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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前期上海作为南北洋航运中心,既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化下的产物, 也是清廷商品流通政策变化

下的产物,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 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

商帮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海运业者, 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 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

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单个大船商, 通常拥有数十号船只。上海海运业内部,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

运业人员,船商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海,船商不仅在航业中

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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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 itim em erchan ts of Shanghai sh ipp ing business dur ing the ear ly Q ing period

FAN Jin- m in

( Depa rtm en t ofH istory, Nanjing Un iversity, N an 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Q ing per iod, Shanghai. s pos ition as the cente r of m ar itime transporta tion be tw een the North

and South Ch ina Seas w as bo th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d structu re of commod ity circu la 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s

we ll as that of the new econom ic po lic ies of the Q ing governm ent. Them ar itim e transportation played an irrep laceable ro le in

the early deve lopm ent o f Shangha.i The burgeoning and p ick development of Shanghaiw as based on the large sca le commod ity

c irculations propelled by reg iona lm erchant g roups from all over China. Them aritim em erchants o f Shanghai cam em a inly from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Fu jian prov inces, w hile the most pow erful ones were from Shangha i and the nearby Chong-

m ing and Nan tong a reas. B igm ar itim eme rchant comm only owned tens of sh ips. W ith in the sh ipp ing business, com plicated re-

la tionsh ips ex isted no t on ly betw een them ar itime m erchants and the boatnik, shipm aste rs, and othe r c rews, but also between

the ma ritim em erchants and guestm erchants, the soybean agents, the o ilcake agents, the o il agents, and the shipp ing agen ts.

In Shangha ,i m ar itim eme rchants occupied the centra l place w ith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and they a lso p layed the lead ing ro le

fo r the o ther trades.

Keyw ords: Q ing Dynasty; Shangha;i ma ritim em erchants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六月, 清廷宣布废除海禁, 开

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 统辖

吴淞、刘河等处 22个海口分关。从此, 以上海为中心的

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 商品贸易获得合法地位,

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 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

盛景况,各地地域商人纷纷以上海为据点 , 展开商业竞

争,上海由而迅速崛起。

有关上海航运业史的探讨, 学界研究成果已经极为

丰夥,其中以松浦章全面探讨上海沙船及其运输活动的

著作、资料集和系列论文, 杜黎和萧国亮论述鸦片战争

前上海沙船业的资本主义萌芽, 辛元欧考察上海沙船的

型制,郭松义和邓亦兵考察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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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值得注意 ¹ 。然而论者的重点时间上集中在清代

中后期,内容上主要在沙船的型制、沙船运输业及其沿

海贸易活动、沙船运输业的劳资关系、沙船活动的盛衰

等,而于清代前中期上海作为航运业中心时期船商的情

形、上海城市活跃的地域航业势力等还殊少着笔, 有关

情形还不甚清晰。本文着重对清代前中期上海的船商

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拾遗补缺, 期能深化清代沿

海贸易和清代前期上海航业史的研究。

一

民国初年上海豆业自称: /上海为海疆岩邑, 昔时浦

江一带,登莱闽广巨舶, 樯密于林, 而尤以南帮号商与北

五帮号商之沙船、卫船从关东、山东运来豆子饼油为大

宗生意。吾业行商,当买卖机关, 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

冠。0 º 上海豆业的这种兴盛局面, 实际上形成于清代前

中期。嘉庆时,张之象称: 上海 /自海关通贸易, 闽粤浙

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刘河淤滞, 辄由吴松口入, 舣城东

隅,舳舻尾衔, 帆樯如栉, 似都会焉。率以番银当交会,

利遇倍蓰, 可转瞬懋迁致富。0» 稍后时人包世臣描述

道: /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

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

而北行0¼; /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 始有商贾经过登州

海面直趋天津、奉天, 万商辐辏之盛, 亘古未有 0。人称

/上而关东, 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 皆闽广商船贸

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0 ½ 。乾隆早期, 每年四、五月南

风时, 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 闽粤糖船前往贸易,

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船¾。或谓 /闽粤人于二三月载

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 楼船千百 ,皆装

布囊累累0 ¿。 /浙省商船赴北运货, 皆进上海口, 在苏

销售。0À嘉、道时期 , /关东船商, 每年装运豆石赴江南

售卖,习以为常, 行走直同内河0 Á , /凡北方所产粮豆、

枣、梨, 运来江浙, 每年不下一千万石 0Â。其时以上海

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空前繁忙, 上海开始以海运业中心

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以中心城市的形象跻身于江

南城市群体之中。

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 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

人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道光十八年 ( 1838),

两江总督陶澍奏报,据地方官查明,当时 /城内城外有江

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太湖各处商民共建会

馆一十三处0 �lv ,说明在鸦片战争之前, 沿海各省和南方

各省的地域商人在上海就均已建立了会馆。然而上海

的大规模商品流通, 是凭藉海运的优势得以实现的, 也

就是说,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

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报纸5申报6评论其时上海的

市面谓: /今试综各业而考之,上海市面, 南北迥然不同。

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故南

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 而花布糖米、北货以类从

焉。北市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

¹ 松浦章: 5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N研究6, 大阪关

西大学出版部 2004年版;松浦章: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

中国海商海盗研究6,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版; 松浦章

编著、卞凤奎编译: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6,台北

乐学书局 2007年版;杜黎: 5鸦片战争前上海航运业的发

展6, 5学术月刊6 1964年第 4期; 萧国亮: 5清代上海沙船

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6,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

究室编: 5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6,江苏人民出版

社 1983年版;辛元欧: 5上海沙船6,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郭松义: 5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6, 5清史论丛6第 4

辑, 1982年;邓亦兵: 5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6, 5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61996年第 3期。

º 5上海豆业公所萃秀堂纪略 # 市情之沿革 6, 第 3

页,上海谢文益代印本, 1924年 8月。

» 嘉庆5上海县志6卷 15风俗6。

¼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6卷 15海运南漕

议6,光绪十四年刻本。

½ 蓝鼎元: 5漕粮兼资海运疏6, 5清经世文编6卷 48

5户政二三6,第 1153页,中华书局 1992年影印本。

¾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6第 5辑, 第 689) 690页, 乾

隆十八年七月初四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8年影印本。

¿褚华: 5木棉谱6, 5丛书集成初编6第 1469册,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À齐学裘: 5见闻续笔6卷 25禀复魏元煜制军稿6,

5续修四库全书 6第 1181册, 第 40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Á程祖洛: 5覆奏海运疏6, 5清经世文编6卷 485户政

二三6,第 1171页。

Â谢占壬: 5海运提要# 古今海运异宜6, 5清经世文

编6卷 485户政二三6,第 1155页。

�lv陶澍: 5陶文毅公全集6卷 185查核上海会馆并无

囤贮私盐暨舟山地方产盐应归浙江经理折子 6,道光二十

年刻本。

�lw5上海市面总论6, 5申报6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

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也。沙船揽载,自轮船夹板

遍迹海滨,久已减色。0�lw稍后, 5字林沪报6也称: /沪上分

南北两帮,南市则本帮各聚焉。大宗贸易实恃沙船,至于

近日, 而沙船不可恃矣。0该报又称: /凡百贸易, 萃于南

市, 南市之商家,推沙船为巨擘,最盛时多至二三千艘, 帆

43

#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樯所至,货物流通,若油豆饼诸项, 由此进口。0¹ 媒体一

致认为, 在鸦片战争后作为最大的通商口岸之前, 上海一

直以沙船运输业为最大的生意,其它棉花、布匹及北货等

都是从属于沙船运输业的,沙船航运业在上海的兴起和

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 上海是以航运业中心而

迅速兴起的。同治三年 ( 1864), 上海沙船商郁森盛, 领衔

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具禀, 要求北洋豆货仍归上海商船转

运,谓 /上海一隅之地, 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西洋

各国议准通商, 上海一口最为繁盛,良由沙、卫各船群聚

贸易, 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凑。0º 可见开埠后相当长时

期,上海仍是以沙船运输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因为海运业的发达, 与当时其他城市如周邻的著名

工商城市苏杭不同, 上海的商业活动者, 特别是从事海运

航业者, 就地域来源而言, 展示出与其他业城市不同的特

点。

在上海经营的船商, 有共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

商船会馆位于马家厂,列于民国5上海县续志 6会馆公所

条之首。商船会馆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会馆, 也是上海现

存最早的会馆遗址。康熙五十四年 ( 1715), 由在上海的

船号众商共建,而非如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6的编者所说

仅系崇明、无锡船主商号所建 » 。乾隆二十九年 ( 1764)

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 ( 1814), 无

锡海商铸钟鼎, 崇明海商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

( 1844),船号商共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 成为建筑

巨观。同治元年借驻西兵。撤防后制造局租住于内, 五

年后迁出,但殿厅圮毁。七年重修。光绪十六年 ( 1891)

