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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天洞庭遍地徽

一一明代地域商幫的興起一一

范 金民

令人論著，論到商人，動輒冠之以“商幫或某某商幫，研究各支地域商幫的論著也層見

疊出，然而“商幫"之名何時開始出現，“商幫"之名何由而來?似乎不證自明，從未見人論

述過。各支地域商幫具體興起或形成於何時，以何為標誌，其背景又是什麼?同樣很少見有

專論，偶有論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說自話。今專文探討明代各支地域商幫的形成及其背

景，期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對明清商業商人商幫史的研究111。

探討“商幫先明其意，先究其來，再述其流，似有必要。今略作考述如次。

在中國的貨運史上，存在著

揚州運米到河陰，用船三千艘，每船裝千劑，“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 (2)。這是目前所知最

早的綱運。

宋代，內河運輸有糧綱、茶綱、鹽綱等各種綱。北宋末年朝廷搜羅民閒花石有“花石綱"。

南宋高宗建炎年閒廣州馬政以 50 匹為一綱。宋代市有自之物起解也採用“綱"的形式。建炎元

年 (1127)十月二十三日，承議郎李則稱:“閩廣市船舊法，置場抽解，分為粗細二色，般運

入京，其餘粗重難起發之物，本州打套出賣。白大觀以來，乃置庫收受，務廣帶藏，張大數

目，其弊非一。舊係細色綱，只是真珠、龍腦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如犀牙、紫礦、乳

香、檀香之韻，盡係粗色綱，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差街前一名管押，支腳乘膽家錢約計

一百餘置。大觀巳後，犀牙、紫礦之頓，皆變作細色，則是舊日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費

官中腳乘瞻家錢三千餘置。 "131 <宋史﹒食貨志〉同樣記載上述文字後謂:“至於乾道七年，詔

(1) 本文於 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2 月受聘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期閒完成。受聘期

閒，得到人文科學研究所諸多先生特別是岩井茂樹教授的各方面的幫助，研究工作極為川頁利，收

穫頗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誠摯的敬意。

(2) <舊唐書}卷五三《食貨三〉。中華書局本。
(3)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二。中華書局， 1957 年。原文“三十二綱"之“三"字作“之"

字，據計算和核對《宋史﹒食貨志〉當為“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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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南起發粗色香藥貨物，每綱二萬斤，加耗六E斤，依舊支破水腳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貴有奇。

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岫司粗細物貨，井以五萬斤為一全綱。" (4) 可見，“綱"為同

額貨物，有組、批、類等意，其具體數額，在兩宋之際前後時有變化。如此，貝IJ所謂“綱

誠如今人傅衣凌所言，“蓋原是一種官營運輸組合，凡貨物之結合同行者，日綱" 151。由上述南

宋人和〈宋史》的說法，可知北宋官方市船貿易，抽解物品~n分粗細二綱轉運入京，徽宗大

觀年間起，解送進京的細色綱的範圍和數量均大大增加，官方支付的運費也就增加了數十

倍。雖然綱的數量前後變化很大，但都是以“綱"的形式出現的。

宋元時代海外貿易同樣以“綱"的形式。史載，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五月，朝廷“遣內

侍八人實敕書金用，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圓，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

綱會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處賜之" 161。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海外貿易中的綱。在這里，綱可

能指一組船隊，也可能指一艘船。綱有綱首，為質易船隻之長。北宋朱鄧〈萍小|、|可談》卷二載

令典，“甲令:海有自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鈕賈為綱首、副綱首、雜事，市帕司給朱記，許

用苔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財九這里的綱首是指一船之長，所以日人藤田豐八解釋為，“猶如

令日之船長。不過他不是海船的所有者，不是操縱海船的技術人員，也不是為自己經營買易

之人。禍首是結伴商採之長，故亦稱海相為綱船" 171。綱首是“結伴商株之長但以鉅賈為之，

應該本身也是經營貿易之人。南宋市船法規定，“諸商賈皈諸蕃閒(服海南州人及海南州、|人散

到同)應抽分，輒隱避者，綱首、雜事、部領、稍土(令親戚管押同)，各徒二年，配本城吋)。

〈元典章﹒市高自抽分則例〉第 11 條:“海商幫船募綱首、直庫、雜事、梢工、旋手，各從便具

名，市有自司申給文憑，船請公印，為托人結五名為保。"日宋至元，民閒更以鉅賈為綱首出海

貿易為普遍形式。南宋初，“泉州綱首朱紡舟住三佛齊國......獲利百倍" (9)。淳熙五年(1178) ，

泉州海商王元懋“使行錢吳大作綱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三十八人，同舟泛洋川曲。南宋後期

人員德秀稱，樟州陳使頭的“過蕃船"載有水手、綱首九十一人，前往海外貿易州D。元延祐改

元時，權臣鐵木送見上奏，“又佳時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菜，中國物輕，番貨反

重。今請以江湖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續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川目。

(4)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中華書局本。

(5) 傅衣凌: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第 42 頁。

(6)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
(7) 藤田豐八著、魏重慶譯: {宋代之市有自司與市自白條例}，商務印書館，第 92 頁。

(8) 宋代市船司{公憑}，轉引自吳泰、陳高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76 - 77 頁

(9) {福建蒂回祥應廟碑記}，見〈文物參考資料} 1959 年第 9 期。

(10) 洪邁: {夷堅三志己》卷六。{叢書集成初編〉本。

(1 1) 真德、秀: {真文忠公集〉卷一五{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o {四部叢刊〉本。

閱 (元史〉卷二O五〈鐵木送兒傳}。中華書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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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例說明，禍的形式是宋元時代官方和民閒從事海外貿易普遍採用的方式。

明代沿用宋元舊法，海外貿易仍用綱的形式。嘉靖三十四年(1555)，司禮監傳泰里諦，作

速訪買各色名貴香料，廣東巡撫“鈞牌發浮梁縣商人汪弘等到司，責差綱紀何處德、領同前去

番帕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兩叫司。額似方法顯然、行用已久。明代中後期，隨著南洋貿易的日

益興盛，特別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閩粵商人趨之若驚叫叫。由於澳

門與蕃商貿易的中國商人數量激增，為了加強管理，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

乃立客綱、客車己，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的。商人貿易不但有綱，而且外地商人與士著相

