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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经济特色

马学强

松江府始设于元至元年间, 到了明代, 松江已与苏州诸府连称,并为东南名郡,“苏松嘉湖,

东南上郡”。明代松江府的崛起,体现在很多方面。科举文化上,入明以来,“吾郡(松江)元魁继

出,文献甲于天下”, “其掇巍科跻显位,上之为名宰相, 次之为台阁侍从, 以文章勋业名海内

者,比肩相望,可谓盛矣”。 入阁为相者, 有徐阶、徐光启等人。在经济上, 以承担税粮而言, 明

洪武年间,全国夏税秋粮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石, 其中,苏州府实征二百八十万九千,松江府

一百二十万九千余。但松江府属地方, 仅抵苏州十分之三,而赋额却半于苏州。所以,当时有

“江南之赋税, 莫重于苏、松, 而松为尤甚”之说。按梁方仲先生的统计, 松江府是以占全国

0. 6%的田地,承担了全国 4. 14%的税粮(以洪武二十六年实征米麦计算)。 同时,松江还是全

国重要的棉纺织基地, 所产棉纱棉布,行销大江南北,因此又有“松江棉布,衣被天下”之誉。松

江府经济地位的上升, 直接增强了它作为名郡的分量。

明清松江府经济勃兴,与其独特的地理生态、物产结构诸因素密切相关, 本文即围绕这些

方面,来解析这一时期松江府的经济特色。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见鲁超为康熙《上海县志》所撰之序。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435

　页。
《庸闲斋笔记》卷二。

(一)

一个地区的物产状况, 直接影响着百姓

生计, 同时也是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在传统时代尤其如此,所谓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然而,一地之物产构成并非一

成不变。历史上,松江东部沿岸还是著名的产

盐区。但是,后来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变

化,以至盐产量急剧下降。到了明清,制盐业

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 许多原

来以制盐为生的灶户, 则纷纷转业,从事于其

它领域的经营。这是时段上的变化。

另一方面, 松江府的东、西两地, 也存在

着物产差异。我们先看一段清朝人陈其元所

记南汇、青浦两地乡民养鸭的趣闻:

　　　南汇海滨广斥, 乡民围圩作田,收获颇

丰。以近海故, 螃蜞极多, 时出啮稼, 《国

语》所谓稻蟹不遗也。其居民每畜鸭以食螃

蜞,鸭既肥而稻不害,诚两得其术也。比宰

青浦,则去海较远, 湖中虽有螃蜞, 渔人捕

以入市,恒虑其少。而鸭畜于湖,千百成群,

阑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于是各乡农民来

县具呈,请禁畜鸭。

南汇、青浦, 分处松江之东、西, 相距不远, 同

是养鸭,却利弊不一。其物产因水土因素表现

出较大差异。

松江府初设之时, 实际上就是华亭一县。

一县赋税统征,无所谓东乡、西乡。后以华亭

东北五乡另立上海县,才开始对松江府内东

西乡存在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物产分布状况

有所考虑:“以松江东乡水利久废,田不宜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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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去故所赋米, 而用土产菽粟代其输, 民便

之”。 时上海县初析,松江东乡主要指上海

的一部分地区。元代上海县的几位官员就为

此多次上书行省, 要求根据上海县的情况, 以

豆麦易米。

明清以后,文献中有关东西乡差异的记

载更是大量出现, 而内容大多侧重于粮棉收

成及田地的肥瘠: “西乡虽是粮重,每亩岁收

米或三石,余者有之; 中乡虽是粮轻, 每亩岁

收或一石五斗, 不足者有之;若滨海下田, 不

过可种棉花五六十斤,绿豆五六斗而已”。

明代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卷十四也谈到

东西乡田土差异, 进而论及两乡百姓生计: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

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

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两人

可种二十五亩, 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

获多, 每亩收三石者不论, 只说收二石五

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

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

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 车

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 止可五

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

碰上荒年,其境况可想而知。东乡农夫终岁勤

动,“日夜车水,足底皆穿”, 所得除缴租之后,

自己仅能留下二、三月的饭米,余时只能靠吃

粗麦粥度日, “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

者,天渊不同”。

经过几次政区重组,到清嘉庆年间,松江

府属行政格局基本稳定。县愈分愈小,愈分愈

多,原来的东西乡之别,这时成了县与县的差

异。因此,考察这一时期松江府的物产结构与

经济状况,只要翻阅各县方志所记,即已十分

清楚:

青浦, 其地形如仰盂,四高中低, 农田之

□□□□利错杂上中;

华亭、娄县,水区弥漫, 地尽膏腴,环泖而

□□□□耕者交称乐利;

金山,其谷宜稻,布米鱼盐, 擅陆海之利;

上海, 在府东北, 县治当黄浦吴淞合流

处,势极浩瀚,然地形高亢, 支港为潮泥所壅,

水田绝少,仅宜木棉;

南汇, 东为海塘所遏,水皆西入黄浦, 横

港虽多,经流绝少。其民善治木棉菽豆,新涨

海滩三十余里,垦艺菜菔之属,亦足以赡民生

而资衣食。

奉贤, 东南滨海, 境无巨川,而经流纬流

疏凿井井,故米谷所入足以自给;

川沙, 其地稍形高仰,较为瘠薄, 而风俗

朴直。

就整个松江府而言,东部枕江傍海,泖淀萦于

西北,黄浦、吴淞亘绕于中, 川港交错,脉络皆

通。境内东西虽均冠称水乡泽国,然河、海水

性有异, 咸淡不一,加之受地形、潮汐诸因素

制约与影响,东部近海沿江地带和西片内陆

地区,土壤性味有所不同,地理生态的差异反

映在物产结构上也明显有别。

松江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其田土高

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关于冈身

以东近海地带宜于木棉之植的记载, 大多见

于明清时期的方志笔记。在地形上把上海分

成西部淀泖低地与东部碟缘高地(或称滨海

平原)的冈身, 这时成为一条重要分水线, 其

东西两部分存在着明显的物产差异。虽然这

不是绝对的,明中叶以后,在东部各村广泛植

棉的影响下,种棉之风亦渐有越过冈身呈西

蔓之势,但总的说来,木棉与水稻种植所需之

条件有所不同,故棉作区受到明显的地域囿

限,愈往西部则棉花播种愈少。

由此, 在松江地区形成了几个具有不同

特色的物产分布类型,大致是: 东部滨海, 土

性咸,多卤瘠之壤,不宜水稻,以种植棉花、豆

麦为主, 兼擅鱼盐萑苇之利。西部则河网密

布,水田弥望, 尤其青浦、娄县、华亭三县,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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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荡漾, 塘浦交汇,渲泄有时, 灌溉方便,“环