飓风, 戏台损坏,费洋银 744元重修。十七年继续大修大

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 费豆规银

1876两。次年,更易戏台新梁, 又费豆规银 890两。会馆

大殿崇奉天后,乾隆中期重修后, 南北两厅分祀成山骠骑

将军滕大神和福山太尉褚大神, 官方每年祭祀天妃的活

动就在此举行。会馆所需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

捐。会馆馆产租息所入, 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

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 泥夫每年争竞, 官方遴选

夫头以资督率。会馆事务延请董事主持。办事处称商船

公局, 在会馆之左, 办理水手伤亡的承善堂也设在其地。

光绪三十三年 ( 1907)创设商船小学校¼。

上海的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萃秀堂又称东

园,在上海县庙豫园,建于道光年间。咸丰三年 ( 1853)受

战火遭损。十年, 驻扎西兵, 残毁尤甚。同治七年

( 1868),承粮管业, 地基广达 10余亩。同年大加修葺, 禀

县给谕,勒石保护, /以萃秀为二十一业之领袖0。萃秀堂

外有三穗堂、仰山堂、格思堂和神尺堂四间议事厅。堂中

亭榭池沼,回廊曲折,均极园林之胜, 而大假山层峦叠嶂,

尤为县中独有之境。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与米业合组

之豆米业小学校分设于此。堂馆所需经费于代客买卖时

抽取货捐,豆油每石银 1厘 8毫, 豆饼每片银 2毫 8忽,后

因轮船盛行,沙船锐减, 捐数寥寥,于是同业每月捐银 1

两。公所原由司月轮管, 清末推举董事一人会同 6家司

月办事½ 。

船商与豆业论市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 俗称豆市, 在

豆市街万瑞弄。原来租用市房, 光绪七年购屋改建对照

厅 6间¾。

在上海的船商和从事油、豆、豆饼业交易的店家、行家、

经纪人,就在上述几个同业组织内开展活动。而各地海商

或海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

¹ 5论沙船望运之切6, 5字林沪报6光绪十一年四月

三十日; 5沪南筑路答问6, 5字林沪报 6光绪十四年四月

初一日, 转引自松浦章: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

海盗研究6, 第 128、129页。

º 丁日昌: 5丁中丞政书# 巡沪公牍6卷 25北洋豆

货应归上海商船转运请奏详6, 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

编6第 77辑,第 764册,第 988页。

»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6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80年版 )的编辑者介绍该馆时误称 /该馆系崇

明、锡金船主商号所建0。

¼5重修商船会馆碑6,上海博物馆编 :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196) 197页 ;民国5上海县续志6卷 35建置

下# 会馆公所6。

½ ¾民国5上海县续志6卷 35建置下# 会馆公所6。

¿ 5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6,上海博物馆编: 5上

海碑刻资料选辑6,第 194页。

À 5山东至道义堂条规6,光绪三十年稿本,参见5关

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6, 上海博物馆编: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194页。又5山东至道义堂条规# 禀为清理

义冢求请过户承粮事6载: /窃商等查上海县西门外, 向

有山东义冢一区, 计承粮地五十余亩。后因兵燹, 各商

回籍, 司事星散,地粮均无人问, 即为他人代管。近年商

等在沪贸易人多, 前往清理。0

山东及关东船商在上海活动较早。据碑文载, 顺治

时山东商人即联合关东商人, 两帮集资在上海县城西置

义田 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道光五年 ( 1825), 山东登

州府方爱仁, 济南府孟广钰, 沂州府宋鸿志等广记、永

春、六吉、益顺等商号联衔清理, 丈量地亩为 25亩多,呈

文备案,上海县立碑保护¿ 。鸦片战争起, 太平天国期

间,山东商人多避难航海而归, 势力大损。光绪后期,山

东商帮在上海贸易者复归众多, 前往清理义地, 地亩数

基本仍前À。山东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北洋贸易, 其内

部又分成几帮。道光七年 ( 1827), 商船集议山东关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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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规条,在规条上作出承诺的, 有 (山 )西帮商人胡

升恒等 4号,胶帮商人孙丰聚等 6号, 登帮商人初元丰

等 7号,文莱帮商人王元兴等 5号, 诸城帮商人陈广盛

等 2号 ¹ , 共计 24号商行, 单就数量而言 , 其时山东商

人占有绝对优势。道光二十六年 ( 1846), 山东商人广

记、六吉等 21家, 又联名创建会馆, 并先在宝山县境内

购置田 22亩备造登莱公所, 南市公估局等首先输助

3000两, 怡顺昌等 3家捐银万余两, 众商捐银 6万多两。

自光绪二十九年 ( 1903)起建造会馆,于三十二年完工。

会馆落成,制定规则 50条,对会馆运营作出详尽具体规

定。会馆创办时, 捐款者有关税帮、公估帮、洋货帮、杂

货帮、祥字帮、黄县帮、沙河帮、福绸帮、丝业帮、铁货帮、

孤山帮、仁川帮、营口帮、崴口帮、银钱帮、周村帮、青岛

帮、即墨帮、胶州帮、元釜山帮、潍县帮、洋杂货帮, 共 22

个地域帮或行业帮, 商号多达 91家。其中关税帮商号

最多,为 15家。后来捐款者中又有涛洛帮。光绪三十

三至三十四年间,有谦祥益等 280余家商号捐款 º 。由

这些帮别,可知山东商帮在晚清的上海的地位。其经营

的行业则以豆、洋杂货、丝绸等业为主。到光绪时 ,山东

人自称在上海经商已 200余年。光绪二十九年, 山东商

人建立会馆, 到三十二年完工 »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

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 /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

家0, 一时之间集至 /数万之谱0, 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

力¼。

江苏海州青口船商。青口系江苏海州属下一镇。

康熙年间开海后, 青口商人即大力经营江苏沿海豆石

业,运抵太仓刘河镇发售, 嘉庆十八年 ( 1813)因刘河淤

塞,改将豆船停泊上海。青口镇字号商人乃与徽州商人

公议发起饼油山货公积金。道光二年 ( 1822)以 4000千

钱在大东门外契当住房一所, 建为祝其公所, 奉祀关帝

和天后。三年后加价 4000千钱, 转当为买, 在上海县衙

备案。道光十三年 ( 1833), 生意兴盛, 公所提取公积金

4000千钱归青口放赈。咸丰兵燹, 公所被焚, 内部管理

混乱,帐册散失。直到光绪十五年 ( 1889)才经整顿, 恢

复管理½ 。可见嘉、道时期为该青口商人的全盛时期,

咸丰战乱后即渐趋衰落。

江苏淮扬商帮, 在上海主要从事船运业, 建有淮扬

公所。光绪二十六年 ( 1900),淮扬公所同人联名控告船

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 44人¾。

浙江宁波商帮, 是鸦片战争后上海人数最多、实力

最为雄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域商帮, 19世纪七八十年

代起,又以买办、金融、轮运、成衣业、木业制造乃至进出

口业等最为出名, 其实观其形成和初起, 宁波商人是因

从事沿海运输起家并日臻发达的。在清代前期的上海

和沿海商品流通中,宁波商人从事船运业极为活跃。宁

波地方文献称: /航业为岛民所特长, 南北运客载货之海

舶,邑人多营之。0¿ 后人追溯, 开埠前, 上海著名的沙船

字号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 /惟

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 声势独盛0À。咸丰、同治年

间,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帆船航运业也达到了极盛。5申

报6称: /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 宁船也数百号,

每年统计进口沙宁船何止六七八千0 Á 。光绪中, 宁波

人自称: /吾郡 t 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

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 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

¹ 5上海县西帮商行集议规条碑6, 江苏省博物馆

编: 5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6, 第 484页,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59年版。

º 宣统5山东至道堂征信录6, 转引自彭泽益主编:

5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6,第 880) 890页,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 5创建山东会馆碑6,上海博物馆编 :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195) 196页。

¼5鲁人之大奋发6, 5民立报 6 1911年 12月 11日,

第 6页; 5山东河南绸业公所助饷启事 6, 5申报6宣统三

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 1版 ;分别转引自5辛亥革命在上海

史料选辑6, 第 636、63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 2

次印刷本。

½ 5青口客商起饼油山货积建公所碑6、5上海县为

祝其公所事务归南庄值年告示碑6, 上海博物馆编: 5上

海碑刻资料选辑6第 304) 305、306) 307页。

¾5松江府为禁船行管帮私收埠规告示碑6, 上海博

物馆编: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6第 73) 75页。

¿民国5定海县志6方俗志第十六5风俗# 航业6,第

50页。

À陈子彝: 5上海百年史料初稿 # 沙卫船商号为上

海商业巨擘6, 未刊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 5上海

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6,第 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Á 5申报6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一日。

