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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杭徽公路的开通与徽州市镇社会近代化

陶荣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渐江杭州310018)

摘 要：杭徽公路的开通，使浙西北、皖南的人流、物流更加频繁．尤其是对徽州市镇的对外联系和商品

运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促使微州传统市镇角色发生很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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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皖南物产多会集于徽州。①而以杭州为出口之

枢纽。而两地之间，层峦叠嶂，旅行艰难，仅有一线河

流以资运输即新安江一富春江一钱塘江。为畅利交

通，发展经济，启发民智，1922年在杭徽古道的基础

上始建杭徽公路，至1933年修筑完工，历时10余

年。杭徽公路自杭州武林门起，经余杭、临安、于潜、

昌化、昱岭关、霞坑、大阜等地而至徽州，全程215公

里，所经区域为浙皖两省，在浙江境内长达154公

里，在安徽境内为6l公里。杭徽公路的开通，改变了

浙西、皖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形成以其为主动脉之一

的区域公路交通网。杭徽公路开通前，商旅往来杭徽

有“十日上徽州”之叹，公路开通后则朝发夕至。正所

谓“无梦上徽州”。杭徽公路的开通使浙西北、皖南的

人流、物流更加频繁，同时促成徽州传统市镇角色发

生很大的转换。杭徽公路的开通，对以徽州市镇为代

表的皖南地区的整体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对该区域

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杭徽公路与徽州市镇的辐射功能

杭徽公路开通前，由于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对

外联系依靠水路。徽帅I市镇⑦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

结构分布。特别是新安江，由于它是徽州沟通对外联

系的重要水系。有率水、横江、练江、深渡河等大小支

(源)流30余条。流域面积6751平方公里。因而形成

徽州市镇集中分布的地区。沿新安江及其支流上下，

形成了深渡、屯溪、龙湾、渔事、万安、岩镇等市镇纵

向的线状布局。这一布局结构适应了徽州特殊的地

理条件，为徽州对外联系提供了便利，但也使得市镇

对广大山区腹地的影响力不大，未能覆盖大多数村

落。Il脚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杭徽公路的开通。形

成以其为主动脉的公路运输网，“公路四达，计有杭

徽路、淳屯路可通浙江，芜屯路北可通芜湖、宁国、宣

城．南可通屯溪、休宁。尚有殷屯路黄山段，可通西乡

岩寺、潜口、汤口、黄山等处。”12179原有的市镇布局开

始发生转变，“凡公路可通之处均通汽车，形势改变，

商业市场，因之转移，商贸之输出、输入，亦因交通而

生影响。全歙县商业以深渡居首位，城梁(城区渔梁)

次之，岩寺、三阳坑又次之。其他如上丰为水果市场，

朱家村为木业、盐业之堆栈地，西乡各地为米市集中

地，南北两乡为茶板集中地，北乡双溪为石灰集中

地。”12179到1935年，歙县各市镇商家已达548家，营

业总额数为2290250元，税银数为9160元。具体营

业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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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5年歙县各市镇商家营业情况③

