳥吳二將追至車溪河畔，李錡突然掛出免戰牌，要求休戰。烏將軍就地紮營，伺

機再戰。誰知當天深夜，叛軍突襲營地。烏將軍奮起迎戰，李錡且戰且退。烏將軍緊

追在後，來到車溪河邊，隨即策馬上橋。剛過石橋，只聽戰馬長嘶一聲，前蹄陷落，

烏將軍便從馬上跌下。原來，李錡在橋畔設下陷阱，暗害烏將軍。待烏將軍跌入陷

阱，埋伏四周的叛軍便蜂擁而上，用亂箭射殺了烏將軍與其坐騎青龍駒。不久，吳起

趕來，殺退叛軍，並奉葬烏將軍和青龍駒於上智潭西北，墓後種植銀杏為志。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莫淵撰《烏墩鎮土地烏將軍廟記》道：「苕城東

九十里，有鎮曰烏墩鎮，有祠曰烏將軍廟。按五季鄭蟠《吳興鏡見錄》載：『吳越錢

鏐遣兵戍於烏程之東九十里，以立一障，謂之烏戍。』將軍為神主之神，炳靈彰異於

捍患除災，屬鎮之人獲賴其庇。」五代十國時，吳越國的開國君王錢鏐，遣兵鎮守烏

鎮。為感念烏將軍保衛鄉土之德，奉他為土地公，建廟於墓前。莫淵又寫道：「祠前

有池，名曰上智潭，劇旱不枯，淫潦不溢，有黿（音原，俗名沙鱉、藍團魚）數十出

沒其中。…故老所傳，謂烏侯諱贊，仕於典午氏之東，總戎南討，至車溪而歿，裨將

（即副將）吳起就墓於池之西北偏…。」上智潭在普靜寺東南數十米，離車溪約百

米。上智潭往北十米就是烏將軍廟，廟旁有銀杏樹。民國二十三年大旱時，上智潭乾

涸，現已填平。 

烏將軍廟中懸掛一匾，上書「大樹屬將軍」五個大字。古人作詩，贊道：「大樹

前朝廟，將軍戰骨存。燈紅嘶鬼馬，潭裡聚神黿。風雨孤忠壯，鬚眉萬古尊。當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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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石，禦寇此烏墩。」又有詩云：「從祠日暮鴉呼群，訪古人說烏將軍。將軍遺跡不

可見，一棵大樹撐青雲。」原廟毀於清咸豐年間，同治年間重修。幾經興廢，原廟雖

不存在，但銀杏依然聳立。這棵千年古樹，高約 21 米、周長 5.30 米，幹粗枝茂、古樸

蒼勁，享有「唐代銀杏」的美譽，現已列為古樹名木重點保護。 

烏鎮地靈人傑，曾經出現過 64 位進士、161 位舉人，星光燦爛。有人說，那是南

朝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統在烏鎮播下了讀書的種子。據乾隆本《烏青鎮志》記載，梁天