Â �lv杨鸿元: 5甬东天后宫碑铭6, 转见于5天妃史迹

的初步调查6, 5海交史研究6 1987年第 1期, 第 62、63

页。

甬东,航天万里, 上下交资。0Â 北洋航运是关系宁波经

济最大者。宁波的 3个天后宫, 一为闽人所建, 一为南

洋商舶所建,而其中由北洋商舶所建者, /规模宏敞, 视

东门外旧庙有过之0, 始建于道光三十年,落成于咸丰三

年,费钱 10万千钱, /户捐者什一, 船捐者什九0, 主要由

船商捐款建成�lv ,直到其时, 船商还是宁波商人的中坚。

同治五年 ( 1866), 上海的宁波船户始创兰盆会 ,到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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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 ( 1907)助款加入四明公所 ¹ 。光绪后期,宁波

帮中之内河小轮业成立永安会, 举办同业斋醮, 捐款者

有 90余人, 宣统二年 ( 1910)并入四明公所 º 。这些航

业人员单独成立同业公所, 可见宁波航业在上海的实

力。

绍兴商帮在上海主要经营炭业、钱业、酒业等 ,据说

乾隆初年即在上海北门内建有浙绍公所。道光十一年

( 1831),浙绍公所集资置买义地, 捐款的商号与个人多

达 210, 其中有浙绍豆业,捐洋银 600两 (引者按: 此处洋

银两,当为元 ) , 仅次于捐洋银 950元的浙绍炭业 » , 可

见其时绍兴商人经营豆业者也相当有实力。

福建船商以泉州漳州商人最为突出,有泉漳会馆。

福建漳浦人蓝鼎元于雍正初年说: /臣生长海滨, 习见海

船之便利, 商贾造舟置货, 由福建厦门开驾, 顺风十余

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 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

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 来来往往, 习以为常。0¼乾隆十

九年 ( 1754),福建巡抚陈弘谋奏: /查闽省地处海滨, 南

洋诸番在在可通, 福兴泉漳等府地狭民稠 , 田土所产不

敷食用,半藉海船贸易, 为资生之计。0 ½ 福建商人尤其

是泉漳商人是清前期沿海贸易的主力。在上海, 泉州府

的同安和漳州府的龙溪、海澄三县商人于乾隆二十二年

( 1757)起始建会馆。同时置买北门外圩地, 建造泉漳北

馆,不久又置买会馆临近房屋田地, 收取租息, 作为会馆

维持经费。据说泉漳会馆, /其规模之宏远, 气象之堂

皇,横览各帮, 洵无多让 0¾。会馆周围, 上下通衢多是

该帮商人。以后随着到上海贸易人数众多,陆续添置公

产,到道光十一年 ( 1831), 该帮在官府登记的房产多达

226间, 田地 26亩, 仅司月就有金协盛等 51家商号¿ 。

道光十二年会馆重修, 总共收入 1663元, 其中公馆房租

700元, 捐款 963元。捐款者中, 官员 8人, 捐款 48元, 占

5% ;不明何种行业商号 43家, 捐款 643元, 占近 67% ; 金

恒发洋船等洋船商 7家和新景万船等 41条船, 捐款 272

元,占 28% 强, 其中捐款最多者是金恒发洋船, 捐银 60

两À, 未标明洋船或船者, 恐也有不少与海运业有关, 足

见海运业在泉漳商人中的比重。咸丰七年 ( 1857),向会

馆捐款的更多达商号或个人 32, 号船及租船 68艘,共捐

银 7110两,银元 204元Á。光绪二十六年 ( 1900),登记在

册的房产有 50余号,房屋 650余间Â。这在上海各帮中

也较为少见。房产如此之多,可以想见该帮实力。

广东商人特别是广州、肇庆、潮州等府商人, 在上海

主要以从事买办、经营糖烟鸦片等商品出名, 海运是其

主要运输途径。广肇商帮自称: /沪渎通商甲于天下, 我

粤两郡或仕宦,或商贾, 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 ,较他

省为尤众。0据说鸦片战争前就设有会馆在城内,毁于兵

燹�lv 。潮州商帮则于乾隆二十四年 ( 1759)在小东门外

姚家弄口购买市房, 四年后又契买小东门外上塘街市

房,移建会馆; 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 ( 1769) 1781)购买

¹ 5头摆渡船户兰盆会助款入四明公所碑6, 上海博

物馆编: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6, 第 360页。

º 5内河小轮业永安会入四明公所碑6, 上海博物馆

编: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6, 第 406) 408页。

» 5浙绍公所捐置义地姓氏碑6,上海博物馆编: 5上

海碑刻资料选辑6,第 211) 215页。

¼蓝鼎元: 5漕粮兼资海运疏 6, 5清经世文编 6卷 48

5户政二三6,第 1153页。

½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6第 8辑 , 第 138页, 乾隆十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¾5重修泉漳会馆碑6,上海博物馆编 :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244页。

¿ 5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6, 上海

博物馆编: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6, 第 233) 235页。

À 5兴修泉漳会馆碑6,上海博物馆编 :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235) 238页。

Á 5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6,上海博物馆编: 5上海碑

刻资料选辑6, 第 239) 244页。

Â 5泉漳会馆房产四址碑6,上海博物馆编: 5上海碑

刻资料选辑6, 第 245) 249页;民国 5泉漳特刊# 上海泉

漳会馆会务报告书6,转引自彭泽益主编: 5中国工商行

会史料集6, 第 861页。

�lv光绪5上海肇庆会馆历年数目征信录 6, 转引自彭

泽益主编: 5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6, 第 877) 880页; 5上

海县续志6卷 35建置下# 会馆公所6。

�lw5上海县为潮州会馆契买市房以充祭业准予备案

告示碑 6, 上海博物馆编: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6, 第

249) 252页。

�lx蒋廷黻主编: 5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6, 道光朝第 2

册,第 63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小东门外下塘街市房,嘉庆十六年 ( 1812)拓为会馆。当

时已有房产 11所�lw, /朋簪既盛,物力滋丰0。该帮章程

规定,运输货物如患燥湿而遭损丢失, 按毗连最近之县

摊补,由此而内部又分成潮阳、惠来一帮, 海阳、澄海、饶

平一帮,揭阳、普宁、丰顺一帮。道光初, 揭普丰帮首先

以该帮之厘自抽自用,而向会馆继续捐款的以潮惠帮中

的糖、烟厘为最多。道光十八年 ( 1838), 江西道监察御

史狄德奏报: /上海县地方, 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

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 由

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

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

浙江等处地方。0 �lx道光十九年, 清廷严禁鸦片, 潮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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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贩卖鸦片遭他帮遣责,乃另立潮惠公所于振武台城濠

之北。咸丰三年 ( 1853)毁于火。六年移建于姚家码头

内街,十年又毁。当时鸦片弛禁, 称洋药, 潮阳人大力贩

卖,业务兴旺, 形成 /上海贩售烟土之华商皆潮州帮0 ¹

人的畸形格局。同治五年 ( 1866), 潮阳帮中糖、烟、洋药

业各按货抽厘, 在十六铺南独创潮惠会馆 , 建馆费用多

达 60500两。捐款的商号潮阳为 73家, 惠来 2家, 捐银

多达 73651两, 其中潮阳的德盛号捐银 6420两, 陈增茂

号和郑洽记号均达 5000余两 º 。这样的巨额捐款, 在上

海的商帮中是很少见的,充分显示了潮阳商帮在上海糖、

烟、鸦片贩运业中的实力。后来惑于风水,会馆于光绪二

年 ( 1876)和二十三年两次迁建,耗银达 73000余两。

二

上述各地海商活动于中的地域商人组织, 实际上并

没有反映上海当地及周边各县的海商情形。嘉庆、道光

年间,包世臣和齐学裘等力主漕粮海运人士描述其时沙

船情形道: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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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著之富民。, ,自康熙廿四年开