单位：元

市镇 商店

别名 家数
营业数 税银数 备注

包括城区渔粱
城梁 151 884(1()【I 3535

西北门一带

唐模 5 5500 22

米滩 7 7000 28

郑村 9 30500 122

富碣 20 77500 310

双溪 4 4000 16

潜口 14 60000 240

上斗 19 46000 184

岩寺 19 40750 163

琶村 5 6500 26

南源口 15 40000 160

薛坑口 10 35000 140

碣田 8 22500 90

拓林 】O 160{)0 64

朱家村 14 72500 290

臻口 8 17500 70

王村 29 64000 256

街口 26 91500 366

桂林 3 11000 44

簧墩 6 11000 44

许村 16 330I)0 132

呈坎 12 19000 76

西溪南 19 22500 90

包括三阳坑大阜北
南乡 57 71750 287

岸乔武绵潭一带

深渡 54 585250 2341

小川 3 8500 34

昌溪 5 7500 30

合计 548 2290250 9160

杭徽公路的开通使得市镇辐射功能得到强化。

浙西与徽州、徽州各城镇间、徽州与皖其它地区之

间得到直接快速的连接，形成了相互辐射和吸纳经

济要素的网络。沪杭的近代产业和经营方式可以快

速传播到徽州。徽州商人则通过杭徽公路大批进入

沪杭，形成“新徽商”，徽州市镇则通过内部的公路

网加大了对广大山区腹地的影响。

三、杭徽公路与徽州市镇的集散功能

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商品集散所需而

建立的。自古以来便以山区土产换取外地的粮食和

日用品，输出的土产品多为茶、木、枣、笋等。这类产

品对加工业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镇的集散功

能远远大干生产功能。杭徽公路的开通，更大大加

强了这种功能。

徽州所经营商品多由浙江杭州输入，由水道循

新安江至深渡朱家村上陆，除笨重各货仍由水道运

输外。轻便各货，悉由杭徽公路汽车运入。商业市场

也因此发生变化。杭徽公路开通前。“屯溪是休宁县

的一个市镇，虽然居民不多，——人口最多也不过

一、二万——工厂也没有，物产也不丰富，但因为地

处在婺源、祁门。黟县、休宁等县的众水汇聚之乡。

下流成新安江，陆路交通不便的时候。徽州府西北

几县的物产，全要从屯溪出去，所以这个小镇居然

也成了一个大码头，所以有了小上海的别名。”131282

杭徽公路通车后，因运价相对低廉，运输效率较高，

各地部分货物运输开始改为陆运．传统水运受到竞

争。“屯溪绿茶传统上赖新安江水运达杭州周转上

海，时程通常需4句天(视水量，风势而定)。杭徽公

路开通后，屯茶舍水就陆，一天之内可到上海，运费

并不见得比水运高，而时间缩短，到达日期可以预

定。于销售及管理上大为改善。”【4p汹又如“祁红在

民国8年以前多经由九江转汉口。经洋行收购后出

口，民国8年以后则以上海为主，起初主要走水路，

路线凡二，一经饶州、九江至上海。每箱运费约为

3．12元，一经鄱阳湖抵九江转上海。运费2．82元；民

国22年杭州至屯溪间杭徽公路修成．可通汽车，于

是祁红可经黟县渔事(入力负挑)换船至屯溪，后舍

水就陆，以汽车运至杭州，由杭州换装火车运至上

海，时间缩短，用费且较省，为2．69元。”阳“屯溪船

只密集，常年数量约在2000只左右。⋯⋯自公路开

通后，鸿飞汽车公司成立，上水货物，几去半数，航

业前途大有岌岌可危之势。叫斓，鸿飞运货汽车公司

承办杭徽公路长途货运。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自1934年3月开办迄至1935年底。约共营业

数lO万元．其所收进出口重要各货如下表：

表2经运进口各货名称运费表④
单位：元

进口货名别 来源去路 运费约数 备注

洋广杂货 上海、杭州 徽州各县 20000

粜 上海、兰溪 徽州各县 6000

面粉 上海 徽州各县 8000

豆油 牛庄 徽州各县 1000

糖 上海 徽州各县 2000

香烟 上海、杭州 徽州各县 3000

布匹 上海、杭州 徽州各县 12000

五金 杭州 徽州各县 2000

锡箔 绍兴 徽州各县 2000

苏烧 苏州 徽州各县 800

建筑材料 上海、杭州 徽州各县 1100

南北货 南北各省 徽州各县 10000

化油 杭州 徽州各县 500

煤油 上海 微州各县 800

合计 69200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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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经运出口各货名称运费表④

单位：元

出口货名别 来源 去路 运费约数 备注

洋庄箱茶 屯溪、祁、婺 上海转外国 15000

本庄篓茶 歙县 上海转南北各埠 10000

香菇 屯溪 上海、苏州 1000

桐油 牛庄 上海、杭州 200

冬笋 歙县、屯溪 上海、杭州 400

蜜枣 歙县、深渡 上海、杭州 1000

板粟 歙县 杭州、嘉兴、湖州 3000

合计 30600

杭徽公路的开通，使得屯溪的货运集散中心的

功能得到强化。但其东向上海的陆路线路必经歙

县，通过杭徽公路运往目的地，歙县的优越地位就

显现出来了。歙县位于浙皖腹地，犹如心脏地带，在

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辅助下。为皖南交通的较佳位

置。因其居皖南公路交通网的中心。交通便利，物畅

其流，因此，商业市场逐步向歙县转移，其商业贸易

集散功能大大强化。1934年歙县营业税局登记统计

的全县商家及营业数如下：

“歙县商业以布匹业、盐业、煤油、卷烟业为最

大，杂货、油坊、京广货业次之，山货业最小。资本亦

然，以布匹、盐业、杂货业最大，其最大资本约在5、6

万元之谱，其他各业之资本，均在5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营业最大者，每年约lO余万元，普通约3、4

