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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徽商“解体”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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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

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

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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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但在道光年

间盐法改革、咸同年间战乱的连串打击下。徽商在

近代‘骧落了，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但近代的徽
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否还存在?较多的看法认为，徽

州商帮在近代已经“解体”了：“从道光中叶至清末

的近百年间是徽州商帮的衰落与解体阶段。”【lm更

有学者认为，“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奄奄一息的徽

商，只有完全退出商业舞台。眦2】受此影响，学术界对

近代徽商重视不够，成果也相对有限。但近年来，已

经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对近代徽商的研究。⑦笔者

认为，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商人网络庞大，

近代徽商是否已经“解体”乃至“退出商业舞台”。值

得商榷。

一、近代徽州商人群体的扩大

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队

伍庞大。这是判断徽州商帮形成的重要根据。这种

风气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来得更

加强烈，徽州商人群体仍在继续扩大。

(一)从地域上看，传统的徽商重镇歙县、休宁，

出贾风气依旧，即使是原来经商较弱的绩溪、黟县

等地．在近代也出现了大规模外出经商的潮流

明清徽商称雄天下．但徽州六县的商业发展是

很不平衡的，歙县和休宁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婺源和

祁门次之。绩溪和黟县则一直较弱。就盐商而言，歙

县商人在两淮占优势，休宁商人在两浙占优势，这两

县的商人出贾较早，实力也最强。晚明时歙县人方弘

静称：“今大江南北称素封家者，则归歙、休矣，"[3】显

然，在他看来歙县、休宁两县的商入足以作为徽商的

代表。今天亦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休、歙二县经

商已经成风。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4】并以此

作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而其他诸县则与歙、休两

县有明显差距，例如祁门县，万历县志虽称该县“服

田者十三，贾十七。哪慷熙县志则认为祁门商人“智

浅易盈，多不能累千万。竹[a1可见，祁门人经商虽不

少。但远不若歙县、休宁资本雄厚。

进入近代以后，徽州六县商业发展上的不平衡

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歙、休两县出贾之风依然浓

厚，其他原先商业不甚发达的各县亦出现了大规模

的出贾之风。民国《婺源县志》引光绪《婺源县志》称

该县“不善服贾，⋯⋯士农之家五，商之家三，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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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其后附民国县志作者按语云：“婺山多田少，