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 而布茶各南货

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董事

以总之。0 » 齐学裘说: /沙船船商, 皆系上海、崇明等处

土著富民,出入重洋 ,无处侵漏。0¼名臣魏源称 : /今江

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 出入重洋, 无由侵

漏。每岁关货往来, 曾无估客监载, 从未欺爽。0 ½ 道光

五年 ( 1825),包世臣又说: /沙船十一帮, 俱以该商本贯

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0¾协办大学士英和

也谓: /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 大船可载三千石, 小船

可载千五百石, 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 立有会

馆、保载牙行。0¿ 咸丰元年, 5北华捷报6报道: /上海和

山东之间帆船贸易盛行一时。豆、豌豆、油粕等每月从

山东运至上海。这些帆船的船主基本上是上海及近郊

居住的人,极少也有山东籍船主。帆船贸易所雇佣的多

种类船舶至少有 1500艘左右。上海在住最大的船舶所

有者叫 Sing yun(森郁, 即郁森 ) ) ) 笔者按 ),据报告他拥

有帆船 60艘。0À同治初年人所谓 /上海一隅之地,沿海

居民多藉船业为生0。同治时上海方志谓: 沙船 /船商多

隶江苏及本邑, 惯行北洋。一曰蜑船, 船商多由浙宁来上贸

易,能行南北洋。一曰卫船, 船出直隶之天津及山东界贸易南

来,祗行北洋。一曰三不象船, 船出福建,与各船相似而不同,

故名,亦能行南北洋。0Á

依据当时人的这些说法, 在上海从事海运业者, 来

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上海当地及周边如宁波、

海门、南通、太仓等地人也极为活跃, 其中势力最大者,

即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可知

海船运输业与一般意义上的远距离贩运贸易不同, 当地

人居有地理和人力等优势,能够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

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上海地区的沙船商, 起步于明后期。嘉靖十四年

( 1535),巡按直隶御史张题奏中称: /近年以来太仓、崇

明、江阴、通泰沿海居民视海洋为庄衢0, 从事沿海贸

易Â。万历四十五年 ( 1617),应天巡抚王应麟称: /沿海

民多造沙船,始贾装运之利 ,继为通夷之谋0 �lv 。姚廷遴

5历年记6崇祯十二年 ( 1639)十月二十六日记:上海东门

外殷姓, /系崇明籍,侨居海上已三代矣, 业有沙船几只,

开贩柴行生理,家甚厚0 �lw。此殷氏, 正是清中期包世臣

等人所说的祖籍崇明人。只是其时的沙船, 运输的还不

是日后开放海禁后的豆粮,而大概只是从事近距离生活

日用品的运输。

¹ 徐珂: 5清稗类钞 # 农商类6 /上海土业 0条, 第

2318页,中华书局 1984年版。

º 5创建潮惠会馆碑6,上海博物馆编 : 5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6, 第 325) 330页。

» 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6卷 15海运南漕

议6。齐学裘5见闻续笔6卷 25海运南漕议6 ( 5续修四库

全书6第 1181册, 第 405页 )和齐彦槐 5海运南漕议 6

( 5清经世文编6卷 485户政二三6 )文字相同。

¼齐学裘: 5见闻续笔 6卷 25禀复魏元煜制军稿 6,

5续修四库全书6第 1181册,第 408页。

½ 魏源: 5复魏制府论海运疏 6, 5清经世文编 6卷 48

5户政二三6,第 1173页。

¾包世臣: 5安吴四种# 中衢一勺6卷 35海运十宜6。

¿英和: 5筹漕运变通全局疏 6, 5清经世文编 6卷 48

5户政二三6,第 1163页。

À 5帆船贸易6, 5北华捷报6第 30号, 1851年 2月

21日,转引自松浦章: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

盗研究6, 第 132页。

Á同治5上海县志6卷 75田赋下# 海运6。

Â 5条例备考 6兵部卷 25复太仓兵备6, 日本内阁文

库本。

�lv 5明神宗实录6卷 557, 万历四十五年五月己卯,第

5) 6页。

�lw姚廷遴: 5历年记6, 第 9页, 5上海史料丛编6本,

1962年。

入清之后, 延至开海之初, 因长期的海禁和清初的

迁海,沿海贸易极度萧条, 海船 /舵工水手久无其人 0。

虽然开海,专门收泊装载豆石的沙船的江海关的分关刘

河口,并无海商前往, 可以想见, 其时上海大关海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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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多。后来有安徽商人金姓者, 赍带资本到刘河创造

海船,从此而开创了刘河的海船字号业, /帆樯林立, 江

海流通0。更后则有江苏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

继起而为海商,山东胶州则有商人开设中和、利吉字号,

莱阳则有商人开设吉顺字号, 汇县则有商人开设恒利字

号。同时也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船户, 来自吕四的高、姚、

包、赵等大户及诸多小户, 于是苏北、奉东各口之商贩在

刘河镇设立的运输字号 /如云而起矣0¹ 。与此同时, 上

海的海商当也日渐汇集。康熙三十六年, 上海县重修县

庙,就有吴姓 /洋商0捐银 10两, 在捐款者中崭露头角。

康熙后期, 著名海商张与可, 可以作为典型。这个

张与可,又名张羽可, 真名张丰, 上海县船户, 本系监生,

考授州同之职, 开张元隆洋行, 康熙五十年江苏巡抚张

伯行查禁海盗时,审讯后是这样奏报的: /查张元隆开张

洋行,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今已有数十只, 招集异乡

水手,假名冒籍, 请关县牌照, 藉称贸易, 往来东西二洋

及关东等处。0 º 上海县造报康熙四十五年 ( 1706)出海

船只册内开列的船户余亨,舵工张任、林永祥等 23人,

均由其保结。康熙四十九年间, 指使其弟张令涛夤缘进

入两江总督署为幕客, 而将洋货不时贿赂总督, 总督噶

礼在上海时,十数船所铺设之物, 均由其馈送, 而由其弟

令涛护送至宁波入口。当常州府通判周葑和常熟知县

章曾印奉巡抚之令前往其家取供时, 其竟公然上座, 两

官侧坐其下。 /今现查出元隆自置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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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周五华之类,则其立意要洋船百只之说不虚矣。又

经臣亲审华亭县经承, 据开出元隆在该县冒领照票之

船,有杨日升等二十八只, 俱非华邑民人。一处如此, 其

在别县移甲换乙冒领照票, 当又不止百只矣。0» 又奏:

/访得奸牙张羽可即张元隆,开张洋行, 招集异乡匪类,

广置洋船,诡捏姓名, 冒领照票, 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

处,行踪诡秘。, ,张元隆已于上年 (笔者按: 即康熙四

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 ,故尚有伊弟张思

永、伊侄张藻文、张心佩、张龄千, 皆为元隆手足腹心朝

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张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张仲泉供,

系在行经管讨账。又有曹鸣岐供, 代元隆管船, 上年前

往山东被盗, 系在山东顶名具报之人。又有沈汉修等,

俱代张元隆在行料理。, ,且据张思永供,时常见余元

亨在哥子行里卖货,有五六年了等语。张羽可在海关保

欠各船商税银八千两。0 /据上海县讯, 供亦称张元隆共

有五船,同开出海。, ,据华亭县经承沈来时据开, 张

元隆在华亭县领过照票, 有杨日升、王胜吉、何元吉、邵

元隆、吴万隆、王永顺、陈茂盛、陈璧、吴天成、周嘉、李长

吉、张元嘉、吴圣兴、陈起胜、陈禄吉、吴茂顺、叶楫臣、林

文、林发、张徐祥、萧鹤鸣、陈泰兴、戴元生、吴起元、张

盛、张南等, 连余元亨、张永升共二十八船。华亭一处即

有如许多船,其在别县移甲换乙, 诡领照票自必不少。合

之都察院访闻,元隆立意要洋船百只,已有数十只,籍称

贸易, 逗遛在外,久不归里。0¼宠臣王鸿绪也密奏: /江浙

地方海中时有贼船,上海县有富商张与可向日开张洋货

行店, 今年五月十七日张与可有洋船十七只出海,有营船

三只护送出去,系浏河营、吴淞营、松江左营千把总等三

员。不意遇海中贼船,劫去张与可洋船一只。0½

由上述奏报, 可知这个张与可确实非同一般, 其开

设元隆海船牙行,自有洋船数十只, 以百家姓编号, 立意

置立海船百只,曾经五船同开出海, 或一次性出海洋船

17只,出海时以官兵为后盾, 有绿营营船保护。行内分

工细密,人手众多, 有管事之人、料理之人、管帐之人、管

船之人、卖货之人。同时以其名义为周邻地区的海船到

官府领取出海贸易照票, 为船户水手出具保结, 仅在华

亭一县,就领过 28只海船的照票, 而船主均非华亭人

氏;仅在上海一县, 就于康熙四十五年保结过 23名船户

舵工;更保缴海船税款, 光欠交者就多达银 8000余两。

张与可是个集船商、牙商、保载人、红顶商人于一身, 其

弟为两江总督幕客,与总督关系非同一般, 声势显赫,视

州县官为草芥。当时海船的造价, 似与后世相当, 蓝鼎

元说: /内地造一洋船, 大者七八千金, 小者二三千金

, ,商家一船造起, 便为致富之业, 欲世世传之子

孙。0¾一船造价七八千两银, 数十条船, 所需固定投资

可以想见,船商之财力着实可观。

¹ 金端表: 5刘河镇记略6卷 55盛衰6, 5中国地方志

集成# 乡镇志专辑6,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

书社 1992年版。

º 张伯行: 5正谊堂文集6卷 15海洋被劫三案题请

敕部审拟疏6,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6集部第 254册, 第 16

页,齐鲁书社 1995年版。

» 张伯行: 5正谊堂文集6卷 25沥陈被诬始末疏 6,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6集部第 254册 ,第 26) 27页。