万元，最小约5000元以下1000元以上者居多。一

年中营业以茶市和秋收时最旺。6、7月较淡。近3年

来遭受社会经济不景气影响，市面上益见萧条，各

行业均呈凋零现象，惟卷烟、油业、布匹、比较其他

各行称佳。商业分类家数以杂货业最多，约占40％，

布业、米业、中药业次之，其他如染坊业、洋广货业、

香烟业、衣业、线绢业、山货业、旅馆业等合计以仅

及杂货业之数。而杂货业所售商品，均为日常用品。

如南北货、油、酒、酱货、纸张、花炮、烛皂、油饼、铁

条、铅皮等无不应有尽有。故各乡间往往仅有杂货

店一种，包办一切商店业务。”121"m80

歙县渔梁镇。该镇为徽I’H新安江抵苏杭船只的

起点，是重要的物资集散码头。远近村落的茶叶、竹

木及其他土特产都通过该镇沿新安江输出，同时食

盐、煤油、百货布匹等又赖以输入。161缸‘0此外，深渡、

渔亭等沿水市镇也都是徽州重要集散中心。在杭徽

公路开通前，所有茶叶均由水道船运，渔梁、深渡是

歙县茶的输出口。然深渡至杭运费较渔粱至杭运费

约减十之一二，[2137渔梁一度衰落。杭徽公路开通后，

渔梁多经陆道由汽车运输货物。陆路运输的畅通进

而促进了当地工商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渔梁货物

集散中心地位。

据民国22年(1933年)调查，歙县有私营商业

1273家，分布于34个行业，其中城粱(城区渔梁)

210家。171299因杭徽公路开通，商业繁盛，至1936年，

城梁私营商业增至447家，与1933年户数相比增

加近l倍之多。关于1936年城梁工商户、资金、户

数、人口情况如表4、表5所计。

表4 1936年歙县城梁(城区渔梁)商业户资金户

数人口调查统计@
单位：元

商业户
行业名称

户数 人数 流动资金 固定资金

丝绸业 17 92 88218000 4055000

百货业 21 66 24285550 3920000

山货业 31 69 6884500 3714000

药业 12 48 31575000 4810000

米业 97 303 8701800 6347900

造纸业 28 94 10113890 7425810

牙行业 6 15 380000 580000

船货业 23 123 35603330 11670000

屠宰业 14 41 4100000 1140000

烟业 23 74 1 8984800 5563000

酒业 2 12 2000000

承运业 12 31 582000 2289000

旅膳业 52 137 130(如00 4168000

摊贩业 86 146 6242505 1658911

漆业 8 17 97500 152000

医院业 7 18 1 2760000 24740000

公营企业 6 28 2417200 390000

电灯公司 1 12 1200()00 70000000

歙县汽车公司 1 66 7000000 38000000

合计 447 1392 262445875 19061 8621

表5 1936年歙县城梁(城区渔梁)工业户资金户

数人口调查统计表⑤
单位：元

工业户
行业名称

户数 人数 流动资金 固定资金

竹业 23 48 204700 318000

礼炮业 9 20 250000 974000

船业 164 649 3374000 1 5852800

浴池洗染业 7 28 1794900 1627500

五金业 50 107 3916000 360500

缝纫业 60 124 11 48()(J0 2863500

纺织业 48 151 7549000 3143000

建筑业 44 101 2507750 2597500

理发业 39 80 90000 1940000

豆腐业 29 68 2918500 3526000

合计 473 1376 23752850 3302800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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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杭徽公路与微州市镇社会