以商为命，今商务益替，立农林会，创兴实业，”[73卷四

可见近代婺源经商人数有了明显增加。又如黟县，

直至康熙年间仍然是“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

贾。⋯⋯徽商遍天下，而黟独事耕作，鲜经营。徽号

华邦，而黟多朴陋，虽休、歙不远数十里，终不以侈

丽易其俗。叫s】但到了晚清，黟县风俗为之一变，“俗

重贸易，男子成童，即服贾四方，视农为贱业。”㈨黟

县终为休歙侈丽之俗所移，不再独事耕作了。再如绩

溪县，乾隆年间仍然是“惟守农业，罔事商贾。”㈣嘉

庆年间，歙县入江绍莲同样认为，“绩俗极俭，安守本

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6D1但

是入晚清后，绩溪出贾之风日益强劲，据宣统年间绩

溪人朱瑞麒调查，绩溪人中“农约三十，商约三十，

士约一十，工则百分中不过数人焉，⋯⋯所趋在

商。”【12】卷十=

(二)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所占比例极高

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比例高，这从若干近代人口

统计数据中可窥见其端倪。

首先。可以分析歙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清

代道光年间(1820—1850)，歙县的造报户口实数为

617111人。咸同战后，人口大减，同治八年(1869)调

查户口实数为309604人。这应该是近代歙县的人

口最低点。然而，依宣统元年(1911)的人口统计资

料．歙县仍然只有30万人。[13】卷三在1869—1912的42

年间，并未发生特别严重的灾荒、瘟疫和战乱等足

以抑制人口增长的恶性事件．而人口总数竞毫无增

长。这种现象连县志作者也深感惊讶：“夫自同治九

年至清耒，中间已越四十余年，何以丁口之数尚未

加多?”他的解释是：“盖自光绪以来，东、北、西三

乡，因生计关系，迁徙、死亡，户口有减无增，虽南乡

一乡日见繁盛，究难补三乡之不足，较之同治八年

调查时，未能增多。”j廿】卷兰这里“因生计关系”而进行

的“迁徙”。绝大多数就是外出经商谋生了。

其次．可以分析黟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同

治六年(1867)的人口总数为155445入。宣统二年

(1910)县政府档案的入口总数为71326人，而各区

列表人口相加总和为80166人，县政府数据与各区

总数有一定的出入。【1．】专九即令以基数较多的各区列

表人口数据为准，则1867—1910的43年间，黟县人

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75279人，降幅达

48．4％，相当惊人。对此唯一的解释是。这个期间黟

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不但抵消了人口的自

然增长，还大大减少了居住在黟县本地的人口，这

与前述近代黟县经商风气大增的记叙是完全吻合

的。

从歙县、黟县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代

徽州入外出经商的比例是很高的。但这个比例究竟

有多高呢?民国《歙县志》称“商贾居十之七，”[1Yl眷一

则经商比例高达70％。《黟县乡土志》中称同治年间

黟县人所从事职业中，“士约五百入，农约七千余

人，工约两干余人，商约四万余入，”⑦黟县经商比例

在80％以上。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粗线条的估计。而

且主要反映的是成年男性所占的比例，但从前述歙

县、黟县人口总数的变化来看，这些估计是有根据

的。

徽州地方志中唯一提供了近代从商人口比例

的具体统计数据的，是建国后新编的《绩溪县志》。

该志称：“县入在外从事工商业者。据民国七年

(1918)统计，占全县男性成年人总数57％。⋯⋯36年

全县人口职业调查，在县境外经商人口总数占总入

口24．36％。叩5蛔1918年57％的数据为成年男性经

商的所占比例，未将妇女儿童计算在内，换算成包

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总人口所占比例，与1947年

24．36％应该大体相当。

徽州境内一些小区域内的人口数据与上述数

据基本吻合。据绩溪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所作的

外出经商人口比例的调查：“瀛洲乡王村、周村各占

成入数的21％，半茶占26％；镇头乡江窑头占20％，

庄川占25．7％；旺JII乡江郎村占20％，黄会山占
40％，旺川村占45％；北村乡水村占40％，伏岭乡伏

岭下占41．9％。”[ts]4．s3即使是在经过多年战争后的

1950年，中共皖南区委农委会进行的调查发现：“绩

溪县余川村二百户中．在家入口为六百三十一人，而

出外经商的为二百一十人；黟县南屏村九百七十五

个居民中．其中外出经商的有一百九十三人。”喂口

余川村经商人口比例为33．2％，南屏村则为19．8％。

根据上述较为可靠的人口数据可以推定，近代

徽州经商人口占男性成年人口的50％左右，占全部
人口的25％左右。这个比例在一个农业国中是相当

高的。o

二、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浓厚的原因

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其实是近

代徽州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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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同战乱对徽州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

破坏，加上农村自我救济能力减弱，使农村所能容

纳的就业人口进～步减少

长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地区的房

屋、家畜、耕地、山林等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

坏，加上大量人口在战争中死亡，因此战争结束后，

出现了严重的田地荒废现象。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得

非常清楚：

表1 近代歙县田地数额变化一览表⑥
时问 田《亩) 地(亩) 山(亩) 塘(亩) 折实总额(亩) 下降(％)

道光七年
353721．7 135402．5 100557．6 14520，8 490618．6

(1827)

同活二年

(1863)
160000 63．4

同治八年

(1869)
215090．1 56．2

宣统束
213553．9 83202．9 61254．5 5142．4 292995．9 40．3

(约1911)

依据上表，可以看出：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

同治二年，田地总额下降了63．4％。经过6年的初步

休养复垦后，至同治八年，田地总额依然下降了

56．2％；即使经过40余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末年，

“较之原载田额，⋯⋯尚不及十分之六。”㈣卷三田地

山塘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出现如此严重的下

降，反映出近代徽州农业已经严重萎缩，农村的贫

困化程度必然上升。

徽州农村向来是聚族而居，宗族组织是最主要

的救济来源，大小祠堂都有一定的土地可供出租，

其收入可以用于对贫困成员进行救济。但是。在战

乱中徽州各宗族族产损失非常惨重。如歙县潭渡黄

氏，康熙年间，黄以祚、黄以正兄弟“业鹾维扬，富甲

大江以南，”郎中公履吴，以正公之子也，其所置东

西庄义田，尤啧啧人口，州16]这是潭渡黄氏用于宗族

内救济的主要资产。然而在战后，潭渡黄氏的义田

遭到了严重破坏。“兵燹以来，岁人之谷，尚不足以

供祀事，而丰塌义田，废弃益甚，族众聚议，束手无

措。”[16】又如绩溪涧洲许氏，“祠产业丰隆，燹后半遭

遗失．虽先哲屡年查理而缺陷尚多。"[”】还有婺源槐

溪王氏，“成同而后，民遭兵燹，世运陵夷，由后征

前，支丁仅有其半，而又村无富室。"[埔】

可见，徽州农村中的各宗族在成同兵燹中都遭

受了沉重打击，“吾歙多望族，清成同间遭红羊之

乱，世家大族大半凋零，”【191实力严重下降，其救济

能力严重削弱。农村中的大量贫民既不能在农业中

找到出路，又得不到救济，因此必然从农村中分离

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r--)近代徽州工业化进展缓慢，无法容纳大量

就业人口。经商成为解决生计的主要出路

近代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创办工业，可

以吸纳农村地区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但近代徽州地

区的工业化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宣统年间，徽外I知

府刘汝骥为了促进徽州产业的发展。在屯溪举办过

一次徽州府物产会，集中了当时徽州最有竞争力的

工商产品。物产会对展品进行了评奖，休宁县获奖

最多。从该县的产品中，可以一窥近代徽州生产力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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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彦、章钟桂：铅笔画。【埘‘一