¼张伯行: 5正谊堂续集6卷 25驳勘张元隆船只有

无在外逗遛檄为奏闻事6, 5四库未收书辑刊6第 8辑,第

18册,第 527) 529页, 北京出版社 2000年版。

½ 5王鸿绪密缮小摺 # 张与可洋船被劫案6, 第 92

页, 5文献丛编6上, 1964年影印本。

¾蓝鼎元: 5鹿洲初集6卷 35论南洋事宜书 6, 5文渊

阁四库全书6第 1327册, 第 599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5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第

659页,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类似张与可这种身家的大船商, 据人研究,在乾隆、

嘉庆年间的上海,主要有 /朱王沈郁0四大家¿ 。这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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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船商, 在清中后期的上海大多常可见到。此类船

商,大约有船数艘至数十艘。常熟人郑光祖 5一斑录6

载,常熟白茆海口在张墅东十里, /有张用和者, 其家素

以泛海为业,每至关山东关东山海关东牛庄等处山东胶

州等处往来生理。嘉庆二年有船名恒利不归, 丧资不

少。后道光三年九月又有一船, 名祥泰, 已达牛庄销货,

又置办豆饼、羊皮、水梨等物, 回过成山角 , 遭飓风倒拖

太平篮。0 ¹ 是其时实有其人的船商。

嘉、道时期, 上海的船商进入兴盛时期。名臣包世

臣说,上海等地的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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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凡客商

在关东立庄者, 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载牙人, 在上海

店内写载,先给水脚 0º 。如前所述, 包世臣又说: 上海

的船商,尤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 而 /尤多大户,

立别宅于上海, 亲议买卖。然骄逸成性, 视保载行内经

手人不殊奴隶。, ,其大户有船三五十号者, 自为通帮

所敬厚0» , 其拥有的 /大号沙船, 造价盈万, 中号亦需数

千0¼。同时期的无锡人钱泳也说: /今查上海、乍浦各

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

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 身家殷实, 有数十万之富者。

每年载豆往来, 如履平地。0½ 崇明地方志书也描述, 其

时县民习海道, /东乡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

余艘0¾。同治时, 王韬说: /沪之巨商不以积粟为富。

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 驶至关东, 运贩油、酒、

豆饼等货, 每岁往返三四次。0¿ 拥有数十号船只的船

商,其财力看来确实雄厚。

嘉庆十三年 ( 1808)十一月, 日本土佐安艺郡奈良志

津漂着崇明船籍沙船, 据舵工称, 船主郁长发, 崇明县

人: /我船板主郁圣兰在崇明县船有十一只: 郁长发、郁

长利、郁长顺、郁长太、郁长茂、郁长兴、郁长生、郁长增、

郁长裕、郁祥顺、郁合发 (注记: 外人二人合货 )。多自圣

兰之船户,一船一名。郁家者船多自山东生利。0郁圣兰

名郁海,圣兰是其号 À。道光六年海运漕粮的通字号郁

同发船、崇字号郁其顺船, 大概即其所有。

道光初年,议论漕粮北运时力主海运和海运时出力

尤多的就是上海等地大船商。如施彦士, 是崇明县举

人,谢占壬是鄞县职员, 自称是 /自幼航海经营0、常年往

返闽省奉天之间的 /海角末商0,不但在朝廷议论漕粮时

力主海运,出谋划策, 而且后来在运粮过程中, 施彦士与

宝山县监生陆昌言, /首先领雇,倡募招来最为出力 0, 谢

占壬与上海县监生王揆, /熟悉洋情, 效力尤著 0。其余

有 /以自置沙船领载该县粮米万余石, 不受水脚价值, 情

殷报效0的上海县职员毛招勋、朱增慎, 以及 /俱招致多

船,争先受雇0的船商蒋炳、陈廷芳、陈鹤、陈荷、季兆缙、

季存霖等人Á 。按照当时规定, 5只船以下的船主不领

运,则领运者全部是实力雄厚的大船商, 殆无疑义。其

中的蒋炳,字鸿声, 是苏州府元和县监生, 开设蒋全泰船

号,拥有海船 21只, 均以蒋氏为名, 即蒋元亨、蒋元利、

蒋元贞、蒋恒生、蒋泰生、蒋肇生、蒋聿生、蒋太生、蒋德

生、蒋天生、蒋同生、蒋宁泰、蒋荣泰、蒋复泰、蒋震泰、蒋

全泰、蒋福安、蒋福康、蒋大昌, 从事北洋贸易, 外有两

船,装木贸易, 蒋福源、蒋福来 Â。乾隆四十九年, 苏州

府元和县有商船船户蒋隆顺等从事北洋贸易�lv , 很可能

与后来的蒋炳属于同一家族, 如此则自乾隆直到道光年

间,在上海活跃着蒋姓船商家族。另有上海县船商王文

瑞与其兄文源, 开有王利川字号, /自造海船数十号, 往

来燕齐间,懋迁有无, ,道光五年有司筹办海运, 君以

自置海船充公用。0�lw事后, 王文瑞和慈溪县船商盛垣,

因各运漕米 3万数千石, 被朝廷赏给七品职衔, 崇明县

监生朱承茂、长洲县船商何文 、上海县船商沈志明、浙

江宁波镇海县船商华仁安等, 各运米 2万余石, 赏给八

品职衔�lx。

¹ 郑光祖: 5一斑录# 杂述一 6/漂泊异域0条, 第 17

页,中国书店 1990年影印本。

º 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6卷 15海运南漕

议6。

» 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 6卷 35海运十

宜6。

¼齐学裘: 5见闻续笔 6卷 25禀复魏元煜制军稿 6,

5续修四库全书6第 1181册,第 409页。

½ 钱泳: 5履园丛话6丛话四5水学6, 第 108页 ,中华

书局 1979年版。

¾民国5崇明县志6卷 45地理志# 风俗6。

¿王韬: 5瀛壖杂志6卷 1/沪之巨商不积粟0条, 第

12页,岳麓书社 1988年版。

À 5江南商话 6,转引自松浦章: 5文化五年土佐漂着

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 ) ) ) 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

四6, 关西大学出版部 1989年版,第 15、27页。

Á陶澍: 5陶云汀先生奏疏 6卷 125抚苏稿6, 5续修

四库全书6第 498册, 第 791页。

Â 5送 录6附言, 松浦章编著: 5文政十年土佐漂着

江南商船蒋元利资料6,关西大学出版部 2006年版, 第 8

页; 5历代宝案6第 2集, 第 144册, 第 5991) 5995页,台

湾大学印行, 1972年。

�lv 5历代宝案 6第 2集,第 73册, 第 3709) 3710页。

�lw5上海王氏家谱6卷 65世章# 皇清恩给七品衔王

君家传6。

�lx陶澍: 5陶云汀先生奏疏6卷 155海运案内急公商

埠请加奖励摺子6, 5续修四库全书6第 498册,第 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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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时海商财力大体如旧, 雄厚者仍以数十只海