區別，不同于宋元時代的綱，而被稱為“客綱"。這種客綱，顯然是沿用前代海外貿易的組織

形式而來的，與後來的客幫形式上和本質上已無多大區別了。

“客綱"產生不久，萬曆後期兩准的鹽1去改革，也沿用歷史上的綱法叭實行綱運法。萬曆

四十五年(1617)，鹽法道袁世振上〈條陳鹽法十議)，次年巡鹽御史龍遇奇在兩准大力推行鹽

法改革，將准南鹽引分為十綱，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這就是著名的“綱運法叫呵。

其實質是由官府翁定資本雄厚的商人為綱運商人，部綱商，由綱商包攬承運官鹽引所上納的

說銀，綱商包運的若干鹽引 @D稱為“綱或稱為“窩"、“窩本"、“窩引"。獲得“窩本"需

要交納鉅資，而擁有鉅資能夠占得“窩本"的鹽商，大多是來自徽州和山俠之地的同姓同宗

商人，換言之，搶佔先機占得“窩本"的商人，往往是那些集中了地緣或血產力量的徽商及

山峽商人，而尤其是徽州商人。這種綱運法，雖然是為清除空滯鹽引而產生的，按照時間先

後分行新舊引，而不是按行鹽地區分綱，但其結綱承運，行鹽地域和鹽斤數量固定的特點，

前適合於地域性或行業性商幫開展活動發展實力，也便於官府招商承運，加強管理，確保鹽

課的徵收，因此後來在不少鹽區得到了推廣。與准南鹽引分為十綱的同時，准北鹽引分為 14

綱。山東鹽場鹽引明末分為晉澤、同仁、祥仁、集義、晉興、永公、永昌、洪敢、洪晉、祥

順、通裕、永興、京湘、泰來 14 綱，清代雍正六年(1728) 增慶份為 15 綱，商人共 480 名。

因這些商人“多係貧乏疲商，有止有十數引者，甚至止存一三引者雍正十年(1732)，運

司楊弘俊詳明巡鹽御史郡禮，釐定合井為 12 綱，誼去泰來、祥111頁、洪晉三綱，改京糊為祥洞，

改永公為晉公。這些綱商，“招自遠方，世代相傳已久，凡數百家"0曲。由雍正十年山東鹽引的

(]31 康熙《廣東通志}卷二八《外志)。

(]晶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佛郎機)。中華書局木。

(1日康熙《廣東通志〉卷二八《外志》。

(1印 崇禎〈汀州府志〉卷九〈賦稅〉載該地宋代鹽綱情形謂:“長汀、寧化、清流三縣運幅鹽，上杭、

武平、連城三縣運海鹽0 多者十綱，少者三四綱。每綱十船，每船六十智。官給綱本，至福、海

二府買鹽，運至本州編排人戶，分四等給賣之。"

(1甘 袁世振: {鹽法議三))， {明經世文編}卷四七四。中華書局， 1962 年。

(1目 雍正《山東鹽法志》卷七《商政》。雍正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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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可知，每一綱的組成，其綱商人數并無一定，全部 12 綱，共有綱商 273 人，多者如晉公

桶，有綱商 38 人，少者如永興綱，僅有綱商 9 人。每一綱的綱商，其行鹽地域都是固定的U曲。

兩准和山東等地據為“窩本"的綱商，大多是來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族商人，所謂“一窩則

父子兄弟相守，一行鹽之地則姻姐親戚相據他們通過綱的組織形式，以地域性商幫及同姓

“合股共財"的方式開展經營活動，鹽業的綱興地域性的商幫有機地聯繫在了一起。

這種在綱運法下承運綱鹽的綱商，在清代前期的福建鹽區，被直接稱為“商幫九賽輯于道

光十年(1830)、記載清代前期福建鹽法的道光{福建鹽法志}，卷十三〈配運〉載，東路官

幫:霞浦縣，福鼎幫;縣灣官幫:首田幫，安摸幫，海平幫，龍溪幫，長樂、福清二幫，晉江、

惠安、同安三幫，南靖、平和、長泰三幫，津浦、詔安二幫，雲霄幫;西路商幫:那武、光澤、

建寧三幫，將樂幫，沙縣幫，崇安、浦城二幫，南平幫，永安幫，順昌、尤溪、建安、國寧、

建陽、泰寧六幫，黃田一埠;東路商幫:福安井兼鋪松漠、政和、壽寧四霄，寧德并兼銷古

田、屏南三幫，羅源幫;南路商幫:閩縣、侯官二幫;縣灣商幫:永福幫，連江、壹江三幫，

閩清、仙遊二幫，平海習，永春、德化、大田、寧洋四幫，南安幫，龍岩幫，海澄幫。書中

官幫 17 個幫外，稱“商幫"的有 39 個夠。這 39 個“商幫在同書卷十九〈成式〉中，只

有福安、寧德幫後無兼銷幫的名稱，其餘完全相同，為 35 個“商幫九這是目前所知關於“商

幫"的最早記載。這些“官幫"和“商幫"都以地域來命名，由專門的“商幫"來承運固定

地域的鹽斤，從組織形式和構成來源來考量，結綱營運的鹽商，已有了“商幫"的幫的特徵。

可以說，福建鹽業商綱也即鹽業商幫。只是這裹的商幫，是以行鹽的方向或地域來稱幫的，

與後來稱某地的商人群體為幫還不完全相同，更無日後指稱外地商幫的“客幫"的意義。其

時福建人視綱為幫，不獨鹽業如此，其他行業也存在。如閩西人在廣東潮州建立的汀龍會館，

到同治十年(1871) 時，已E有餘年，“分綱置業有黨紙綱、福紙綱、龍岩綱、履泰綱、

九洲綱、運河綱、武平綱、本立綱、上杭綱、蓮峰綱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綱同時也稱為

幫，如履泰綱實際就是雜貨幫ω。綱即幫，商綱~D商幫，結合前述，原其所白，可以推溯至明

代萬曆後期開始出現的各地鹽業中的綱運怯。因此，“商幫"之名雖然清前期纜始見，但其外

在組織形式在明代嘉靖後期的海外貿易和萬曆後期的鹽業綱運法中已可見端倪了，尤其是明

代海外貿易中的“客綱更與清代的“客幫"有著內在的聯繫。

需要指出的是，貨運業中有幫，宋代以後，井不晚至清代續出現，明代~D已有之。明代潛

(1目 雍正《山東鹽法志〉卷七〈商政〉。劉淼{明代鹽業經濟研究} (仙頭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287-
289 頁列表示明山東綱商組織，惟將所列清代的 12 綱及其綱商數解釋為明代的 14 綱及綱商人

數，混淆了明清兩代的前後不同。

ω) 同治《潮州汀龍會館志~， 轉引自陳支平《清代閩西商綱零拾~，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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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運輸，按地區分成幫，同一地區的酒樹為同一個幫，運糧時不得脫堅幫次的0 萬運中的這種