从这个获奖名单可以看出，清末徽州最主要的

物产仍然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民国年间后，

徽州工业发展仍然很缓慢，“抗日战争前，徽州工业

多是从事铁、木、竹、棕、五金修配的‘五匠’和提供生

活需要的糕点坊、糟坊、酱坊、油坊、豆腐坊等‘五

坊’。”㈨埘这五匠、五坊其实主要是手工业，而不是

近代的工业。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徽州成规模的工

业仍很少．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很有限：“私营工业从

业人员1．2万人，个体手工业2万人。”啪】研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家糊口，徽州农村的大

量贫困入口选择外出经商谋生。这在文献中记载很

多：

洪立登，“少孤贫，事母汪氏惟谨。壮服贾，家渐

裕．往来吴楚。”f7】卷四十

齐宏仁，。少孤贫，以积累资与郎某在汉口合开

茶行。”[7】卷四十二

汪国仪，“家贫力学，后业瓷景镇，积赀设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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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粤东。”[7)考gl-b二

王文俊，“家贫苦学，性孝友。弱冠后，就商江

苏。”【7】鸯四十二

齐淦，“三岁失怙．赖母金抚养成立。家贫，就

商，渐饶裕。州7】卷四十二

胡承合，“父早故，孤贫，以小鬻贩为活。稍长，

学业景镇，久之。始积微资。”Ira]

赵有贵，“幼孤贫，随母赁舂糊口，稍长习商，旋

赴屯溪学锡罐业。⋯⋯铢积寸累。遂开专号，家称小

康。”cI．]卷七

舒法甲，“幼孤贫，习商业于江西九江。”[14】眷七

许廷佐，“幼家贫，蒙塾不怠，年甫十二，远贸通

州，习典业。”[14】卷七

上述商入，因家贫无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

经商为出路．这正是整个徽州贫困人口寻找出路的

缩影。

(三)徽州素有经商的传统，加以商入网络的发

达。为徽州农村劳动力转入商业提供了独特优势

与其他地区相比。近代徽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入商业具有独特的优势。徽州地区的茶、木、墨、砚