泖而耕者交称乐利”,地尽膏腴, 农田错居上、

中。西部种稻,农耕历史悠久,精耕细作,为重

要的产粮区。

独特的地理生态, 形成物产结构的差异,

为松江人经营多样化,避免经济发展的单一

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粮、棉是松江的主要物产,但松江乃赋税

重区, 其所产之米、豆、麦,大多用于完纳赋

税,而“壤地广袤, 不过百里而遥, 农田之入,

非能有加于他郡邑”,要供百万之赋, “若求诸

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所以,种植棉花,

纺纱织布,便赋予了深远的意义,不唯对松郡

百姓生活休戚相关, 同时也构成松江经济的

一大特色。

一般认为,江南有木棉之种,始于宋末元

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引李时珍《本

草纲目》云:木棉有草、木二种,草之木棉,“此

种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清代著名考证家

赵翼也认为江南木棉行于宋末元初, “本来自

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 而

江南又始于松江耳”。 最早的传入地就是松

江的乌泥泾。“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

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

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 以资生业, 遂

觅种于彼”。 由乌泥泾引进棉种, 遂为江南

木棉种植之滥觞。松江植棉具有的发祥地地

位,江南其它地方均予以承认:常熟县,“吾邑

海乡之种木棉, 实始于元, 其种由松江传

来”。 太仓州, “木棉出林邑及高昌、哀牢诸

国⋯⋯自上海、嘉定以延及吾州, 冈身高仰,

合于土宜。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

这些在明清时盛产木棉的地区,都认为其种

是从松江传来的。

种植棉花主要为了纺纱织布,但松江本

地原无踏车椎弓之具,例用手剖去了,而“线

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 纺织

技术极为落后。就在此时,从南方来了一位纺

织能手, 她便是上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黄道婆:

　　　国初时, 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

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

配色,综绒挈花, 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

带 , 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 粲然若写。

人既受教, 竞相作为。转货他郡, 家既就

殷。

黄道婆为元初之人,其时,木棉引入江南时间

未久。她从崖州搭乘海舟而来, 在乌泥泾,利

用从崖州妇女那儿学来的一套纺织技术, 并

加改进,制为“奇器”,开始教授当地人纺织:

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葺条滑。乃引纺车,以

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粲如文绮。 踏

车、弹弓、纺车, 这些都是棉纺织业的重要工

具。后来江南棉纺织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多就

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松江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以及棉纺织业的

发展,与国家政策鼓励刺激也是分不开的。早

在元代, 就在江南设木棉提举司, 提倡植棉,

负责征收棉花、棉布。在税制上,则规定可用

木棉布、绢、丝诸物交纳, “其所输之数, 视粮

之差”。 由此激发起农民种棉织布的热情。

到了朱元璋之时, “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

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

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征四两”。 明确要

求栽种棉、桑、麻等经济作物。明洪武三年

( 1370) ,户部奏赏军用布匹其量甚大,下令在

浙西四府秋粮内征收三十万匹。朝廷即以松

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其余府县征米

如故。可见,明初松江产布已十分出名。折布

·27·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元史·食货志》。

《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 载《上海碑刻资料选
辑》第 45、46页。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

吴梅村《木棉吟序》,引徐崧、张大纯纂辑《百城烟
水》卷七。

陈三恪:《海虞别乘》,载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二。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纳官,以布代粮,后成为常例。解布之征,以一

定布匹折换成一定米石,就缴纳实物形式而

言,植棉织布的性质已等同于种稻产米。以

后,朝廷又对江南的赋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

如采取折银的办法, 而官府所需棉布则以领

织形式, 利用民间棉纺织业的发展, 领织生

产。凡此,都有利于把松江所产的棉花、棉布

推向市场,进而使松江迅速成为全国的棉纺

织业中心。

明中叶以后,松江沿海出现成片成片的

棉田,种植范围也快速向西部推进。虽然, 棉

花种植有一个农业条件、生长地域的限制, 而

棉纺织业的发展却完全可以突破这种界限,

而无所谓冈身东西。一个庞大的棉花交易市

场便由此兴起。在上海县:

　　　郭稍东而南, 几于比户售花者, 名花

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

两造具备,衡其轻重, 别优劣以定价, 而于

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价之极贵者,

名“看顶”。

这就是上海著名的“花市”。一些专门做棉花

生意的商人, 一到棉花收获季节,携挟巨款直

接来到产棉区,此为“坐庄”收购,然后捆载而

归,从中渔利。大量“花市”、“花庄”的存在, 给

广大棉纺织手工业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 非

产棉区织户, 或不种棉花的农家,皆可在市场

上买回原棉,而后纺纱织布。流通环节的减

少,降低了生产成本。

“农暇之时,所出布匹, 日以万计,以织助

耕,女红有国焉”。 无疑,个体性质的家庭手

工业,构成松江棉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家

家纺织, 分散经营, 集中起来,遂也“日以万

计”。棉布的品种, 更是丰富多彩,一些棉纺织

品质地上乘, 光洁细软,印染高超,花纹图案,

鲜艳如画。其纺织技术之精湛,令人不可思

议。再看看那种尚属简易的生产工具,便不得

不感叹这亦是一种奇迹。

松江所产之布,品种繁多,而称法上有所

不同。如在赋税折征上,有粗布、细布或者阔

白布之分,不同的布匹折米之数都不一样。明

代范濂《云间据目抄》记松郡所产主要有绫

布、云布。绫布,原尚厚重,明中叶后皆用轻且

薄者;云布, 经过换新改进, 质地紧密似绸缎,

色样精美如花绒。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则根据

织布之阔狭、长短甚至销售地来分, 大致是:

标布, 上阔尖细,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 周浦

次之, 主要销往秦、晋、京边诸路, 走长城内

外;中机布, 较标布稍狭而长者,主要适应中

部与南方市场,湖广、江西、两广地区的需求

量极大; 最为狭短者曰小布,阔不过尺余, 长

不过十六尺, 单行江西饶州一带; 另有浆纱

布,色样、络纬与标布仿佛, 但却 要稀松而软

的多。

明清时代, 松江布畅销全国, 名扬海外,

历久而不衰。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松郡百姓

不断推陈出新, 改变花色品种, 适应市场需

要,无疑极为关键。如明代标布盛行,而到了

清初客商已鲜有问津, 此时中机布转盛,当地

织户便迅速根据市场变化, 转向中机布生产,

故松人谓之“新改布”。 另一方面, 松江布不

断有名特产品涌现。如有高档的进贡布, “尝

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棱布所

制。’本朝家法如此”。 宫廷例用松江三棱布

制衣。明成化年间,曾以三棱布织造赭黄、大

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 据说,一

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

松江所出之布, 更多的还是适应于大众

需要。比较著名的有: 丁娘子布,松江府城东

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 “弹棉花极纯熟, 花皆

飞起, 用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 一名

飞花布”。 华亭县车墩之飞花布也著称一

时。另有尤墩布,范濂曾专门谈到这种布,明

万历以来,用尤墩布织暑袜,“极轻美,远方争

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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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男妇, 皆以做袜为生, 从店中给筹取值, 亦