幫，與商業活動沒有關係。在萬每綱運法以前，有的鹽場也會採用過“幫"的形式運鹽。嘉

靖六年(1527)，斯江巡鹽御史王朝用為了防止私鹽，採用摯鹽編幫的措施，其具體做法是，

各相關街們“置簿稽查驗後，學過商鹽，每十名編成一甲，每一甲不拘船鹽多寡，盡數挨號，

順序編成一幫......候船鹽發運至日，各甲首商帶領同幫船隻，一齊通赴盤驗官處，任意學取

三五隻如法稱盤。如幫內缺一船，船內缺一引以上者，就以走水盜賣查究O 如幫內多出一船，

或船內多出一包以上，就以夾帶私鹽問報..ω。為摯驗鹽斤而按照驗鹽順序編排的習，具有宋

元貨運業中船隻或貨物一組或一批的古意，也有潛運中同一地區的酒船為同一幫之意，但興

地域性的商幫沒有多大關係。

“商幫"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鹽運中出現後，并沒有在商業活動中獲得普遍稱號。直到清後

期，中文文獻記載稱“商幫"或某某商幫的其實至今未見，而通常只稱“幫"或“容幫"或

某某幫。道光十一年(183 1)， <上海縣為泉津會館地產不准盜賣告示碑》稱，泉州、樟州兩

府人“於乾隆年聞，有兩郡容幫人等公議捐資建造果海會館自由。這是目前所知較早的有具

體時閒的關於“容幫"的追述。祈江餘姚人葉調元，自道光十九年起至道光三十年(1839

1850)，寫了 292 首〈漢口竹技詞>，其中屢屢提到“幫"、“工商幫口\“各潭會館有時也

直接稱“容幫如稱“若是容幫無倒脹，鹽行生意是神仙刊也。光緒二十年 (1894)，蘇州圓

金業稱，同治“克復後，容幫寥寥，生意日清咐。晚清湖南長沙錢店行，新舉總管四人，“本

籍容幫各二九光緒年閒湖南益陽刀店條規，“容幫新聞門面須交牌費錢，“內外合夥新聞

門面，與容幫同例"問。光緒年閒上海油餅豆業議整新規時提到，“所有大賽油鍋容幫者"。光

緒年閒某地雞鴨行規載，“來貨以江北容幫為最多"帥。清末提至IJ “容幫也有具體地域者。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二月，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考察南洋華僑商業後上奏稱，在越南都

市堤岸的商人，“因省縣之異，分為五習，日闡幫、廣幫、潮幫、瓊幫、容智，各立公所，互

分盼域"仰。清末蘇州、I <雲錦公所各要總目補記〉云:“吾蘇闇門一帶，堪稱容幫林立......如祥

間主在晉: ~通潛類編}卷二《潛運職掌}o ((四庫全書〉本。

閻 王昕: ~重修兩J折艇志〉卷一六{鹽政禁約〉。康熙五十年重訂本。

閉上海博物館編: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233 頁。

自4) 葉調元: ~漢口竹枝認}，徐明庭輯校: ~武漢竹枝詞〉第 27 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間 《圓金業興復公所辦理善舉碑}，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土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

社， 1981 年，第 172 頁。
自由 {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所收{錢店公議條規〉和〈刀店公議條規}，轉引自彭澤益主編《中國工

商行會史料集}，中華書局， 1995 年，第 236 頁和 356 ~ 357 頁。

間 日本東亞同文會: ~支那經濟全書〉第 2 輯，東京:丸善株式會社， 1907 年，第 665 頁、 667 頁。

自由 {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奏為考察南洋華僑商務情形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代中國與

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 (第一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第 1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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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京莊、山東、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溫、臺州、|幫......長江幫等等，不下十餘

智。"蘇州總商會向工商部的條陳說，該商會“大部以各業公所、各容幫為根摟咐。上述文獻

中提到的這些“容幫"和具體地域名稱的幫，均têî地域性商幫。

清代對“商幫"作出解釋的是《清碑頸鈔》農商類“容幫"條，稱:“客商之揖貨遠行者，

成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容幫，有京湖、津幫、限幫、山東幫、山西幫、寧

幫、紹幫、廣裙、 J 11幫等稱。"這一將地域商幫稱為“容幫"的材料，不知究指何時。民圓初

年，臼本東亞同文會介紹漢口的商幫時稱，各省商人郎客商，亦依據其出身設立組合，以從

事與其各省閒的貿易，他省人一概不得染指，此同業者的組合稱幫，其勢力甚大棚。民國{佛

山忠義鄉志》解釋“幫"為:“商家同行同省謂之幫，蓋取友助之意。"自11 這些解釋，都認為各

地客商以其出身地域按同業結合稱為幫。可見所謂“幫"或“容幫就是我們所說的外地商

幫，是地域性商人群體，其之所以被稱為“容幫恐怕正與明代嘉靖年閒“客綱"之稱呼相

類似。但是中文文獻仍未宜接言明是“商幫"。

首先直接將地域商人集團稱為“商幫"的似乎是日本人。日本駐漢口領事水野幸吉在成書

於 1907 年的〈漢口 中支那事情》中，在介紹漢口的“商業機關"時，不僅列舉了漢口按行

業而分的著名的鹽行、茶行、藥材行、廣東福州、|雜貨行、油行、糧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

行，還有“漢口在住各商幫取引高比較表明確提到“商幫表中列舉了四川幫、雲貴幫、

恢西幫、河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江南及寧渡智、山東及北清商、潮閩廣幫及香港智、

漢幫、湖北幫o f他也井對

各冠以鄉里之名，在漢口，有名的商幫是四川幫、雲貴幫、快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

湖北幫、江西福建幫等。這些商幫唯一的商業機關是所謂會館及公所翩。 1907 年出版的由東

亞同文會編輯的〈支那經濟全書〉也提到“商幫在介紹漢口的外地商人時稱“在漢口的商

幫"仰。在解釋會館與幫的關係時稱，會館是旨在善舉的同胞的團結體，而幫間鄉人中的同業

者的小團體O 所謂智，由同業聯絡而成，舉董事數人，立定規則，以執行其商務。如上海寧

波商人必入寧波幫，湖南商人必入湖南幫是也。又如漢口茶業六幫公所，為廣東、山西、湖

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凡在漢口之茶商，幾乎合為一幫云例。惟該書解釋“幫"

僅稱由同業組成，而由其所舉例子來看，實應包括同地域商人。因此，晚清時人的所謂商幫，

是指同地域或同行業商人的聯合體。

間 〈蘇州商務總會呈工商部條陳~， 1912 年 6 月 5 日。

(30)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察部﹒〈支那開港場誌}第 2 卷《揚子江流域~， 1924 年，第 627 頁。

(3日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一四〈人物〉。

(32) 東京神回合資會社富山房發行， 1907 年，第 289 頁。

閱 日本東亞同文會: ~支那經濟全書》第 2 輯，第 115 頁。

(狗 日本東亞同文會: ~支那經濟全書}第 2 輯，第 543 - 5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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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中文文獻中纜有“商幫"字樣。宣統二年 (1910)，天津的福建、廣州、潮州三