等产品本身就是重要的商品；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

人较多．等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徽商在称雄明清

300年的时间内形成的经商传统和商入网络．为农

村人口转入商业领域就业提供了其他地区难以比

拟的便利条件。

明清徽州是中国乡族观念非常浓厚的地区，各

地徽商以宗族、乡党关系结成相当牢固的商人集

团，共同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徽

州人经商往往是成群结队的。明末休宁入金声认为

徽州人“既业贾，故挈其亲戚筹资而与共事，以故一

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而已焉，其大者能活干家、百

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州冽这是对徽商群体经商、

结成网络的生动描述。这个商入网络在近代的战乱

中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

在战乱平定后逐步恢复。徽商个体是其中最小的单

位，而那些拥有一定实力又有较强的乡族观念的商

人，则是这个网络中最活跃的联结点，成为徽帅I同

乡进入商业领域的引路人，例如：

朱文煊，“在粤八载，凡徽郡流寓不能归者，概

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帅】卷四十

李守恭，“其先世经商湖北岳家口。弱冠丧父，

祖年迈。诸弟幼稚，力承先业。发捻之乱，停业远避，

店伙数十人皆同乡，道梗不得归，不忍患难相弃，率

·17·

之上避于川陕。乱平，重理旧业，绌于资本，人以其

信义素著，皆乐与之往来。”【14】卷六

余达，“少从叔庵贾于上海，慷慨好施，干金不

吝。戚党仰其衣食者不可胜计。道光年间华洋通商。

凡至上海营业者，达力为保荐．间有不善营业耗资

负贷者，达为代偿，不责署券，一时有‘小孟尝’之

目。”c14】卷七

余光焕，“作贾广信，独捐赀建徽国文公祠前

楹，并购店屋，以租息为春秋祭祀之需。凡同乡之无

业者，代为谋事，或给资本令归不少吝惜。积资数

千，赈恤孤贫，尽耗无存。殁之日，哭临者途为之塞，

广信士商至今誉之。”f14】眷七

近代徽商网络渡尽波劫后，重趋活跃，在联络

乡谊、团结徽商、扶助乡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

为徽州人从商的有力后盾。

三、近代徽州商帮依然存在

(一)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并出现了向近代

转型的趋势

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从文献看，大多数徽

商仍然从事传统行业，如盐业中的李宗媚，典业中

的汪赞纶，茶业中的汪裕泰，墨业中的胡开文，等

等。成就斐然，前入著述已详载。同时，近代徽商身

处欧风美雨交相浸润的时代，投资于新兴产业并取

得成功的不乏其入，纺织业中的汪宽也，西医业中

的汪惕予，电力业中的吴兴周，金融业中的汪联洪、

朱晋侯。等等，其事迹也逐渐为人重视，可视为近代

徽商中成型转型的范例。o

犹可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随着外商洋行在华业务的拓展以及洋商个人

事业、生活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徽商中出现了一个

充当中外媒介的买办群体。如黟县人孙雨亭，“就外

人礼延，为之经理房产；"[“】卷六王圻，“同治初，海禁

大开，圻习英语。能得夷情，当道每有交涉，率丐圻

赞助，洞中肯綮。”【l·】卷十四婺源延川的金氏家族，更有

多人专门在上海茶业中充任买办。

金廷芳，“旅申．习英语．为通事。”[7】卷四十八

金銮，“佐父经商沪汉间，以茶业起家，习英语，

为洋商所信服，遂为茶业领袖。”[7】卷四十八

金国振，“幼从父兄行商海上，遂家焉，佐兄经

营茶栈，习英语，为茶商通事，重气谊，人咸听指

挥。”【7】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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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树煜，“随兄经商浔沪，间习英语，为茶业通

事，忠于谋人，群商倚如腹心。”【7】卷四十八

20世纪初是中国买办发展的高峰，曾有学者归

纳出近代中国70名最有势力的大买办名录，其中

徽商出身者有5人，分别是婺源入吴懋鼎，绩溪人

胡寄梅、胡二梅，歙县人程德成、周宗良。@f也们在积

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后，积极投资于近代工商业。

以吴懋鼎为例，他幼年随父经商苏州。同治六年进

入上海汇丰银行，光绪六年出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

首任买办，号称天津四大买办之首。在天津期间，吴

懋鼎与李鸿章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充当淮

军银钱所总办，积极参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其

主要事迹包括：

协助李鸿章装备海陆军。李鸿章的淮军陆军与

北洋海军严重依靠进口装备。这些军火进口有很多

都是由吴懋鼎通过汇丰银行和谦顺洋行代理的，包

括英式“林明吞”步枪和“哥伦布”炮等等。吴懋鼎还

曾为北洋水师的装备采购充当过李鸿章和英国之

间的中介。

参与创办近代运输业。光绪十三年，经李鸿章

保荐，吴懋鼎以侯补道身份参与津唐铁路宫轨总局

管理，后继唐廷枢担任津榆铁路官轨总局总办，完

成了津榆铁路修筑。

创办近代工商业。光绪十二年冬，吴懋鼎集资

1．8万两白银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生产火柴；光

绪二十四年，投资25万两创办天津织绒厂；光绪二

十九年，投资15万两创办北洋硝皮厂；光绪三十

年．创办天津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天津早期的民族

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较大的大部分是吴懋鼎创建

的。除天津外，吴懋鼎还曾出资50万两，与英商合

办京效门头沟煤矿。

吴懋鼎也同样是维新变法中的志士。他在戊戌

变法期间经王文韶保荐，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局大

臣，曾多次上奏光绪皇帝，建议设立商会，开办农业

科学教育，成立农业中学堂，创建农学总会，引进国

外农业机械，改良丝茶业，等等。变法失败后，他被

视作帝党官僚，撤职抄家，几遭杀身之祸。幸得李鸿

章的保护，加以与英国关系深厚，方得幸免。

对于象吴懋鼎这样的买办，不能因为曾效力于

洋行，即简单地当作帝国主义走狗。实际上。当买办

自己创办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洋商之间往

往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进而会有所反抗。吴懋鼎

在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时，明确宣布以“抵洋产而

保利源”为宗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封锁台

湾，刘铭传部被困于台北，粮饷枪弹将绝，多次告

急。李鸿章召集幕僚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吴懋鼎

出面向英商天津怡和洋行租用六艘外国商船，将军

火粮饷运抵台湾，使刘军获得接济，台湾形势亦转

危为安。⑨

对于买办和洋商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共

产党理论家瞿秋白很早就关注到了。他曾撰文指出

买办有“性情驯服与不驯服的区别。～性情不驯服

的”买办公然倡导“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竞有

些赤化嫌疑。"[为]徽商买办在欧风东渐之初。充当中

外交通的媒介，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的近代化，曾经起过积

极的作用，可以视为徽商在近代转型的象征之一。

(--)近代徽商会馆林立，商入网络庞大

明代晚期，随着徽州商帮的发展壮大，逐渐出

现了由徽商主导建立的各类会馆组织。与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相比，会馆是一种按照同乡关