“徽州人民，自清初以经商获利后，遂舍农弃

儒，争逐什一之利。父兄教训子弟．莫不以经商为终

身事业，视为发财终南捷径，虽远赴千里，亦不戒

惧，徽商之名于此成立。但徽州本地，则仍处于农村

社会状态之中，民性纯朴，善耐劳苦，心气和平。鲜

有好勇斗狠者。往昔长江一带当铺营业发达。木材

畅销，茶叶昂贵，人民富足者比比皆是，社会亦繁荣

一时，观夫歙县境内各地大理石桥之建筑．足征民

间财富之情况。惟自民国军兴以后，典当营业相继

失败，木材茶叶亦以价贱滞销，难以获利。近年商人

失业返乡者，不下数万人。社会景象远不如往昔。幸

杭徽、淳屯、屯芜诸路相继通车，社会情况．亦因交

通便利变化不少。”1211¨m

(一)商民出行

杭徽公路开通前，交通闭塞，产业不振，乡民墨

守乡土，视外出为畏途。1925年9月陶行知在杭州

召开的屯(溪)昌(化)汽车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

“现在旅杭同乡和旅沪同乡发起承筑屯昌汽车路正

在筹备进行，诸位要我发表意见并加赞助，我是愿

意的⋯⋯安徽从历史上的习惯。人民是很注重商业

的。大约十来岁就送出外面学商业去了，在各道商

码头实在很多．所谓‘无徽不成镇’。但以交通不便

每二三年才得回家一次，便订出‘两年一归’、‘三年

一归’之制，久者甚有七年、八年才得回家一次，真

是不幸之事。”18陴徽州有句土语是“一世夫妻三年

半”。说的是婚后男人们外出经商，回家夫妻团圆的

日子仅仅是36或42个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交通

不便。19p陆丹林在其游记《杭徽印象》中这样描述，

“杭徽公路(由杭州到歙县)。全线筑成。去年11月

通车之后．浙皖交通便开一新纪元。因为杭徽往来。

从前有水陆两程，陆路无车须要步行(或乘轿)，爬

山越岭十天八天，才能够到达，要是碰着阴雨，那就

留滞途中至十余二十天也说不定了。故杭州俗语有

‘十日上徽州’的话。从水路呢，是由浙江的钱塘江

至淳安，折入徽境，虽可免却跋涉的艰苦，但是钱塘

七十二滩的险要。舟行也不容易的。平日也要十天

左右。倘遇河流潮涨或者江水干涸，那就要搁浅难

行了。黄霉天气．淫雨连绵或者是八月中江潮暴涨，

钱塘江水顺流而下．舟只往来，危险更大。一般胆小

的旅客宁受跋涉苦劳。不肯冒险乘舟了。因之徽州

出外营生的，一旦离家，多是十年二十年才回乡一

次。实因交通梗塞，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的。”IlOl·

杭徽公路全线建成后，汽车运输大大缩短了区

域间、市镇间的时空距离。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乡民

可到市镇谋求生计，市民也可外出旅行。杭徽线余

临段通车后即已经给来往的商民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甫去年11月通车，每日上午8时起下午4时

止为开车时间，车分长短，长班由余杭直至临安，短

班沿路由乘客上下，亦有包车，随时可以开驶，此路

一端与杭余路相接，故昔日安徽茶商自临安以至

杭，或乘舟或用肩舆，有一日尚不能安抵杭州者，今

则不须两小时，即可达西子湖滨矣。”⋯酗全线通车

后，必将使交通更加便利。“将来如果屯昌汽车路成

功了，便可与来杭汽车路衔接，那么由沪、杭启程回

徽，当时就可以到家了，真不知增添吾徽商民多少

家庭幸福。”ISl斛2“今呢，公路完成，乘车往来只要七八

小时．便能到达。筑造公路是开发路上交通唯一的

建设。”【Iq卜‘杭徽公路为联运皖南要道，客货运输。备

称发达；该路所经地域悉高山峻岭，交通素称不便，

皖南旅杭高人有‘十日上徽州’之语，极言归家之困

难，今朝发夕至，是以影响浙皖交通，至为深切。”【1捆

“杭徽公路(由杭州至安徽之徽州)亦告落成。由杭

赴徽，需程一日，此后皖南崎岖山路，不复再感蜀道

之难，实为浙江省道局年来最大之建设也。”1131827

(二)物价

“徽州在公路开通以前。各种物价与外界相差

甚巨。凡本地土产，以运输不便，低价出售。外进货

物，因交通不便，运费昂贵。价值亦因之高涨。今则

沪杭朝发夕至，有无相通，各种物价，亦起一重大变

化。”12I胁呦现将通车当年各种部分日常物价。摘要

列表如下：

表6徽州物价表(1935年)@

单位：元

品名 单位 价格 备注 品名 单位 价格 备注

普通食米 石 6．50 化油 百斤 15．80

普通面粉 褒 2．65 酱油 百斤 10．40

小麦 石 5．70 茶叶 百斤 48．00

黄豆 石 7．20 本色洋布 匹 7．00

食盐 百斤 11．63 自由布 匹 3．80

红糖 包 17．80 大绸 匹 27．00

本地黄酒 百斤 6．50 黑色冲羽绸 匹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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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物价，仅指县城而言，四乡因交通不便否，