幫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稱“商幫如謂“商幫等從不見買客一面"、“一若以商幫為遠客"、

“商幫素推其殷實"等等閉。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稱為商幫的最早記載。成書於民國四年

(915) 的〈漢口小志〉稱:“行之外，又有所謂幫者，皆同鄉商人相結合而成一團體，各冠

以鄉里之名。在漢口，著名者為四川幫、雲貴幫、陳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湖北幫、

湖南幫、江西福建幫、廣哥、寧波幫等。是等商幫為唯一之商業機關，各有會館公所。咐〈漢

口小志》所謂“商幫顯然沿用的是日本人的說法。

“商幫"之稱雖晚，但在經濟活動中，地域商人對於商人具體的“幫"的追溯卻是相當早的。

道光五年 (825)，在上海的山東商人稱，上海的山東瑩義田是順治年內由“關東、山東兩幫"

商人合建的的。宣統二年 (910)，在蘇州的福建上杭人稱，“康熙五十七年，吾鄉上抗六串紙

幫集資創建了汀州會館憫。同治十年 (1871) 蘇州煙商稱，蘇州、|煙號於“乾隆年閒"建立

了“公和煙幫碼頭"棚。江蘇太倉劉河鎮的金端表于道光十四年 (834) 稱，康熙開海後，劉

河鎮的豆石商人有山東登()、|、[)幫、膠州、[)幫，安徽徽幫，斯江海寧幫等慨。嘉慶二十五年

(820)，四川巳縣縣城南幫夫頭聲明，“自乾隆三十六年閒，在朝天門碼頭揹運客貨，因金川

回兵，仲主給牌設立西、南兩幫夫頭，承辦各文武大憲差役，各揹運上下各幫貨物，迄今數

十載無紊刊日。地域商人對商人“幫"的追湖，自清初到乾隆年閒始終不絕。

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行業和地域“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閒間已有了。《廣東碑刻

集〉所收乾隆二十四年 (759) (闇且建造敘幅公所碑〉稱，廣東崖州陸水縣敘福公所，“當

分創于陸水各幫刊曲。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幫的記載，但未直接稱某某幫。〈江蘇省明

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所收乾隆三十八年 (773) <修建徽郡會館捐款人姓名及建館公議合同

碑》載，蘇州的徽商催建會館，其中有“撈油幫"、“蜜棄幫"、“皮紙幫"憫。這是目前所知最

早的地域商人中的行業幫的記錄。

的日 《採居福建廣州潮州三公幫概述津埠洋貨局取代跑合人油發貨物情形文}，天津市檔案館等編:

《天津商會檔案彙編 1903 -19m，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112 - 1113 頁。

的目 民國《漢口小志﹒商業志}o ~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

的 《關山東公所義塚地四至碑}，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第 194 頁。

自由 〈汀州會館碑記}， 江蘇省博物館編: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 1959 年，第 358 頁。
(湖 《長洲縣禁止外來船隻向煙幫起貨碼頭硬泊占鋸滋擾碑}，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248 頁。

剛金端表輯﹒〈劉河鎮記略}卷五(盛衰}o ~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社1) 四川省檔案館、四川大學歷史系主編: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冊，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第 6 頁。
(42) 譚樣華等編: í 廣東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986 頁。

(43)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3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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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幫"的說法就較為常見了。〈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

選集〉所收嘉慶元年 (1796) <重佐江西會館記}，捐款者中除了某地某行服商外，還有“煙

箱幫廠商"、“管城幫服商"~鉤。這是較早的行業和地域幫的記載。嘉慶年閒湖南長沙的香店，

同行為“習，\到該地貿易而未入幫者，要捐資相助(鉤。這是較早的行業幫的記載。道光七年

(1827) 碑文稱，上海的糧食商人有“西幫商人"、“膠幫商人"、“登幫商人\“沒萊幫商人"、

“諸城幫商人"(4助。這是行業中的地域智。道光十年，蘇州的三山會館重修，捐款者中有洋幫、

乾果幫、絲幫、花幫和紫竹幫間。這是地域中的行業幫。道光二十三年〈乍浦備志〉載，斯江

嘉興乍浦鎮上的木商，有“寧德福安幫\“夏冬兩幫\“夏秋雨幫"等慨。寧德、福安是福建

省福寧府的兩個縣，兩縣商人將福建木材銷往江南。道光二十九年，上海的紹興商幫成立斯

紹公所，按照該廠商人的說法，其目的“一貝Ij以敦鄉誼，一則以輯同鄉刊曲。這是商人自視其

組織會館即是幫的體現。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帥，收錄了不少重慶的地域幫、行幫內容。第 402 頁，嘉

慶八年(1803) 的小河船戶，有歸州幫、竄昌幫、湘鄉幫、寶慶幫、忠于|、|幫和小河幫。同頁，

“爐州船戶自嘉慶八年立幫"。同頁，三河船戶嘉慶八年議定章程，參與者有三峽幫、合乎|、|幫、

遂寧幫、保寧智、渠縣幫。第 403 頁，各幫船戶議定承辦差事，有大河幫、湘鄉幫、寶慶幫、

宜昌幫、歸州幫、 Ji!:U'1、|幫、小呵幫。嘉慶九年議定大河幫差務，有嘉定幫、敘府幫、金堂幫、

清富幫、合江幫、江津幫、葉江幫、長寧幫、健富鹽幫、長1音幫、忠、豐幫、豐幫、宜昌智、

辰智、寶慶幫、湘鄉幫等。第 372 頁，嘉慶十八年 (1813) 檔案載，瓷器買賣業有斯幫、楚

幫。這是目前所知重慶最早的行業中的地域幫。第 314 頁，巴縣金鉤匠，有兩幫。第 349 頁，

道光六年(1826) 沈春芳稱其父“原係瓷幫生理"。第 410 頁，道光十三年鄧萬海稱道光五年

買“周、劉、袁三姓瓷器幫生意四股九這里的“習都意指行業。第 356 頁，道光十一年

文提到“黃幫說客"。這是行業中的地域幫。第 242 頁，道光二十一年在重慶的廣東廣扣幫公

議章程，聲明“如我廣扣一行幫即行。由 243 頁所載可知，當時當地鈕扣製作業分成川幫、

廣需兩習。第 234 頁，道光二十二年繡業永生幫擾立規條，稱“永生幫我行幫即行。第 348

頁，道光二十四年絲線鋪戶稱，“淪城絲線幫於乾隆年閒"議立章程。“幫"也是行業之意。

幽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360 ~ 366 頁。

位5) {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香店條規}，彭澤益主編: {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華書局， 1995，第