系组建起来的地缘网络，冲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

能够有效地将不同宗族的商入团结在一起．规模更

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个徽商宗族。近代徽商中

为会馆的复兴与重建奉献心力者比比皆是，其中，

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记载较多。

江苏：

黄振甲．“自少运木昆陵。⋯⋯其地方所设安徽

会馆、施棺所、养济院、育婴堂及汪子双池书局，皆

慷慨输金。以襄义举。”f7】卷叶

洪国桥，“总理如皋质库，其间平讼累、厘宿

弊、建会馆、立义阡、置腴田拜扫，皆赖桥筹画襄

成。”【7】卷四十一

宋宗芳。“商海门。⋯⋯集建星江会馆，逾年告

成，旅海门者成德之。州71卷四十二

欧阳萱，“商于苏之溧阳。⋯⋯同乡德之，推为首

事，重建徽国文公祠字，凡属重要，力任其难，理会馆

事十有余年，一介不取，皆服其廉明精干。”E14]卷七

浙江：

金德高。“商于杭州，倡建江干惟善堂。州廿】卷九

吴宗淦，“尝客遂安四十余载，通运监之河，定

急公之局．修会馆、造渡船。”[7】卷四十

詹荫梧，“贸易平湖，尝欲立会馆以敦梓谊，徽

商皆有难色．适王廉访竹屿来宰平湖，梧具陈其意，

王为集徽商议。嘱梧首捐钱五百缗为倡，又购地二

十亩作义冢，同乡咸称美举，乐助焉。帅】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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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叶兹坐，“贾饶时，领袖建婺会馆，首输银一千