物价亦有高低之差。如黄山一带。食盐每元仅售6

斤4两。化油每元仅2斤4两，米价亦较县城稍贵

一成，南乡深渡一带．物价较县城稍低。本地出产猪

鸡等物价亦不贱，此为内地一特殊情形。

(三)社会风尚

徽州过去是一个地道的山城。男人们习惯于在

外经商，女人们乐于在家务农，民风一向非常古朴。

自杭徽公路通车后，徽州的风气渐渐地开通起来，

从前店铺尽是平房瓦屋，汽车开通后则变成了高大

的房子。在当时人的眼中。“徽州，已变成了都市，最

显著的就是旅馆和理发业。”当时最著名的旅馆要

算西f--j3'b的永安和太平。它们的招待和沪杭没有两

样，茶房是分班轮值．一天24 d,R,-tN务。理发业从

前是极不被人重视的，杭徽公路通车之后，已大不

相同了，有家“白灵美术馆”除了经营照相、图书以

外，还设有一个理发部，去理发的和理完发的可到

后面休息室阅览图书、玩高尔夫球和乐器等。就娱

乐来说，徽州从前至多不过是地方上做保安会．在

旷野里搭个台唱戏而已。汽车通后几年，外面的文

明戏、京戏、绍兴戏等等都纠集来此。“城内有皖南

日报，每日销数干份，为徽属报纸之代表。上海报纸

销售本县，以新闻报纸为主，其他各报鲜有订阅者。

杭州东南日报、浙江新闻等报近亦随交通之便利．

相继输入。”[2199时人感叹到，“自从徽杭、芜、屯等公

路通车以来，徽州的地位一变，各路的中心点都集

中在徽州，而徽州人一向守旧的思想，也因而起了

划时代的变化。从前是流浪者口头宣传，而今是亲

身体验，公路通车所带来的，好的方面是时代的文

明，坏的方面是时代的罪恶，一切的一切，都渐渐地

变了!”1141霭

总之，随着耗时10余年横贯浙皖两地杭徽公

路的开通，最终形成以其为主动脉之一的公路运输

网。有了公路高效率、长距离的运输能力，较大规模

的物资交易及商业贸易也成为可能。因此公路运输

的发展，便利了农副产品、矿产原料和其它商品的

运输，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皖南地区逐渐形成

了一个以公路运输为主，驿路和河运为辅的新商品

流通网络，极大地影响了工商业市镇的发展。在公

路与河流交汇之地、公路与公路的交叉之处崛起了

歙县、屯溪等新兴工商业市镇。随着公路运输业的

兴起，商贸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完善，市镇辐射功

能、贸易集散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市镇社会情况也

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推动了徽州近代

工商业和近代生活方式不断地向乡村区域扩散，加

快了皖南区域的乡村城市化和社会近代化。

注释：

①徽州：徽州一府(歙州)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

绩溪)。1934年，蒋介石政府为了在江西进行“剿共”的需

要。曾把婺源划归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管辖．到1947年又划

回安徽省第七行政区管辖。1949年5月1日。婺源获得解

放。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四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

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当时又把婺源划归江西省

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管辖：9月，改属江西省乐平专区：

11月重属浮梁专区。本文所指的徼州包括婺源。

(爹市镇：何谓市镇，一般而言，市镇是介于城市和乡村的商业

实体。传统市镇就是近代之前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问的具有

相对独立地位的商业实体。市镇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十分密

切，市镇的勃兴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有学者指

出，“商业与贸易活动是市镇成立的必要条件”，“商业化决

定了市镇发展的兴衰消长。”(刘吉石：‘明清时代江南市镇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0页。)有学者将

其区分为三种情形。其一，从最初的军镇发展成为商业市

镇；其二，农村聚落直接因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促成的市镇；

其三，围绕官吏士族之家而发展起来的市镇。(陈晓燕，包

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20页。)

③资料来源：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科编：‘中国经济

志·安徽省歙县>，建设委员会出版，1935年，第75页。

(多资料来源：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科编：<中国经济

志·安徽省歙县>，建设委员会出版，1935年，第19—21页。

(9资料来源：歙县档案局历史档案复印件8卷 全宗号：27

目录号：l案卷号：379。

(p资料来源：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科编：‘中国经济

志·安徽省歙县)，建设委员会出版。1935年．第100一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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