309 頁。
位朋 〈上海縣西幫商行集議規條碑}，彭澤益選編: {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99 頁。
問 〈重修三山會館捐款人姓名碑}，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355 ~ 358 頁。

倒道光〈乍浦備志〉卷三、卷六。

但9) {斯紹公所肇興中秋會碑}，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第 210 頁。

的0) 四川省檔案館、四川大學歷史系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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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雖稱乾隆年閒該幫如何如何，仍係追溯。第 376 頁，道光二十七年文稱，“j俞城煙幫萬商

聚集有貪利者“商串外幫為惡"。

以後則地域有幫，行業分幫，習見其名。同?台五年 (866)，上海的潮陽幫末日惠來服商人合

建了湖蔥、會館日)。同治、光緒時的〈申報〉、〈字林揖報〉等報導稱各地和各業商人為幫，如玉

業中的蘇幫、杭幫、京桐，南京緻習，上海“寧紹兩幫上海泥水匠中的寧幫、蘇幫不日本智，

蕪湖煙店中的涅幫(安徽縣人)、建幫〔福建人)和米業中的粵腎，杭州的木工以紹興幫、臺

州幫為最多，景德鎮的布匹貿易以徽幫最有勢力，上海錢業中的“本幫"、外幫，洋貨匹頭業

有川幫等，蘇州、|燭業大半係紹興幫，沙市油坊中的太平幫(安徽太平人)，票號以“西霄"最

為出名等仰。

湖南幫江之潰的靖州會同縣洪江市，號稱“萬商淵數，乃七省通街各地商幫極為活躍，

“客籍流寓者，成立會館有江西會館，徽州會館、貴州會館、福建會館、黃州會館、衡州

會館、寶慶會館、辰況會館、湘鄉會館、七屬會館等十館。凡有公益事業，“關梁津館，大率

不領於官"間，均由商幫共間出資舉辦。建立了各自會館的各地商幫，不但開展幫內活動，而

且響應官府的號召，或者以地域幫，或者以行業暫的形式，聯合開展善舉活動。光緒初年，

長年助資者則以洪i由幫、土藥幫、布幫為最。光緒六年 (880) 四月二十四日，經十館捐資

的育嬰局開局育嬰，其經費最初由神商捐集，後來又商定由各地商幫按貨按月輸助，稱為月

捐，每年收錢一千一二百千文，開辦鋪面，交帖捐。最初捐款時，客籍和當地商幫都在其中，

捐款的各地商幫，有江西幫、江斯五府幫、福建幫、貴州幫中的士藥幫、黃州武昌幫、山西

幫等客籍商幫;本省的商幫有寶慶習、繞科、|、|幫、辰州、|禪:州府幫、湘鄉幫、七屬幫等。外地干日本

省商幫共捐銀 3740 兩，錢 2956 千文多，在總的捐款額中，外地商幫所捐占了絕大部分側。在

官府的勸論和規劃下，不同商幫之間於當地公益事業和社會善舉通力合作，捐資襄助。

在斯江寧波，福建商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創建福建會館。會館在乾隆四十八年

(1 783) 再行修革時，福建各地商人紛紛捐款，具名者有海泉臺取商，晉江服商，詔安服商，

福州服商，海浦廠商，廈門廠商，煙絲服商，汀州服商，興化服商，龍岩服商，寧德廠商，

煙業服商，南安、惠安服商等，總計捐款達 34562 雨。但當時只稱服商而未稱“幫"。戚豐五

年至十一年 0855 ~ 1861)會館又大事倍聾，費銀 27598 元，錢 118150 千，全省各地商幫

捐款的有泉J'I'I、溫陵深揖幫、廈門習、具安幫、福州幫、銀丹詔幫、溫陵魚幫、寧陽幫、溫

但1) {潮惠會館廠商捐金碑}，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第 326 ~ 330 頁。

(52) 彭澤益主編: {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華書屑， 1995，第 682 ~ 764 頁，誼參見{字林港報}

第 530、 953、 1005 號。
倒 {洪江育嬰小識}光緒十四年周禮凍序，卷一〈識十館}，光緒刻本。

倒 〈洪江育嬰小識〉卷一《識輸助}，卷二〈識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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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淡水幫、龍岩幫、溫陸洋貨幫、海幫廠商等，共計捐銀 27598 元，錢 118151 千丈。同治七

年 (1868) 的碑記更稱福建商船“以蘇、寧、乍為三大幫，而寧幫最為樸實，重信義，屏浮

華，尤講鄉誼"帥。將活動在某個地域的商人群體稱為一個幫。

日本明治十三年(清光緒六年， 1880)，三江幫商人在日本長崎興福寺內成立三江公所，三

江公所碑記稱，“三江者，江南、江西、漸江是也祠由是名，幫由是立"憫。光緒十年 (884)

〈津門雜記》卷上〈會館〉記天津會館，有“潮幫公所......在針市街九光緒十三年，在蘇1'1'[

宜置辦?音搬銷向開封的河南武安商人自稱“武安一幫呵呵。光緒時， (湘潭縣志〉稱湘潭“域中

土著無幾，豫章之商十室而九......東界最近江西，商賈至者，有吉安、臨江、撫州三大幫"憫。

光緒二十二年刊刻的〈漢口山限西會館志}，列出山西、限西兩省在漢口鎮各幫，有太原幫、

扮州幫、紅茶幫、盒茶幫、卷茶幫、西煙幫、聞喜幫、雅智、花布幫、西藥幫、土果幫、西

油幫、陸陳幫、匹頭幫、皮貨幫、服脹智、核桃幫、京衛幫、均煙幫、紅花幫、當幫、皮紙

幫、匯票幫，共 23 幫仰。均將商業活動中的地域群體和同業者稱為“幫"。

清末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經調查，介紹上海的外地商人時，直接稱某某幫，有寧波幫、紹興

幫、錢江幫(杭州、|及其附近并錢塘江附近的商人)、金華幫、安徽幫(徽州府及寧國府的商

人)、江西幫、湖北幫、湖南幫、四川幫、南京幫、揚州、|幫、江北幫、鎮江幫、蘇州幫、無錫

常州幫、通外|幫、山東幫、天津幫、山西幫、潮州幫、建汀智、廣東幫，共 22 幫。在寧渡幫

內部，還有以業為名的行業習，如酒幫、買魚幫、石器幫、海產幫、南貨幫、竹器幫、藥材

幫、材木幫、石展幫等。在介紹漢口的外地商人峙，直接稱“在漢口的商幫及其商勢有四

川幫、雲貴幫、映西幫(含甘肅)、山西幫、河南幫、漢幫及湖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