余两。”[7】卷四十

曹德谦，“少贾鄱阳之石门，生业充裕，独力建

星江会馆。”[7】卷四十

詹永樟，“随父客景镇，适建徽州会馆，众推樟

廉正，领袖督工，又举专司馆务。”[7】眷四十一

吴辅嗣，“贸易南昌，倡建遗爱堂。”[13】眷九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和贸易中

心，当地聚居的徽商也最多。早在同治元年，受战乱

影响，涌入上海的徽商，“即在浦左计之，殆不下数

万人矣。”㈨重建思义堂序有学者估计。民国年间在

上海经商的徽商有十三四万入之多。【-]66．作为近代

徽商网络的中心，上海的徽商会馆不但为数众多，

特点也相当突出。其中由徽州宁国两府商人建成的

徽宁思恭堂是上海最早的会馆：

乾隆甲戌，宁郡程公炳临经始其事。越岁己丑，

新安张君国嵘酌定章程，适歙邑侍御胡君讳珊者，

行旌至沪，颜其堂日“思恭”．迄今已有六十五年矣。

历年既久，功垂成而未成．幸得新安诸乡台输财效

力，不惮辛勤，顿使数十年颓废之公事忽然振兴，聿

观厥成焉。【为】序

徽宁思恭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同治、光绪年间多次重建，至光绪三十三年．规模大

备，“沪上为诸会馆荟萃之地，大都注重华美，若论工

料之坚实，布置之周妥，实为诸会馆冠。”∞豫宁会馆垒图记

作为近代规模最大的徽商同乡组织。它的影响很大。

民国年间的文献记录表明。经常为该堂捐款的徽州

商号和商人有数千之多。民国五年．徽宁思恭堂的

总收人为大洋28915元，支出为13187元，有15728

元的结余。滔】大总捐款可见，由于沪上徽商的踊跃捐献，

徽宁思恭堂的财务状况相当好。

除了徽宁思恭堂外。上海徽商同乡组织规模较

大的至少还有10余个。这些公堂会所包括两类：

(1)同业公所。例如星江茶业公所，由婺源茶商

组成；徽宁梓业公所，由徽州宁国两府木商组成：松

江的新安崇义堂，主要由徽州典商控制。

(2)地区组织。南汇的恩义堂则，“举歙县、休宁、

婺源、绩溪四邑绅商轮流管理，"【秘】总章是徽仆l四县商

入的组织，而闵行慈善堂是包括徽州全部六县商入

的组织。

除了长江中下游之外，即使是传统上山陕商帮

势力范围的陕西省城西安，嘉庆年间也创建了有相

当规模的徽商会馆。据同治年间的征信录记载，为

西安徽商会馆捐款的商号有数百家，在当地是一支

可观的商业力量。西安徽商会馆在农历九月十九朱

子生辰时，举盛宴招待乡亲，竞至“昼夜演戏，所费

不赀，”瞄1颇为当地人所侧目。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随着徽州商入队伍的进

一步壮大，近代徽商会馆在全国遍地开花。民国年

间许承尧称：“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

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各行省。”In】，57这充分说明徽

州商人聚结成帮的特点在近代依然非常鲜明。

(三)团结互助，商帮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强烈

正由于近代徽州经商人数众多。队伍浩浩荡

荡，而且结成了庞大的商入网络，因此无论是徽州

本土、徽商经营地还是徽商自己。都认为徽州商帮

依然存在．这种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是相当强烈

的。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汉口更号

称九省通衢，考察近代徽州商帮的团体意识，武汉

或可作一范例。

汉口早在明代中期即有徽商的足迹，到了清代

就更多。民国年间，徽商在汉口仍有相当的势力，有

估计认为，民国年间，汉口徽商每年贸易额在700

万两左右。回武汉当地人对当年徽商经营的情况有

如下说明：

除汉阳鹦鹉州和武昌白沙州，湖南木商居绝对

优势。没有谁能和他们相比外。其余各地区和各行

业。徽州商人都很有势力。在若干行业中居统治与

专利的地位．别地商帮是不能与他们竞争的。留蛸

不仅如此．徽州商帮还将手伸进了湖南宝庆帮

在汉口码头的势力范围，引发了双方长期冲突。

汉口沿江上起大水巷。下至沈家庙一带，原是

一块不毛之地。野草丛生。随着汉口商业的日趋繁

盛，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嘉庆初年，湖南宝庆府商人

就开始建了码头．但由于当时宝庆帮船只尚少，往

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长期看守，徽

帮乘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于是引起

宝庆帮、徽帮争夺码头的争斗。凹

从嘉庆年间开始的汉口徽帮与宝庆帮之间的

码头争夺战，持续了将近100年。由于这个码头本

为宝庆帮所建．且得到了当地湘籍官僚的支持，因

此宝庆帮占了上风。徽帮为了与之抗衡，“富贾巨贾

操纵安徽籍的白莲教下的部分船民，组织了一个襄

(阳)徽联盟，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几经械斗，未能

获胜。”①有学者分析认为，“械斗双方均以地域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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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同乡商帮组成的会馆成为历次争夺码头、巩固

码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帮内部虽然也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也具有地域性，)但对外帮时，大都态度一

致。”o

徽商素有“儒商”之名。极少有与人动刀弄斧的

记录，但汉口徽帮为了抢占本属宝庆帮的码头。竟

然勾结白莲教大打出手，其强悍实为罕见。凡此种

种，无不证实近代徽州商帮不但存在，而且不乏强

悍的“帮性”和“战斗力”。

近代徽外I商帮的存在同样反映在徽商的自我

认同中。民国年间歙县商人吴日法所撰之《徽商便

览》或可对本文所讨论问题做一小结。

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

而地少。遏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

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

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

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另q其亲爱

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

故乡之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是以微

商有三年一归之旧制。游子天涯，赖有此尔。[郝--7

这段话说明：(1)近代徽州人之经商服贾，实因

农村贫困，为生计所迫。(2)近代徽商足迹遍布全

国，“无徽不成镇”之谚起于近代，实非偶然。0(3)远

出服贾的徽州人．对徽州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对

自己的身份定位也非常明确——徽商二字即足以

概括。

结 论

咸同年间徽商确实衰落了，但在战乱冲击之

下，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在全面走下坡路，徽商又岂

能独善其身?战争结束之后，徽州经商出贾之风愈

加浓厚。众多的中小商人与若干大商人合在一起，

构成了为数达几十万的近代徽商队伍，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否认成同年间徽商的衰落

是错误的．夸大这种衰落，甚至断定近代徽商“解

体”、“退出历史舞台”．同样不够准确。1950年，中共

皖南区委农委会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地区经

商的人很多。尤以徽州地区为最著名，他们足迹遍

及江、浙一带，有‘徽帮’之称，竹@可见建国初期的人

民政府也认为徽州商帮当时还存在。所以，近代徽

州商帮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解体”、“退出商

业舞台”之说，值得商榷。

注释：

①本文所指近代，包括道光及其之后的晚清时期与民国时期
两个阶段。

②参见赵华窨：<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

题)。<安徽史学)]996年第2期。

③按：此处据<黟县乡土志)，抄本，作者佚名，记事截止清代
同治来年。原件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所引为黟县地

方志办公室1985年的抄件。

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M】．上
海：1952：13。

⑤按：关于近代徽州的人口统计数据，除上述资科外，还有清
末冯煦、陈师礼编纂的<皖政辑要)卷十五<户籍)中清光绪

三十年的资料，其中歙县人口为194857人，夥县人口为

38607人，这个数据显然太低，应该只是成年丁口的数据。

本文不拟采用，附辨析于此。

⑥本表依道光<徽州府志>卷五<食货志·赋役>、民国<歙县

志)卷三<食货志-赋役>中数据综合而成，地折田比饲为

56．1％。山折田比例为43．4％，塘折田比例为119．1％。

⑦此处提到的近代著名徽商，其事迹可参考下列文献：胡时

滨．舒育玲：‘清代后期徽商巨贾李宗楣)，<黪山文史>首

辑；王振宗：‘<汪作麓同年裹挽录>中的徽，11典商事迹)，

‘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邵之惠：<上海。汪裕秦茶庄”>，

<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徐子超：<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

<江淮论坛)]992年第6期；(日)松漓章：‘徽商汪克也与上

海棉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陆翔，陆

兵：<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家茬自新传略>，<安徽中医学院学

报)2000年第6期；邵之惠：<芜湖。明远电灯殿份有限公

司”>，(at州文化研究)第三辑；程共康<我所知道的上海公

估局>。<黟山文史>首辑；叶荫藩：<金融巨子朱晋侯)。‘黟

山文史)首辑。

⑧参见徐矛：<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本文对吴懋鼎事迹的叙述。参考了曲振明：<官商合一吴调