監二年（503 年），蕭統隨著老師沈約到烏鎮跟讀，因而建有書館一座，稱為昭明讀書

處或昭明書院。沈約是烏程人，祖墳就在烏鎮河西十景塘西邊，旁有普靜寺。每年清

明，都會返鄉掃墓，並守墓數月。後來，書館塌毀，遺跡殘存。明萬曆四十二年，全

廷訓升任湖州府同知，駐烏鎮。他敬仰蕭統的才學，便在昭明書院舊址前，建起一座

石坊。烏鎮進士沈士茂，在石坊上題書「六朝遺勝」和「梁昭明太子同沈尚書讀書

處」匾額。民間有一說，「烏有烏陀古跡，青有昭明青鎖」，這對烏青之名又平添了 

一段佳話。 

蕭統好學多聞，博古通今，以編《昭明文選》聞名於世。《昭明文選》是現存最

早的詩文總集，選錄了先秦至南朝梁代間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昭明書院位於市河西

側，坐北朝南，半回廊二層硬山式古建築群，是中國古鎮中最具規模的圖書館。前廳

陳列昭明太子塑像和烏鎮文化名人，正門入口處有「六朝遺勝」石牌坊。主樓為昭明

書院圖書館，收藏有文化、社會科學、藝術、休閒旅遊等方面的圖書和雜誌萬餘冊。

書館一樓，設有閱覽室、會議室、電子閱覽室，並有講堂、書畫室、教室等。書館旁

側，有拂風閣書店，設親水準台。迴廊上有方磚水墨毛筆習字台，是可沉醉文化氛圍

的寧靜之所。 

修真觀位在東柵西頭的應家巷裡（現名觀前街）。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道

士張洞明在此結廬，修真得道，乃建修真觀。自古以來，烏鎮修真觀與蘇州玄妙觀、

濮院翔雲觀，並稱江南三大道觀，地位極為崇高。修真觀屢有修擴，也屢經興廢。今

日的修真觀共設三進，一進山門，二進東嶽大殿，三進玉皇閣。山門前的石板廣場，

依舊開闊宏暢，是鎮人迎廟會、看社戲的地方。山門正門上方掛著一只大型算盤，下

有一副對聯：「人有千算，天則一算」。修真觀戲臺是道觀附屬建築，建於乾隆十四

年，人稱古戲臺。兩層式建築，歇山式屋頂，飛簷翹角，底層磚石圍砌。昔日，正月

初五迎財神、三月廿八東嶽廟會、五月十五瘟元帥會等，均在戲台演出神戲。如今的

戲臺，則會每天演出桐鄉花鼓戲。古戲臺北隔觀前街與修真觀相對，南臨東市河，東

倚興華橋。 

茅盾（1896-1981）出生於烏鎮，是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他本名沈德鴻，字雁

冰。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 年畢業，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1949

年 10 月，茅盾出任中國大陸第一任文化部長。茅盾故居是其曾祖父分兩次購買，分成

東西兩個單元，坐落在市河東側。故居坐北朝南，四開間兩進，層木結構樓房，西臨

修真觀，東臨立志書院。1985 年，茅盾故居作了全面維修之後，對外開放。 

木心（1927-2011）也出生於烏鎮，是著名畫家、文學家和詩人。他本名孫璞，字

仰中。1946 年，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南京藝術學院），學習油畫。1948 年，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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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1982 年，木心自費留美，定居紐約，繼續繪畫及文學創作。在台灣和紐約的華人

圈中，木心被視為深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菁英人物。旅居美國多年後，晚年回到烏鎮。

木心故居紀念館位於東柵，2014 年對外開放。木心美術館坐落西柵，坐北朝南，由貝

聿銘弟子岡本博和林兵設計督造，費時四年，2015 年對外開放。 

 

五、結語 

烏鎮以市河為界，分成東、西兩柵。西柵大，東柵小，皆供遊客遊覽。全鎮以河

成街，橋街相連。各式民居、店鋪，依河築屋。河道內，烏篷船咿呀往返。河道邊，

綠垂柳搖曳生姿。巷弄間，藍花布高掛飄揚。深宅大院、百年老屋、河埠廊坊、過街

騎樓，石橋水閣，烏鎮是江南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 

基於地理、歷史、典故和傳說，烏鎮名稱的來歷，擁有許多說法。烏鎮地勢，因

河流沖積、淤積，使得地脈隆起，而有烏墩之名。春秋之際，烏鎮地處吳越邊境。吳

國駐兵，設防越國，而有烏戍之稱。根據史料，烏鎮的名稱曾經多次變更。烏、青兩

鎮分治的局面可能始自秦代，直到 1950 年才合而為一。從宋代至民國，烏鎮志書歷經

多次重修和增補，使得內容越來越為詳實、豐富。依循這些志書，不僅可知烏青的分

與合，尚可暸解先民的風與情。 

烏鎮方言是一種吳語方言，屬於吳語太湖片中的蘇滬嘉小片，可和上海話、蘇州

話等無障礙互通。烏鎮文化屬於吳越文化，烏鎮人民屬於江浙民系。1991 年，烏鎮被

評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1999 年，開始進行古鎮保護和旅遊開發的工程。2014 年 11

月 19 日起，烏鎮成為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舉辦地，會展中心位於西柵景區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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