徽州太平幫、江南及寧渡幫、山東及北清地方高人、潮幫廣幫及香港幫，共 12 幫。四川幫內

更分成藥材幫、船幫等，湖南幫中更分成長郡幫(長沙)、湘郡幫(湘潭)等，漢幫及湖北幫

更分成都城幫、襄陽幫等，甚至更有茶智、糧食幫等翩。

光緒三十年 090的，天津的糧食商有山東、河南、宜隸三幫，僅河南一幫就有 70 餘家。

同年，據呈文，天津的糖雜貨商至少有潮州、福建、廣州三幫。光緒三十三年，在天津的山

西全省商人控告張幼仙勾串日人霸房間棧，號稱十二幫商人，即當行幫、鹽務幫、匯兌幫、

個 分見乾隆四十八年《聞省重建會館碑記〉和同治七年{重修會館廠商捐資條自》、《重修福建會館

碑記}，載{為守主回寧波福建會館敬告同鄉書}， 1928 年鉛印本。

(5日轉引自山岡由佳〈長崎華商經營仿史的研究近代中國商人ω經營之帳簿}， 之三1<- Jv>)" 7 書房，

1995 年，第 13 -14 頁。
(57) {蘇州新建武安會館碑記}，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389 頁。

(別光緒《湘潭縣志〉卷一一{貨殖二〉。

(5目 〈漢口山險商會館志}，光緒二十二年刻木。此書承武漢大學石瑩教授惠示，深致謝意。筆者後來

又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閱見同年刻本。

側 日本東亞同文會: {支那經濟全書〉第 2 輯， 1907 年，第 74 - 84 頁、 106 -115 頁。

59 (92) 



鑽天洞庭遍地徽

洋布幫、顏料幫、染店幫、雜貨幫、茶幫、鍋鐵幫、皮貨幫、錫器幫、帳局幫的日。量文中提到

的“幫都是行業幫。光緒三十二年，蘇州、閥、商會成立一年後發佈文告稱，“各商入會者，

約有四十餘幫，然、未入會者，尚屬不少未曾到會者，以“典當、米業等幫為商業大宗"憫。

光緒、宣統時，湖南各地商鋪店號皆成為“幫"憫。清末湖南幫行全省商事調查，宣統三年

(1911) 出版〈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比書中稱，“湘省商人分幫，有以同業為幫者，如鹽幫、

茶幫、匹頭幫、竹木幫、票幫、錢習、典當幫，以及各種營業各為一幫之類，皆是也。有以

用籍為幫者，如鹽沒有南幫，江南鹽商日南幫;西幫，江西鹽商日西幫;北幫，湖北鹽商日北

幫;本幫，本省鹽商日本幫。茶幫有西幫，山西茶商日西幫;廣幫，廣幫茶商日廣幫;本幫，

本省茶商日本幫，本幫又分湘鄉幫、瀏陽智。匹頭沒有蘇幫，江蘇商人;本幫，本省商人。竹

木幫有西幫，江西商人;本幫，本省商人。票幫有平遙幫、介休幫。錢莊有西幫，江西;蘇智，

江蘇;本幫，本省。典當幫有南幫，江南;徽幫，安徽;西幫，江西;本幫，本省。以及各種

行業，以同籍各為一幫皆是也。"凡同籍的商號，加入由各籍會館各自組合成的同籍公會，湘

潭有本智、西幫、南幫、北幫、蘇幫、廣幫、建幫七智之目，常德有同善堂、育嬰堂、同仁

堂、西幫、徽幫、蘇幫、廣幫、建幫、Jl I幫、雲貴幫、長沙幫三堂八省之日，“皆以同籍為智，

於商界上頗有勢力"翩。

宣統時，北京有票號 22 家，其中只有天順祥 1 家屬雲南幫，其餘 21 家皆為山西幫，山西

幫中又分為平遙、祁、太谷三幫，平遙幫 10 家，祁幫 6 家，太谷幫 5 家。清末，據說“上海

販售煙士之華商皆潮州幫"憫。宣統三年(新疆圖志〉卷二十九〈實業二﹒商》稱，其地“燕

晉湘那豫蜀秦嚨，共分八幫，一幫之中自為商聯"0 1911 年，漢口商務總會的會董來自以下各

幫:銀行幫、票號幫、洋行幫、錢業幫、礦廠公司幫、典當幫、茶葉幫、綱轍幫、廣幫、洋

廣貨幫、油行幫、洋油幫、衣莊幫、四)11幫、輪棧幫、漆行幫、臨江油蠟藥材智、茶葉公所、

准鹽公所、建造幫、飲片藥智、石膏幫、說酒智、水果幫、書局儀器幫、山西布幫、軍懷智、

煙葉幫、山西藥材牛皮幫、廣貨幫、撫州幫、廣福拆貨店幫、蛋廠智、蛋行幫、漢川油餅幫、

棉紙幫、毛骨票業幫、豬行幫、豆餅幫、西煙幫、雜皮幫、木業智、石灰幫、黃扑|麻城幫、

徽州墨煙幫、磚瓦行幫、磚瓦店習、夜苓幫、江蘇雜貨幫、欒材拆貨幫、廣福拆貨幫、斯寧

雜糧幫、太平幫、士膏幫、鹽行幫、福建幫、五金幫、煤碳幫、麻行幫、瓷器幫、沙業公會、

紅紙幫、麻袋幫、牛骨幫、府河布幫、漢陽廣福幫、雜貨店幫、雜糧雜貨店幫、杭扇業幫，

(61) 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彙編 1903 -19 11))，第 1087、 1108、 916 頁。

間 〈蘇商總會關於入會有關規定的說告稿}，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等編: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第 1 輯，肇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第 44 頁。
盼) {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彭澤益主編: <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第 200 ~ 533 頁。

叫彭澤益主編刁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第 115 ~ 116 頁。

(6日 徐呵輯: {清早卑類鈔}第 5 冊，農商類，中華書局， 1984 年，第 2308 ~ 2309、 23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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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幫 3 行翩。兼具地域幫和行業幫或地域中的行業幫，可謂幫中有幫。