船为准,只是不再像康熙时张与可那样, 船商、牙商与保

载人于一身,而是船商、船牙与保税人分开, 各司其职。

上海开埠前, 据人研究, /商业以沙卫船商号为巨

擘,豆业更为历史之中心。当时, 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

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惟有李大是宁波帮

之后起者,声势独盛。全盛时期, 计有沙卫船二千数百

艘0¹ 。

嘉庆年间直到清末,上海最有名的船商, 据现有研

究,是上海乔家浜郁氏。此上海郁氏, 原籍嘉定, 大约乾

隆、嘉庆之际, 有郁润桂、润梓兄弟者, 经营沙船业起家,

在上海乔家浜购地建宅。润桂长子彭年号竹泉, 次子松

年字万枝,号泰峰。兄弟两人将郁家的船业发扬光大,

彭年开设森盛船号, 当其主持家业时, /大船有八十余

号,凡沙船出洋猝遇飓风搁浅,抛弃货物至船而止 ,名曰

-松船 . 0º 。道光十七年三月出巨资赞助建造上海县城

隍庙剧台。同治三年,森盛号领衔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具

禀,要求北洋豆货仍归上海商船转运。泰峰佐助兄长,

富才略,有学养, 至少拥有沙船 50余只, 曾出 10万两银

收购宋元佳本,手自校雠, 刻成 5宜稼堂丛书 6而附以校

勘记。咸丰三年, 上海东关外天妃宫毁坏 , 泰峰与人捐

资重修。同治初年,当地重修残破的上海城, 泰峰输金,

上海原来岁科两试所取学生额定为 14名 , 朝廷为此增

加学额 10名。彭年之子熙绳, 字亦泉, 即 5重修商船会

馆碑6中以经理馆务的身份列名的郁正卿。其时其家沙

船业已经衰落, 仍在商船会馆中主持事务 , 说明郁家仍

主导着上海的沙船业 » 。清后期上海有大豆行号 4家,

郁氏即占丰太、利昌两家。

上海开埠后,毫无疑问, 5重修商船会馆碑6中提及

的道光二十四年后至光绪十七年经理会馆事务者 ,除了

第一任石琢堂 (即石韫玉 )为名人外, 其余张兰亭、陆春

晖、沈洛宜、吴沐庄、金侍香、周心宇、金梅岑、沈晓沧、江

馨山、沈庆甫、郁正卿、宋佩韩、潘子楼、王宗寿 14人, 至

少大多数人就是有名的沙船号主。这些船商, 对照咸丰

四年浙江地方官段光清所记, /是时宁波北号海船不过

一百七八十号0, /北号商家自置海船, 大商一家十余号,

中商一家七八号, 小商一家二三号, 由商人自派0¼, 则

上海的船商无论单个身家还是总体实力, 都要比同时期

以海运业著称的邻近城市宁波大得多。

上述沙船商的籍贯、身价和其行为说明, 上海的航

运业船商,不同于一般商业领域多系客商的情形, 而主

要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 他们

在清代前中期的上海市面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从而不

但在上海这一航运业中心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中发挥出

领袖百业的作用, 而且在清后期朝廷的海运漕粮、上海

地方事务的运作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 均发挥出独

特的作用。

三

上海以沙船主为中心的航运业, 从业人员在 10万

余人½ ,不但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形成

复杂的关系,而且船商与客商, 与豆业字号, 与豆行、饼

行、油行,与牙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

复杂的关系,上海一地的文献不足征, 既有的沙船航运

业研究也仍未全面反映,需要借助清代前期太仓的资料

方能说明。太仓比邻上海, 为江海关分关, 清代前期豆

粮贸易十分发达, 而且较长时期内自成体系, 与上海的

豆粮贸易又互相影响,其交易方式足以为我们探讨上海

的豆粮贸易作参考。

¹ 陈子彝: 5上海百年史料初稿6, 上海市工商业联

合会等编: 5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6,第 5页。

º 5黎阳郁氏家谱6卷 65行状# 六世祖考竹泉公行

状6, 转引自饶玲一: 5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

方之关系6, 5史林6 2005年第 2期。

» 同治5上海县志6卷 215人物四6;王韬: 5瀛壖杂

志6卷 2、3,第 48、54、103页;陈子彝: 5上海百年史料初

稿6,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 5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

料汇编6, 第 5页。参见松浦章: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

中国海商海盗研究6, 第 139) 140页; 饶玲一: 5清代上

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 6, 5史林6 2005年第

2期。

¼段光清: 5镜湖自撰年谱6, 5清代笔记史料丛刊 6,

第 91、92页,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½ 同治三年, 上海沙船主郁森盛等具禀称: /各船商

具有身家, 尚能束手待尽, 而耆舵、水手人等, 藉此谋生

者至十余万人, 别无恒业。0丁日昌: 5丁中丞政书# 巡沪

公牍6卷 25北洋豆货应归上海商船转运请奏详 6, 5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第 77辑,第 764册,第 988页。

¾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 6卷 35海运十

宜6。

船商,已如前述, 开设船号, 自有船只, 多者船有数

十艘,少者数艘, 雇佣耆舵、水手,或直接从事以豆、饼为

主的海运贸易,或为客商提供海上运输业务。如前曾提

及包世臣所说, 船商多大户, 立别宅于上海, 亲议买卖,

而其 /大户之船, 油艌必精善, 耆老舵水必备皆著名好

手,庄客时常写雇, 故富则益富。少者商本既微, 生涯淡

泊,船或老朽, 贫则益贫。, ,沙船揽载关东豆货, 水脚

长落不一0¾。这类船商, 也就是胶东一带专门起名称

/装运0之人, 其人凡 /江南、关东及各海口0, 皆有其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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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¹ 。船商无论是上海当地人, 还是邻近州县人, 都是

财力雄厚者,在上海均有住宅, 并直接从事贸易运输业

务,或为客商提供商品运输服务, 所谓 /庄客时常写雇0,

以此赚取大批量运输费用, 其运输费则随时变动。

豆业字号,即专门从事豆粮贸易的外地商人在太仓

或上海设立的字号, 也即外地商人在太仓或上海立庄

者。这样的豆业字号, 上海殊少记录, 而在清前期的太

仓资料较多。现太仓浏河镇天妃宫收藏有一块乾隆十

七年 ( 1752)竖立的5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6 (以

下简称5海商碑6 ) º 。由碑文可知, 为反对地棍创设海

埠收取牙用,来自各地的豆业商人呈文官府请求制止,

在碑上具名的商号, 有东省 (即山东省 )士商范利吉等

31家,江省 (即江南省 )士商汪天春等 59家, 共计字号

90家。这是记录刘河镇乃至整个江南豆业字号数量最

多、名称最为具体的材料, 为我们研究清代江南的豆货

贸易及各地商人在江南的字号创设情形提供了极为有

用的资料。按照刘河镇地方文献的说法, /乾隆二十年

之后,刘口之船益多0, /自此以后, 商民乐业, 船如蜂拥

而来,行号日增0 » , 其后一段时间内刘河镇的豆业字号

应该更多。道光初年的5刘河镇记略6提到, 由人代为经

营管理的山东字号永兴、合兴、吉顺、正义、义成, 徽州商

帮字号德盛、诚和, 浙江海宁字号金长和, 上海字号唐义

裕、赵泰源等, 多达 12家, 但在碑中都未见其名, 可见其

时刘河镇豆业字号当不下百家左右。

5海商碑6中列名的刘河镇的豆业字号, 按照5刘河

镇记略6所说, /设有长庄字号赴销货物 0, 参照在刘河

镇上设庄的登州商人张复兴家资富有千万而 /号中之

费每岁不过千金0¼, 实是运销豆麦杂粮的商业资本主

在销货地或购货地设立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

设立者, 大多是由外地来的 /客商 0, 从地方文献描述来

看, /俱系身家殷实之人0, /货多而帮众 0, 拥有巨额商

业资本, 有的最初起家时不过 /万金家业0, 而到后来,

富者多至 /千百万0两银。交易时, /凡货之高下, 价之

贵贱, 俱可随字号以定0, 其经营规模相当可观½ 。这

些字号, 大多拥有从事运输的船只, 少数字号运输附载

亲友商艘 ,偶尔也雇请他人熟悉的船只运输, 如 5海商

碑6所称, /皆系自舡, 或附载亲友商艘居多 , 间有雇写

他舡, 亦与熟识舡主交易 ,相信相孚、无欺无弊者 0。他

们只是将货运到刘河, 与在刘河购货的商人即 /内客0

彼此不相谋面, 买卖双方并不直接展开交易, 而是通过

中间交易的豆行来完成商品的过割 , 所谓 /售货者惟

行, 收银者亦惟行0。

这样的豆业字号,与一般的沙船主也有所不同。在

太仓等地的船主,也称船商 ,大多是当地人,所以嘉庆初

年包世臣说: /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

土著之富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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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¾他们开设船号, 是为了揽

载客商货物运输。而豆业字号主要是外地客商, 特别是

山东客商,在刘河镇的字号力量最雄。豆船字号如无自

有船只,就需向船商租赁船只, 或者委托船商提供船只

运输。因此,豆业字号与船商, 前者主要从事商品贩运,

后者主要提供运输服务, 是一种商业运输的合作关系。

但两者时有重合, 如果船商以贩运为主, 某种意义上船

号主同时也是豆业字号主;如果豆业字号主要以自有船

只贩运,某种意义上就是豆业字号主兼船号主。

这样的豆业字号,在上海尚未见人论及。然而乾隆

末年起,随着刘河河道淤塞, 胶东和关东豆船纷纷改泊

上海,豆业字号大多已迁往上海, /仅存登、胶二三家0字

号,上海港埠日益兴盛。到嘉庆年间, 定例由青口对渡

的豆船也试图改泊上海。地方政府虽然一再试图维持

对渡定例,但实际情形是豆船已基本上改由上海大关入

口,当时 /商行字号尽迁上海,仅存奉旨对渡刘河济民食

之青口豆船数十号,尚收刘河0, 胶东、关东豆船都已改

泊上海。嘉庆八年 ( 1803),青口商人程宏泰以刘河淤塞

为理由,具呈两江总督, 请求豆船改收上海。嘉庆十三

年,青口的崇明、山西众商, 又以刘河淤浅为辞, 请求暂

收上海, 而上海道房竟然备文详报巡抚, 巡抚予以批

准¿ 。 /自此以后,刘河一口,竟无一船之至矣0À ,残留

的山东豆业字号也 /售屋拔庄而去0 Á 。嘉庆十九年,豆

船入口刘河的定制正式宣告结束, 上海迅速替代太仓成

为江南乃至全国最大的饼豆市场。豆业字号纷纷迁入

上海,上海饼豆市场更形兴旺, 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市

场和航运中心, 上海理应存在较之刘河更多的豆业字

号。前述道光七年上海商行船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

条时,西帮、胶帮、登帮、文莱帮、诸城帮共 24号商行,即

是这样的豆业字号。

豆行,是豆、油、饼等豆粮的贮存交易之所, 具牙行

性质。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 上海饼豆业神尺堂碑文

道: /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饶衍者莫如豆。由沙船

运诸辽左、山东, 江南北之民, 倚以生活,磨之为油, 压之

为饼,屑之为菽乳, 用宏而利溥,率取给于上海。其积贮

¹ 道光5胶州志6卷 155志四# 风俗6。

º 碑文全文见拙文5一块反映刘河镇商业字号兴盛

的碑刻6, 5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6第 24期, 2001年 7

月 15日。

» ¼½ Á金端表: 5刘河镇记略6卷 55盛衰6。

¾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6卷 15海运南漕

议6。

¿ À金端表: 5刘河镇记略6卷 35创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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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之所,名之曰行。0¹ /故同业牙行曰豆行, 又称饼豆