卿>，蓑敢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十大

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_78页。

⑩武汉市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辑
咖．武汉：1994：82。

⑩武汉市敢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l辑

【M1．武汉：1996。

@按：同治四年(1865)，浙江塘栖新安会馆<募建缘起)中称：
“经营商贾之客。贸迁九州。相传有‘无徽不成市’之谚。”

(参见<塘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光绪十六年刘本)这是目

前可考资科中接近。无徽不成镇”时代最早的，但仍有一字

之差．反映出此谚语尚在形成中。至宣统年同，徽州知府刘

汝鬟在告示中称：“我国有‘无敲不成镇’之谚，此环球所公

认。”(参见刘汝骥：<陶甓公牍)卷--)更足证此谚语广为流

传是在晚清。民国年问．许承尧侈<歙县志>加以采用：。沿

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民国‘歙县志)卷一)许

承尧之说为今日学术界广为引用．作为徽商对中国市镇经

济发展作用的绝佳形容．而这个谚语恰恰是近代才流传开

来的。

参考文献：

【l】张海鹛，王廷元．徽商研究【M】．-ff)E：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则纲．徽商述略【J】．江淮论坛，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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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dern Huizhou Merchants：A Different View

Feng Jianhu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In modem China,many Huizhou people engaged themselves in trade，resulting in a large

business population and锄extensive commercial network．This article disputes the view that the modern

Huizhou merchants already disintegrated and claimed that they still exist and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y in today's economy．

Key words：modern；Huizhou；merchant；disintegration；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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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江峰青 婺源县志 1925

33.王景增 黟县志 1683

34.胡存庆 黟县乡土地理 1925

35.席存泰 绩溪县志 1810

36.许承尧 歙事闲谭 2001

37.刘汝骥 陶甓公牍 1997

38.许承尧 歙县志 1937

39.吴克俊 黟县四志 1923

40.《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绩溪县志 1998

41.黄质 宾虹杂著 1918

42.涧州许氏宗谱 1914

43.李林石 槐溪王氏宗谱 1893

44.张树煌 东源重修张氏宗谱 1928

45.《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徽州地区简志 1990

46.胡大成 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 1916

47.金声 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 2000

48.瞿秋白 上海买办阶级的权威与商民 1926(162)

49.安徽思义堂 思义堂征信录 1917

50.徽宁思恭堂 徽宁思恭堂征信录 1917

51.胡肇智 安徽会馆录 1867

52.曹觉生 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 1985

53.张海鹏.王廷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1985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冯剑辉.FENG Jian-hui 近代徽商地缘网络研究——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例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0,31(1)
    近代,扬州衰落,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中心.徽商在上海多个行业中都有重要影响,构建成庞大的徽商网络.在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组织之外,由地

缘关系构成的同乡组织在徽商网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徽商同乡组织通过举行祭祀、联欢祈福、捐助公益来加强彼此问的联系,用团体力量维护徽商

权益,也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的团体意识,在动荡的岁月中维持了长期的经营.

2.期刊论文 蔡玲存 近代徽商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考试周刊2009(8)
    明清时期徽商以其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势力大、经验丰富而著称,其经营的主要项目是盐、典、茶、木.但到了近代,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

始丧失.文章主要从徽商的官商结合、战乱摧残、资金的流向和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徽商优势丧失的原因.

3.学位论文 冯剑辉 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 2008
    本文以近代徽商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徽学、区域社会研究、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工具，探讨近代徽商的

兴衰存亡，透视这一历史悠久的商人群体在近代的转型规律，分析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探究其经验教训。全文分为导言、正文(共八章)和

结论三个部分。

    导言回顾徽商研究的学术史进程，概括其中的主要学术问题，对其学术风格进行分析，并探讨徽商研究的若干理论基础问题。在充分肯定当前徽商

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对其不足部分进行检讨，特别是近代徽商的研究明显不足，已经成为徽商研究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针对此一不足，确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撰述旨趣。

    第一章，在简要回顾明清徽商后，详细分析近代徽商的历史背景：盐业制度变更造成徽商中坚力量-盐商-的严重衰败；国内战乱的严重冲击；外来

入侵的威胁。因此近代徽商所处的环境是空前严酷的。

    第二章，集中辨析近代徽商“解体”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出贾经商的风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

高，商业队伍浩浩荡荡，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并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章，主要论述近代徽商经营的最重要的行业——茶业。咸同兵燹之后，徽州茶商迅速恢复，1865～1916年间徽州茶商发展迅速，获利丰厚。民