如前所述，民國四年 (1915) 的《漢口小志〉在介紹漢口的商業機關時說，其時在漢口著

名的商幫，有四川幫、雲貴幫、映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湖北幫、湖南幫、江西幫、

福建幫、廣幫、寧波幫等。民國九年 (920) 的{夏口縣志〉在解釋商團組織時說:“漢口市

場之繁盛，不特為本省商人所趨集，其各省商賈無不有本店或支店設立於其閒。從前省界之

見未除，各自分其圈限，布為自衛之策，於是有各省之幫數及各行業之區別。"又說，據警察

局民國七年之調查，其各省之幫數，有湖北幫，湖南幫，寧按幫(包南京在肉，或合紹興稱

寧紹智)，四川幫，兩廣幫(包括香港在內)，江西福建幫(因福建行商多經江西轉運關係密

切，故聯合為一幫)，山西及限西幫(亦稱西幫，甘肅之商附在其內)，山東幫(以祥幫為最

盛)，徽州幫(包括太平幫)，其他還有雲貴幫，河南幫，天津幫等，其在漢人數不及以上各

智之夥。又幫，據民國七年漢口總商會新舉各幫會員名珊，所列各幫行名目尤夥，有銀行幫、

票號幫、本幫錢幫、江西錢幫、紹興錢幫、安徽錢幫、洋行幫、礦廠公司幫、輪船公司幫、

茶葉公所幫、茶棧幫、茶葉行幫、茶葉店腎、油行幫、黃絲、木油幫、絲業行號幫、禍緻幫、

棉紗幫、匹頭幫、大布幫、白布行智、府河布幫、棉花字號幫、棉花行幫、西皮棉幫、衣業

幫、斯江衣幫、典當幫、斯江老銀樓幫、斯江新銀樓幫、江西銀樓幫、本幫銀樓幫、太平幫、

江西字號幫、江西建昌智、江西撫州智、江西吉安幫、福建幫、臨江油蠟藥材幫、大通字號

幫、廣幫、廣藥丸習、廣葵扇幫、廣報關行幫、廣五金行幫、廣洋雜貨幫、廣洋雜貨藥材幫、

廣茶酒樓幫、廣雜糧雜貨幫、廣印刷照像習、廣湖幫、山西西北皮貨幫、軍懷幫、均許幫、

長郡紙茶雜貨幫、寶慶新化字號幫、寶慶毛皮炭幫、黃州幫、四川智、刑紗字號幫、保安布

業智、荊紫關幫、湖寧雜糧智、漢鎮漢川油餅幫、內河糧食幫、外河糧食幫、機器磁米坊幫、

扮酒幫、紹酒幫、海味幫、廣福折貨行智、戚寧廣福折貨行店幫、漢陽廣福折貨行店幫、江

蘇雜貨智、參燕幫、藥材行幫、斯寧藥材幫、折藥店幫、夜苓行幫、飲片幫、西藥房幫、煙

葉行幫、均州、|煙葉幫、西煙幫、水煙店幫、承售南洋公司紙煙智、牛皮行幫、絲頭驢皮幫、

筆料雜皮幫、河街山貨行幫、土擋山貨行幫、中段山貨行幫、黃州山貨行智、半邊街山貨油

幫、紙張山貨幫、棉紙幫、夏布自流行幫、煤技行幫、煤業店幫、漆行幫、五金幫、石膏幫、

石灰行幫、木業幫、磚瓦行幫、木器幫、洋抽幫、蘇貨帽幫、洋廣宜幫、轉運公司幫、報關

行幫、漢鎮棧房幫、漢陽堆疊幫、輪棧幫、銅貨幫、瓷器幫、書局儀器幫、徽墨幫、中外紙

業幫、石印幫、麻袋幫、膠布店幫、藍染色幫、紅雜染房幫、印花布幫、瀏陽鞭爆幫、水果

行幫、本幫雜糧行幫、花樓豬行幫、鮮魚、行幫、蛋行幫、舊貨五金幫、漢鎮新舊皮貨幫、錢

攤兌換幫、羽扇幫、後城車商幫、絲帶染造幫、樣餅盒子幫、麵筋粉幫、麵館幫、中外瓷器

刪 參見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51 - 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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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幫、雜販幫、工業智、單獨營業幫。數量多達 140 餘個。這些智，省域及商幫數量誼不

見增加，而主要是行業幫，或地域中之行業幫，同一行業，有數個地域商幫競爭經營的情形

較為普遍，顯示出進入新的時代，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從而行業幫的特點更為突出。因此該

志論道: “以上各幫，皆以業分，或兼省籍與營業地點而細分之，故有如是之繁。各幫誼舉

有會員，亦可見漢口商圍之組織，日趨於複雜，而分業之精神，亦於此寄也。"馴

日本東亞同文會在調查後，于大正初年編鑫了中國的省別全諒，反映的是清末各地商幫活

動的情形。湖北省卷列舉了在漢口的地域“商幫有四川幫、限南幫、河南幫、雲貴幫、湖

南幫、江西福建幫、江西寧、技幫、山東北清幫、潮幫、廣智、香港幫等，行業幫下還有地域

幫，如糖幫有漸寧幫、威寧智、漢口幫，錢莊有鎮江幫、湖南幫、江南幫、區川西幫、江西

幫、祥土幫、南昌幫等。在宜昌，列舉了商會成立時加入的“商幫"種額及其家數，有鹽號

幫、鹽鋪幫、銀行幫、市貨幫、典當幫、荊布幫、海咪幫、福建煙幫、米行幫、醬園幫、鞭

炮幫、鹽棧幫、雜糧幫、本布幫、榨坊智、衣莊幫、紙鋪幫、花印染色幫、總緻幫、磁器智、

打包幫、黃州棉花幫、報關行習、首飾幫、牛皮幫、木耳幫、輪機幫、雜貨行幫、精號幫、

鹽說幫、米鋪幫、茶葉行智、木作幫、肉菜幫、麥面幫、江西藥號智、匹頭幫、本地絲煙幫、

江西衣莊智、花行幫、青果幫、豬行幫、川煙雜貨幫等憫。

〈支那省別全誌〉江西省卷稱，在九江，主要的沒有徽幫、廣東幫、寧波幫、鎮江智、湖北

幫等，同業組織主要有錢幫、雜貨智、煙幫等;在南昌，主要的地域“商幫"有徽州幫、廣東

智、湖北幫、福建幫、四川幫、山西智、古安幫、南豐幫、建昌幫、瑞州、i幫、南昌智、豐城

幫等;在義寧州，有山西、廣東、安徽、撫州、建昌、斯江及義寧等八智商人;在瑞金，福建

會館最大，煙葉幫、紙幫等隸屬之翩。

{支那省別全誌》四川省卷稱，在重慶，有票號、銀錢匯兌、錢鋪、匹頭幫福建煙幫、遂寧

布幫、廣東幫等三十四幫;敘州的“商幫"有酒幫、錢幫、川幫等 37 幫;會理州的“商幫"

有四川幫、雲南幫、江幫，同業組合有紗布幫、照、智、雲集幫、山貨幫、雜貨幫、鹽幫仰。

〈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卷稱，湘潭有七大幫，即福建幫、北幫、南幫、廣智、蘇智、西幫、