行,俗称关货行, 以货皆从关东、山东来也。0 º 这种豆业

牙行,在内外商之间从事交易, /领帖开张 ,创立牙行, 招

接内商,视其货之高低, 定其价之贵贱, 使内外商人各无

争竞,而扣用一二厘以供用度, 而外商之银钱惟牙行是

问。0 » 豆行存货交易, 收取佣金即行用、牙用, 在刘河,

大概因为交易量大, 抽取的行用仅为每两一二厘, 比率

相当低。等到交易, /内外之商彼此不相谋面, 中间有行

以主之,则售货者惟行, 收银者惟行, 日夕奔波, 不胜其

烦。乃定为标期, 一月三标, 以六为度。, ,有标期以

限之,则可随时交易, 各行按期以付银, 内客亦准期而交

付。0¼豆业牙行不但在内外商之间居间交易, 而且负责

货款的回拢,所谓 /外商之银钱惟牙行是问0。交易过秤

之时,经手人另外收取少量的过斛费, 其标准, 按包世臣

说法, /买卖旧例, 过斛人每斛有钱一二三文不等 0½ 。

豆业字号从苏北、山东、关东等地将豆货运到刘河或上

海后,就直接销往豆行, 从而与豆业牙行形成了相互依

赖、不可或缺、同盛共衰的商业合作关系。刘河镇的豆

粮交易形式表明, 无论外商和内商, 不但互相之间并不

直接发生交易业务,而且各自都通过相应的中间豆行或

牙行定价算银。这种交易随时但按期付银的方式 ,既简

化了手续,又确保了银货两讫。这是目前所知鸦片战争

前江南商品交易最为发达完善的货银交割形式。可见

由于商品产销的专门化, 交易的分工日趋细密完善, 市

场要素配置日趋合理, 商品交易日趋便利有效, 商人购

销商品的商业成本也可能不断下降。

这样的豆行, 上海开埠之初建立神尺堂时, 司月有

张仁元等 6家, 经办司事有沈述庵等 10人。由碑文夸

奖 /诸同人能世守其业0, 可以推知豆行多是世代经营

者。同治年间,豆行向官府禀文称: /伏查豆业所销油、

豆、饼三种, 以豆为大宗, 抽取佣金有限。从前豆业, 通

市共有一百四五十家,今则大小不下六七十家。缘沙船

连年亏本,停泊不开, 豆业之来源已绝, 油坊被贼毁尽,

复业无望。0¾是说豆业兴盛时豆行开设多达一百四五

十家,到沙船减少、豆粮来源断绝的极不景气的年代, 仍

有六七十家。其交易形式, 因 /规模宏大, 信用卓著, 以

能得号商之信任,能买号货为关键, 因交货付价, 有镳期

二十天,提货后付给本票, 尤关慎重,同业恪守信用。0 ¿

此种交易形式,与太仓完全相似。

保载行。在太仓或上海, 船商、豆业字号众多, 交易

量浩大,税额自是极为可观。为了防止偷漏税款, 也为

了方便交易,地方政府特设 /保税行0或 /保载行 0。5刘

河镇记略6载: /保税者, 商人之领袖也。0À包世臣说:

/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 上海皆有保载牙人, 在上海店内

写载,先给水脚, 合官斛每石不过五百余文。0Á 又说: 沙

船主 /视保载行内经手人不殊奴隶, ,保载行八家, 并

非领帖船埠,专为庄客包税, 兼及觅船,并不于水脚内抽

分行用0Â。英和也说, 沙船 /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

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运货往来, 并不押载, 从无欺

骗等情。0 �lv由时人的这些说法, 可知豆业保载行, 由地

方富商所开,它既不是船埠即船行,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牙行,所以并不抽取行用, 而是专门为客商包交税款,

兼事介绍载货船只、办理揽载合同的机构。因为从属于

船商或富商,行内牙人实际是船商雇佣之人, 身份地位

低下,是以船商如同奴隶贱视之。需要指出的是, 保载

行的出现是商品交易发达设施完善的表现。前述康熙

后期的大海商张与可, 既是船商, 又是牙商, 并包缴商

税,可见其时还无独立的保载行。

¹ 5饼豆业建神尺堂碑6,上海博物馆编: 5上海碑刻

资料选辑6, 第 282页。

º ¿ 5上海豆业公所萃秀堂纪略# 营业之状况6,第

17页。

» ¼À金端表: 5刘河镇记略6卷 55盛衰6。

½ Â包世臣: 5安吴四种# 中衢一勺6卷 35海运十

宜6。

¾5清同治年间丰泰等七十六家豆行共同恳免捐事

禀呈官府的文稿6,编号 397- 1- 27,上海市档案馆藏,

转引自松浦章: 5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

究6, 第 125页。

Á包世臣: 5安吴四种 # 中衢一勺6卷 15海运南漕

议6。

�lv英和: 5筹漕运变通全局疏 6, 5清经世文编 6卷

48,第 1163页。

�lw5江南商话 6,转引自松浦章: 5文化五年土佐漂着

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 ) ) ) 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

四6, 第 8、16、18页; 5江南人尺牍6, 转引自松浦章: 5文

化五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 ) ) ) 江户时代漂

着唐船资料集四6,第 36页。

船商从事沿海贸易, 须由保载行开出保票, 以负法

律责任,而既有研究从未述及。嘉庆十三年 ( 1808), 崇

明县郁长发船舵工水手 11人, /于李裕昌行保票, 往山

东生利0, 装载子花 19包、花衣 3包等, 至山东 /莱州府

办油、豆、猪肉等, 并买花合桃腌等物0。于十一月初六

日放洋,遇风漂到日本 �lw。豆业有保载行, 海船须由保

载行保禀开出保票, 文献记载只见于太仓刘河, 而结合

康熙后期张元隆经营事例和嘉庆中期郁长发船事例,可

知上海的豆业经营手续和形式, 与刘河是相同的, 同样

需经保载行。道光七年,上海商行船集议关山东各口贸

易规条时,具名的有税行唐万丰、顾诚信、张鼎盛、李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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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万永昌、郑同兴、刘协丰、朱通裕等 8家, 这里的税