便民新务”。 以布兴市,养活了一群人。锦

布,出于上海,色样不一,若古锦然。云布, 以

丝作经,而纬以棉纱,也称丝布。一度滥恶, 后

经翻新, 于是, “近来云布有极精者, 花样既

新,色亦娇媚,每匹价至三金,四方争购”。

“各乡所出,皆切于实用”。 百姓依靠纺

织棉布,除上完国课,还把棉布拿到市场上去

出售,以此下养老幼,支付家庭日常开支。这

种从本土成长起来的手工业, 在近代以前已

达到相当的规模。城里的机户与广大乡村的

农户,逐渐构成棉纺织业的生产连环体,并随

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销售上的需要, 与更

多的商人结成一体, 从而又构造成一个更为

庞大的生产——流通体系。这个体系与这一

时期涌现的大量棉纺织业市镇紧密相关。这

些市镇产易棉花, 或经销棉纱,或兼营棉布加

工,或集散棉布,各有侧重, 互有间距,连成网

络。在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作用下,松江棉布

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市场上, 随处可见松江布。广州

市场上的棉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 咸

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 客商云集松江,

“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 领

各商之资收布者, 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 庄

转售于标”。 随后,由运河,或海运, 近售杭、

歙、清、济,远销蓟、辽、山、陕,以及闽粤各地。

明代前期, 上海一带已享有“木绵文绫, 衣被

天下”的盛名。 当时松江标布盛行, “富商巨

贾,操重资而来市者, 白银动以数万计, 多或

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清代,松江地区的

棉花及棉布交易依然活跃。清人钦善有《松

问》, 描写了当时一些经销棉布的商人, 风餐

露宿, 披星戴月,奔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的

忙碌情景,其中有“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

售布于秋, 日十五万”,并说“标号监庄, 非松

不对”。 松江一府, 销售旺季的日成交额在

十五万银,数额虽未必确切,但亦见其交易规

模不小。

“沪渎棱布, 衣被天下, 良贾赖以此起

家”。 为松江棉布往来奔波者,不仅仅是商

贾,官府也是其中的一大主顾。明清时期,朝

廷每年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明前

期,苏松棉布主要以折征形式上缴国家。此

后,作为实物缴纳的棉布数量渐减,而大多采

用领织形式,即让民间手工业者领织生产。清

代以降, 相当部分棉布又改为直接到市场采

购。如康熙三十四年( 1695) ,着令织造衙门一

次采买青蓝大布达三十万匹,“此项布匹出在

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 赖此

营生, 上完国课, 下养老幼”。 另外,苏松棉

布在近代开埠之前, 便已存在一个规模不小

的海外市场。1820 年以前, 东印度公司每年

运到美国本土的苏松产紫花布约两万匹。据

有学者估计,清嘉庆年间,松江布的运销量已

达二千五百至三千万匹, 部分销往广东并

出口南洋。松江布在海外市场有着良好的声

誉。

衣食温饱,衣着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 丝、麻、葛、褐

四者而已”。 而大量采用棉花、棉布为原料,

则始于明代:

　　　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

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 盖

百倍焉。故表出之, 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

利,始盛于今代。

松江府民以善织而闻名,所织之布行销四方,

衣被天下。在我国衣着原料的重大变革中,松

江布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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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又与周边苏州、太仓沿江沿海地带结成一

体,从而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

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环太湖一带植桑缫丝织

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共同推动

着江南经济的繁荣。

(三)

在地理上,松江府还有临江近海的一面,

作为这一特点的体现, 可以发展航运业。“乘

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驶疾数十里如反覆

掌”,东部沿江濒海之民,遂“客贩湖襄燕赵齐

鲁之区,不数年可致巨产,服食侈靡”, 其生

计与江、海、船相连,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积

累财富。

但船运业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

国家海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宋元两代,海上

环境相对宽松,“听海商贸易, 归征其税”, 所

以东部沿海一带, 百姓北贩辽左, 南通闽粤,

而“每因其利”。同时,航运业发展也给国家财

政带来了丰厚收益, “南之利, 舶商居其一”,

南宋经费困乏之时, 尤其倚重海舶。明代以

降,初于松江北边黄渡镇设市舶司, 旋“以海

夷狡诈无常, 迫近京师, 或行窥伺, 遂罢不

设”。 后又多次重申海禁之令, “严禁濒海居

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禁海,导致

内外贸易萎缩, 且也断绝了滨海之民的一条

生路,其生活方式,随即嬗变:

　　　国朝人即知教子读书为事,江海湖乡

则倚渔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乎燕齐荆

楚, 男耕女织,外内有理事,田家妇女亦助

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

这样的风俗, 除渔盐可享,其它哪还看得出有

海边风尚,分明与内陆无异。

国家的海上政策, 深刻地影响着沿海居

民的生活。到了清代,海氛依然, 一度,朝中有

人奏请徙迁濒海之民于内地。在江南滨海之

地,更“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氵筮,片板不容入海

洋”。 及至康熙二十三年( 1684) , 随着台湾

收复,各处海禁始弛。此后,开海禁, 设海关,

除违禁品外,其它商品的贸易渐趋自由。上海

地区的船帮重又活跃。康熙皇帝在一次南巡

中听说, 苏州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

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 其余全卖在海外,

“赉银而归”。他不禁疑问:“官造海船数十只,

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 开禁

未久,江南沿海下洋贸易异常频繁,官方警觉

之余,颇有些意外。

康熙四十九年( 1710) , 松江发生了张元

隆案。透过这一案件,可以清楚地说明当时松

江船商已具有相当的实力。这年闰七月,据上

海县船户张元隆呈称, 有自造贸易沙船一艘,

领本县“上字七十三号”,于本年六月初六日,

“装载各客布匹、磁器, 货值数万金,从海关输

税前往辽东贸易”, 后在山东沿海遭劫。官

府接报后,着手调查。在经办过程中,官府发

现了船户张元隆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 不仅

“招集异乡水手, 假名冒籍”,而且还查出有海

船在远洋长期不归, “逗留在外, 久不归里”。

当时人们流传张元隆有船百艘,随着案情的

发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今查出元隆自

置船艘皆以百家姓为号,头号赵元发,二号钱

两仪,三号孙三益,四号李四美⋯⋯则其立意

要洋船百艘之语不虚也”。 张元隆在各处开

张洋行,数十艘船只经常贸易往来于东、西二

洋及关东等处。张氏声名甚著,家拥厚资, “倾

财结纳”,多将洋货贿赂官员。这个案子由江

苏地方大员张伯行亲审,也惊动了朝廷,“因

元隆“与督臣交好”,牵连到一些在职官员。张

元隆后报身故,但张伯行仍然罗织罪名,株连

了一批船户。

沿海之民生长海滨, 习知水性, 驾驶船

艘,出入风浪,履险若平地。当时上海港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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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这些用于运输的沙船,据齐学裘在《见