国后期，在国际市场冲击和国内战乱的影响下，徽州茶商走向衰落，但仍掀起过一度复兴的浪花。茶业是近代徽州经济发展的龙头，提供了重要的就业

机会，也深刻地改变了徽州经济的地理布局，促进了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近代徽州茶业经营以出口为导向，茶商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个迥异于以往

的特点既促进了徽州茶商的大发展，也使它在衰落期逐渐落入了金融资本的控制。

    第四章，对近代徽商经营的诸多传统行业进行论述。近代徽商在盐业、典业、木业等传统行业中仍然相当活跃，并在某些行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一些行业中的徽商还结成了组织严密的团体，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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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集中论述近代徽商的转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大潮中，传统色彩浓郁的徽商也开始走上向近代转型的道路，从徽商中分化出的买办阶层是

近代中外经贸发展中带有特殊印记的产物，也是徽商转型的象征，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更有一批徽商积极投入新

兴产业领域，并取得过重要的成就。认为近代徽商不思进取的“落后”论是有失偏颇的。

    第六章，分析近代徽商在徽州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徽商取代了传统士绅，成为徽州社会的中坚力量。清末新政时期，徽州绅商曾活跃一

时，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徽州教育、公益等事业的进步主要依靠徽商。徽商从沿海地区引入的新风尚，也促成了社会风俗的转变。徽商是近代徽州社

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七章，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徽商网络进行考察。扬州衰落后，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地，各类同乡组织，尤其是徽商会馆成徽商网络的中心。徽

商会馆通过神灵祭祀、联欢祈福、捐助公益、团结互助，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的团体意识，对徽商能在近代动荡的岁月中维持长期

的经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八章，婺源江湾萧江氏是明代中期兴起的著名徽商家族之一，咸同年间在战乱的严重冲击下衰落，但在光绪和民国年间，由于家族中徽商子弟事

业有成，出现了复兴的景象。本章以江湾萧江氏为中心，剖析近代徽商的典型个案。

    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近代徽商既具有浓厚的传统气息，又具备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它处在转型之中，但转型的进展是不平衡

的。作为近代徽州的中坚，徽商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徽州和经营地的近代化进程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4.期刊论文 近代徽商转移上海的原因分析 -巢湖学院学报2009,11(5)
    开埠前徽商在上海的活动就很活跃,开埠后,徽商更是进一步向上海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上海在开埠后地理优势的发挥和它特殊的政治

格局,以及徽州在此时生存压力的加大和徽州人传统的经商习惯两个方面来分析徽商在近代(上海开埠后到民国初)进一步转移上海的原因.

5.期刊论文 刘家富.Liu jiafu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江苏社会科学2010(3)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

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

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

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

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6.学位论文 蔡玲存 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2009
    本文主要是根据民国时期徽州六县的地方志、上海碑刻资料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采用归纳、综合的方法，运用历史学、徽学、区域社会研究等分

析工具来分析徽商自开埠以来在上海的活动，说明徽商势力在近代依然存在，并曾对上海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br>　　

 本研究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基本活动情况，探究他们在近代进一步转移上海的原因；第二部分介绍了近代上海徽

商对茶业、典当业、墨业和其他传统行业的继承和发展，说明在近代他们的影响和势力依然存在；第三部分阐述近代徽商在上海商业活动中遭遇的困难

和挑战，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徽商开始转向更有利润空间的商业活动中，如投资房地产，经营西医药业等，最后分析在此过程中徽商在近代上海社会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道光之后，在战乱冲击之下，其他各个商帮受到的冲击同样是十分惨重的，而不仅仅是徽商一家。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是

不争的事实，夸大徽商的衰落，并断定近代徽商“解体”、消亡是值得商榷的。

7.期刊论文 王世华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安徽史学2004(1)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

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

,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

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8.期刊论文 陈梅龙.沈月红.CHEN Mei-long.SHEN Yue-hong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 -宁波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7,20(5)
    晋商、徽商、粤商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帮.晋商以"票号"著称,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徽商厚朴敦实,其在盐、粮、木、布帛、典质等传统商业领

域的成就称雄一时.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他们或生性刻板,或好儒而轻贾,或囿于内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

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时代后面.崛兴于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商人,乘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以其稳健慎密勤勉的风格,顽强拼搏

,求新求精求美,创造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许多奇迹.他们爱国爱乡,开放通达,善于经营的特质至今仍享誉世界.与时俱进,锐意变革,这是宁波帮后来居

上,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商帮的主要原因.

9.期刊论文 王继红 晋、徽商衰落的文化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科技2008,7(9)
    晋商、徽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实力的两大商帮,但两大商帮发展到近代都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晋、徽商衰落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因素

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分析晋、徽商衰落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晋、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晋、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

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10.期刊论文 王里鹏.WANG Li-peng 晋商家族制与徽商宗族制之比较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3(4)
    晋商与徽商都是驰骋近代商界的著名商帮.由于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即家族制和宗族制.文章

力图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发掘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在背景、内容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总结出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对

晋商与徽商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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