行,设在豆业萃秀堂, 从其职能是代交税款和 /各号凭行

写船0来看, 即是保载行。

担任保税行者,是身家殷实,素习商贩的 /商人之领

袖0, 是与当地人休戚相关, 而且与奉、东商人一向熟悉

的当地人。由他们负责保税事务, 官府和客商均较为放

心。而且富有的保税行主, 互相之间也联名具保, 负连

带责任, 容易获得客商认可和信任。如有宁波人吴姓

者,明末兵乱时逃到刘河, 入赘茜泾季氏, 季氏无子, 即

承季氏之业, 接办季长泰保税行。又有泰兴季氏, 世代

从事辽东商贩之业, 投靠刘河舅家万姓, 开设万复隆保

税行。还有昆山之徐, 杭州之郑, 都与刘河当地的富商

巨家相善,一个开设徐恒豫保税行, 另一个开设郑复兴

保税行。有了保税行, 外地商客运货到刘河, 先至保税

行报明来历,保税行转禀海关,海关前往扦仓计货 ,保税

行代为纳税, 而后发往豆行发卖 ¹ 。这样一来,贩运豆

货的商客是有来历的人,经营保税行和牙行的当地人则

是在官府备案而且负连带责任之人,官府无税款偷漏之

虞,商客也简化了诸多中间环节。商客、豆行、保税行,

形成了相互关连互负责任的商业经营链。

豆业字号家大业大,其主要业务是从苏北、胶东和

辽东等地进货运往刘河, 在刘河自行经管殊少可能, 而

若要从北地选人到江南管理, 则人生地疏, 处处掣肘, 于

是字号大多通过委托当地人代为管理的方式来开展经

营活动。这样一来, 在刘河的豆粮交易行业中, 就有一

种 /非商非贾非行非号0的经营管理者。这种人, 为当地

人,精于会计, 善于判断, 其能力为乡里所佩服, 家资富

厚,在地方上有信誉, 既与当地牙行商贩熟习, 又与外地

客商有交情,银钱相托, 要重情有义, 这样素质的人, 就

是豆石字号客商委托为经营管理人的最合适人选。地

方文献就有所记录。张洪声, 本姓周, 名镛, 号素亭。由

舅家抚养成人,就改以舅家之姓。家资富有, 苦无子嗣,

捐了个布政司理问。其人 /有亿中之才, 无宿诺之心, 精

于会计,善于判断, 是以闾里无不佩服0, 既与当地牙行

商贩熟习,又与奉、东商客乐为交往,因而字号多委托他

代为管理具体事务。由张洪声代管的字号据说有 12家

之多, 其中山东登州帮有永兴、合兴 2家, 胶州帮有吉

顺、正义、义成 3家,安徽徽州帮有德盛、诚和 2家 ,浙江

海宁帮有金长和 1家,关东有叶隆昌、黄颐庆 2家 ,上海

有唐永裕、赵泰源 2家。十几家字号由一人代为管理,

足见其人之能力和为人所信托的程度。这么多字号, 由

一人经管,张洪声自然无法具体照料, 于是请太仓人潘

端植、徽州人闵宗侯和刘河镇人金端表三人为帮伙, 具

体操办, 其本人则出入调度, 大权独揽 º 。 5刘河镇记

略6的作者金端表, 由该书所记可知, 就曾在受托经营字

号的洪声手下当帮伙,后来又在苏州料理胶帮商人字号

吉顺号之业务,是一个对刘河豆船字号经营状况及其兴

衰历史非常熟悉的刘河当地人。如此有名有姓的委托

经营,不仅在清代江南粮食交易的既有研究中所未见,

而且在清代前期各业商品流通中也不多见,实属难得。

¹ 金端表5刘河镇记略 6卷 55盛衰6谓: /保税者,商

人之领袖也。是时海寇初平, 保无有匪人混入客商之

虑,于是着土商保税。土商者, 不必其祖籍刘河, 但就其

身家殷实,素习商贩,而于刘河本地人休戚相关, 且与奉

东商人素所熟悉者, 令其投充保税, 以杜奸匪。于是有

宁波之吴姓出焉。吴氏因明季兵乱, 逃至刘河, 赘于茜

泾季姓家, 季氏富而无嗣,故甥承舅业,即以季长泰投充

保税。有太兴之季姓者, 世业奉东商贩, 其舅姓万, 住居

刘河, 即以万复隆投充保税。又有昆山之徐、杭州之郑,

俱与刘地之富商巨家相善, 一徐恒豫, 一郑复兴, 投充保

税。从此,四姓连名互保, 地邻出结, 而商客之来兹土

者,先至税行报明来历,税行即去禀海关扦仓纳税, 投行

发卖。则匪商无由混入矣。0

º 金端表: 5刘河镇记略6卷 55盛衰6。

» 段光清: 5镜湖自撰年谱6咸丰八年、十年,第 122、

174页。

刘河镇豆粮银货分离定期结算的形式, 豆业字号聘

用管理人的做法,在同期的上海暂未见到。但清中期的

上海,船商、豆业字号、豆行、保载行林立, 豆粮贸易规模

较之刘河更大,金融手段更为发达, 交易方式颇形相似,

因此从流通量和交易过程看, 参照其时刘河和宁波的商

业营运做法, 理应存在类似形式和类似做法。咸丰年

间,历任浙江地方官的段光清描述: /宁波码头向有 -钱

贴 .之名。钱贴者,因当年宁波殷富富室所开钱庄, 凡有

钱者皆愿存钱于庄上, 随庄主略偿息钱; 各业商贾向庄

上借钱,亦略纳息钱, 进出只登帐簿, 不必银钱过手也。

, ,尝有以钱换票而贴水者, 以票钱之便于用, 而钱庄

又系富室所开, 不虑票钱无著。故宁波商贾, 只能有口

信,不必实有过钱, 向客买货, 只到钱店过帐, 无论银洋

自一万, 以至数万、十余万, 钱庄只将银洋登记客人名

下,不必银洋过手。宁波之码头日见兴旺, 宁波之富名

甲于一省,盖以此也。0又记, 咸丰十年 ( 1860)其赴宁波

劝捐,承冯孝廉之父望卿告知, /宁波各项生意, 各有总

行,既有总行, 皆有司事 0» 。宁波当时交易 /不必实有

过钱,向客买货, 只到钱店过帐, ,不必银洋过手0, 又

均有总行,行中聘有司事, 是则上海周围交易如此先进,

上海市面更盛,交易手段自然更为发达简捷, 此可断言。

四

上述考察表明,海运业在上海的早 (下转第 1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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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吃不开的, 是办不好的。这两种想法和做法, 我

想也应该是放进我们的整风应整之列的。0¹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 各级刊社都坚持贯彻 /全党办

报,群众办报0的方针, 千方百计地抓好报刊的发行工

作。比如5新华报6,这是5江淮日报6停刊后 ,华中局和

新四军军部在陈毅提议下创办的一张新的机关报, 1942

年 7月 1日在苏北盐阜地区出版。其发行范围遍及华

中各根据地,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苏

皖边区,以及新四军各师、独立旅和军直等单位。在战

争环境中, 5新华报6要覆盖这么广阔的地区并非易事,

必须依靠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5新华报6的发行工作

由华中各根据地的报社、书店兼做。苏皖边区、皖中和

鄂豫边区也设立了5新华报6的分销处。各地的交通站

兼管分销工作。 5新华报6从创刊号到 12期 ,连续在报

眼位置刊登了与 5无线电讯 6联合征订的启事, 并说明

5无线电讯6是5新华报6的附刊, /该附刊逢本报出版日

停刊0; 以后又改为分开征订。5新华报 6零购每份盐阜

钞 5分 (法币 2角 5分 ), 每月 2元; 5无线电讯6每份盐

阜钞 2分 5厘, 月价 1元。这也表明, 5新华报6与5无线

电讯6是同时存在、交替出版的。过去一些史料沿袭的

/陈毅决定撤销 (停办 ) 5无线电讯6, 另办 5新华报 60的

说法是不确切的 º 。

5新华报6的发行与经营是华中根据地报刊发行的

一个缩影。各报刊社都坚持 /交通发行、书店代销0的

/两条腿0发行路线。前者是主要的发行渠道, 后者是辅

助的发行渠道。各级交通部门既是传递党政军民文件、

资料、情报的机构, 也兼任了报刊的发行工作,还是通讯

员和记者稿件的传递渠道,实行文件、报刊、稿件传递三

结合、三统一。

通过研究和探索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报刊的办刊

宗旨和报刊实践,不仅为我们洞开了一扇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中国化的新认知路径, 还在于这些报刊鲜明地昭

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

理论的确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

有 3条经验是不会随着时光而流逝的, 即: 坚持党性原

则是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 艰苦创业, 服务人民是新闻

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坚持贴近生活的原则, 保持通俗生

动的文风是新闻媒体的必然选择。

(本文为 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新

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 6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为 05BWXOB。)

作者简介: 常  松 ( 1955-  ) ,女,安徽寿县

人,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

员。

责任编辑: 汪谦干

¹ º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 5喉舌与号角6上

卷,香港语丝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51、71页。

(上接第 53页 )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

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人的

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在上海经营的船商 ,有共

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 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

船商与豆业论市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各地海商或海

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 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但各

地海商活动于中的地域商人组织 ,还不能完全反映上海

当地及周边各县的海商情形。海船运输业与一般意义

上的远距离贩运贸易不同, 当地人居有地理和人力等优

势,能够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导

地位。在上海从事海运业者, 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

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 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

明、南通三地之人。船商不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

业人员形成复杂的关系,而且与客商, 与豆业字号 ,与豆

行、饼行、油行,与牙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船商开设船号, 自有船只, 多者船有数十艘, 少者数艘,

雇佣耆舵、水手, 或直接从事以豆、饼为主的海运贸易,

或为客商提供海上运输业务; 豆业字号则由外地商人在

太仓或上海设立,主要从事商品贩运;豆行, 是豆、油、饼

等豆粮的贮存交易之所, 具牙行性质; 船商从事沿海贸

易,须由保载行开出保票, 以负法律责任, 故豆业字号大

多通过委托当地人代为管理的方式来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航业以船商为中心在上海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在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本文系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 5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 6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批准号为 10&ZD069。)

作者简介: 范金民 ( 1955-  ) ,男,江苏无锡

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陈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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