闻续笔》中介绍:船舱有夹底,去船底很高, 船

的两旁皆有水槽, 下有水眼。水从槽入,即从

眼出,这样船舱就避免沾潮。当时的沙船都采

用坚韧的木料制造, 兼用铁锚, 入水不滚, 货

舱很深, 所以容量亦大, 上挂风帆,宜于顺风

驾驶。沙船设计与制造特点,适应于北洋航

行。“北洋多沙碛, 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乾

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同来的有副使乔

治·斯当东。崇明附近海面上行驶着的大量

沙船,给斯当东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河口上的沙洲阻碍不了中国船只的往

来航行。中国有三、四百吨的船,但它们船

底平, 上部轻, 可以自由地在沙洲上航过

……中国的船帆制造是非常灵活, 不管它

对水的支配力量多小, 但它可以围绕桅竿

按照风的方向任意转动。

上海船帮就凭借这种船,从事海上运输,继而

对松江府社会经济产生着一定影响。

航海贸易,使一部分人积累起万千资产,

“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富,有数十万之

富者”。 康乾年间,上海船户以张、朱姓为

首;到嘉道时,郁、王、孙三家亦称富一时。其

时,“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 以崇明、

通州、海门三帮为大, 尤多大户,立别宅于上

海”。 私家富室对船艘有很多要求,所以造

价特高, “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

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

上海土著之富户。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

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 故名曰船

商”。 造一船费银七八千, 至多者有船四五

十艘,上面提到的张元隆竟声称要造船百艘。

这些船主、船商资金之雄厚,令人咋舌。

船运业的发展, 让一些人发财致富的同

时,也为沿海居民创造了很多机会, 造船、贸

易、贩运流通,乃至渔业。每年四月,沿海各郡

鱼船大小以万计, 集聚于松江东部洋面捕鱼,

“今渔船出海皆在松江 阙口,孟夏取鱼时繁

盛如巨镇”。

其时,海上物资交流,悉藉沙船。船只穿

梭,满载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

去。上海县城东门外近黄浦江一带, 帆樯如

林,蔚为壮观。“今邑之贩户,皆自崇明、海门

两沙来”。 各地船户齐集上海,前来贩运松

江棉花、棉布, 所谓“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

市”。 山梯海航,贸迁南北,实际上,棉布的

销售,也有赖于船家运输。棉布、沙船,不同类

型的组合, 无形中结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

——流通体系。

棉布以外, 豆麦是又一运输大宗, “其间

贸易最巨者, 首推杂粮、油饼”。 上海等口,

有许多本地的海船善走关东、山东,每船可载

二三千石不等,“每年载豆往来, 若履平地。常

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

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

者”。 为什么船户每年需要载运大量豆麦到

上海? 这里除了上海港口担负了部分中转功

能外,主要还是与上海一带的赋税、粮食供应

诸问题有关。豆在上海的用途极广, “豆之为

用也, 油腐而外,喂马、溉田,耗用之数, 几与

米等”,大豆可榨油, 小豆磨作腐, 沿海多植

棉,豆饼还能用来肥田。麦也很有价值,“粟菽

而外,可以养民者,莫如麦矣”。 苏松乃赋税

重区,每年输出数以百万计的赋粮,松江本地

所产的麦、豆大量被充作税粮缴纳,所以造成

了上海乃至整个江南米麦、豆类的紧缺。而豆

麦却是关东、山东的主要物产。在川湖客米溯

长江东进之时,北方的豆麦也靠沙船扬帆南

来运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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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四辑)。



　　　　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

年至上海者千余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

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以布茶换豆麦,区域间各取所需,清前期上海

港北洋航线的繁忙与活跃, 很大程度上为沙

船运载豆麦所促成。

道光初年,因南北运河梗塞,河运漕粮陷

入瘫痪状态, 清政府决定设海运总局于上海,

试办海运。道光六年( 1826) ,共雇佣上海沙船

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苏省漕粮一

百六十万余石。 清政府举办这次海运,仰仗

水船业之力尤多。可以说,这也是对上海船运

业的一次大检阅。据统计, 在上海开埠前, 上

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五六百号,凡雇佣在船

水手十余万人,“船主皆土著富民,名曰船商,

每年运关东豆麦千余万石南来,布茶南货载

而北行, 然南货少不能满载,以之运漕, 官商

交利”。 以商船海运, 在近代始为常例。

港口兴起,船运业的发展,与粮、棉种植,

纺纱织布,在一定条件下结为一体,构筑起明

清松江府的“经济基础”。谷、棉、船,不仅维系

着芸芸松郡百姓的日常生活, 且是促成这一

时期众多市镇勃兴与繁荣的最直接因素, 地

方赖以富庶。松江府在江南以至全国经济地

位的凸显,确立也是通过税粮、棉花棉布以及

港口航运这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的。

(作者为本所科研人员;责任编辑: 陈正

书)

《安吴四种》卷第二,《中衢一勺》卷上,“海运南漕议”。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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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强的生活能力和战胜逆境的勇气, 锲而

不舍地使自己的社团在英国生存下来。再说,

犹太社团,首先是伦敦犹太人社团对英国经

济、工业、科技、艺术和政治作出了许多贡献,

并得到公认。

在拿破仑称霸欧洲时, 英国吃紧。犹太富

商梅耶·罗思柴尔德爵士出资向英国政府提

供支援, 他的庞大财力为英国最终打败拿破

仑出了一份力。再如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

时,支持革命的公爵马尔伯勒将军的军队从

尼德兰向巴伐利亚的布伦海姆急行军, 犹太

金融家所罗门·德梅迪纳爵士向马尔伯勒的

军队供应面包和给养,使这支军队顺利地挫

败了反对革命的力量。1707年,英国参加西

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约翰·门德斯·达科斯

塔与伦敦其他两位犹太人一起向驻在法兰德

斯的英军提供 3万英镑的军饷。

除了政治方面的提供的支持,犹太人在

从事金融业的同时也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

他们在伦敦历史上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

的,他们在 1900年建造了伦敦的一条地铁,

创办了英国著名的《每日电讯报》,伦敦的许

多优雅的建筑,如贝尔格雷夫广场等的大厦

群,都出自犹太建筑师的设计。直至今日,在

伦敦和全英购物中心举目可见的两个最大超

市之一——特斯科超市也是犹太人创建的。

其他事例简直不胜枚举。甚至英国王储查尔

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离婚案也是各由犹裔

律师代表双方来办理的。 犹太社团凭藉他

们的成就赢得了在英伦的地位。

(作者为本院欧亚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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