湘智，西幫叉包括吉安習、臨江幫和撫州幫三幫，宣統二年創立商會時，有江蘇幫、徽州、|智、

福建幫、廣東幫、湖北幫、江西幫、湘江幫、直智八智力日入;衡州的商會由衡幫、西幫、建幫、

長幫、江南幫五幫組成例。

(6甘民國〈夏口縣志〉卷一二〈商務志)。

(的 《支那省別全誌》第九卷， {湖北省}，大正七年編，第 910、 933、 957、 979 頁。

酬 〈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一卷， {江西省}，大正七年編，第 34、 61 、 808、 840 頁。

側 〈支那省別全誌}第五卷， <四JII省}，大正六年編，第 906 ~ 908、 927 ~ 928、 933 ~ 936 頁。

(71) {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卷， {湖南省}，大正七年編，第 846、 8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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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卷稱，在芝果從事豆麵業的有煙臺幫、潮幫和福建幫悶。

〈支那省別全誌》限西省卷稱，在西安的“商幫"有山西幫、映西幫、江西幫、福建幫、河

南幫、兩湖幫、懷幫、川幫、黃幫、回幫、沙布幫、茶幫 12 個習，在全斯會館下，更有寧波

習、紹興幫、錢江智和金華幫四幫;在三原則有行幫、藥腎、票幫等幫;在鳳翔的限西會館下

有謂南幫、西安幫，商務分會下中有布智、藥幫等;在漠中府限西幫、山西票行山西幫、江西

幫、福建幫、懷幫、沙市票行等，各幫都隸屬於商務會，“商務會問商幫的總幫"問。

〈支那省別全誌〉廣西省卷稱，在桂林，桂林、廣東、湖南和江西四幫古最多數，其餘山西、

幅建、安徽、漸江等省人數稀少，商會分幫選舉董事，四幫各舉董事十人，其餘各舉董事一

人間。
日本東亞同文會調查編事部編、刊於日本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 1924) 的〈支那間港

場志》介紹重慶的“幫及公所"時，列舉了銀行幫、票幫、銀錢幫、兌換幫、巨頭幫、棉紗

幫、綱總幫、蘇貨幫、鹽幫、毛皮山貨幫、藥行智、藥棧幫、臨江藥幫、生藥幫、山士幫、

撫漢藥幫、棉花買幫、棉花行幫、棉花賣幫、乾菜幫、糖幫、京果幫、小河幫、富隆幫、火

柴幫、保事幫、絲幫、牛皮膠房幫、棧房幫、米智。該書誼稱，在重慶，商幫數大小據說有

七十二。在介紹湖北沙市總商會時，該書稱， 1911 年商務總會創立時，有 13 個幫加入惘。

上述實際商業活動中的幫，各地商事習慣報告書中所稱的幫，中外文記載所稱的幫，特別

是《支那省別全誌〉中多次直接稱呼的“商幫具有同鄉間同地域或同鄉中之間業的特徵，

正是令人昕稱呼和理解的商幫。

綜上所述，自唐代起，中國貨運業中就存在“綱"的形式，宋元明時代，官私海外貿易一

直以“綱"的組織形式進行，綱有禍首、綱紀，負責指揮、管理貿易中的相關事務。明代嘉

靖後期海外貿易中出現的“客綱將客商與綱結合在一起，是地域商人在經商活動中的外在

組織形式;萬曆後期起各地鹽運業中採用的“綱運法由來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資

占得運鹽“窩本結綱承運固定地區的定額鹽斤，在鹽業中將商與綱結合在一起，都從形式

上和內容上為“商幫"名稱的產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鹽運業分地區為商綱承運鹽

斤，商綱被稱為“商幫“商幫"之名正式產生。只是當時的“商幫是以行鹽的方向或地

域來稱幫的，與後來稱某地的商人群體為幫還不完全相同，更無日後指稱外地商幫的“容幫"

的意義。福建的其他行業，也是“綱\“幫"不卦，綱即幫，視為當然。“商幫"之名雖在清

前期的福建鹽運中出現，卻井未在商業活動中獲得普遍稱號。直到清末，文獻記載稱“商幫"

問 《支那省別全誌》第四卷， {山東省}，大正六年編，第 745 - 746 頁。

的:) {支那省別全誌}第七卷， {陳西省}，大正七年編，第 794 ~ 795、 803、 808、 810 ~ 813 頁。

何 〈支那省別全誌}第二卷， {廣西省}，大正六年綿，第 875 頁。

的)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鑫部﹒《支那開港場誌》第二卷，第 168 ~ 173 頁， 3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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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某商幫的其實并不常見，而通常只稱“幫"或某某習。清代對“商幫"作出解釋的是《清

碑類鈔〉農商頓“容幫" {I躁，而首先直接將地域商人集團稱為“商幫"的似乎是日本駐華領

事的報告，直到清末，中文文獻中續有“商幫"字樣。“商幫"之稱雖晚，但在經濟活動中，

地域商人對於商人具體的“幫"的追溯卻早至清初，而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地域和行業

的“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閒就已經較為散見了，到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

“幫"的說法就更為常見，以後則有關某某幫的記載或描述層見疊出，隨處可見。清末民初，

乃直接有“商幫"的說法，“商幫"普遍出現在文獻記載中。這樣的“商幫在清末各地成

立商會時，成為組成商會的基礎，有些地方干脆說照商幫的實力分配董事名額，商幫隸屬于

了新成立的商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新的經濟組織中發揮看作用。

二明代各地商幫的形成

“商幫"的提法，大體上晚至清末光緒年閒纜能在相關文獻中睹見，然而商習在明代已實際

上形成，可以說是既有研究的相當一致的看法。自明代起，商人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

臺上，商而成幫，成為中國商業史上的新事物。現討論各地商幫具體或大致形成的時代。

(一)安徽各支商幫的形成

安徽商幫在明代指徽州商習和寧國商智。

關於撒商成幫的時代，學界已有較多看法。張海鵬等主編的《徽商研究〉認為，徽商形成

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有一大批于握鉅資的徽州儒商構成商幫的中堅力量;其二是商

業競爭日趨劇烈，徽州商人為了戰勝競事對手，有結成商幫的必要。而這兩個條件到明中葉

已經具備。徽商形成的標誌主要表現為: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徽人桔夥經商的現象已很普

遍;“徽"、“商"或“徽"、“賈"二字已相聯成詞，成為表達一個特定概念的名詞而被時人廣

泛運用;作為徽商骨幹力量的徽州鹽商已在兩准鹽業中取得優勢地位。徽州商幫應是成化、

弘j台之際形成的。這時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都已顯現出來了間。王世華更進一步申論:在明

代成化、弘治年間，整個徽州從商風習已經形成。大約從明代嘉靖、萬曆以後，直到清代乾

隆中葉，徽人經商達到高潮，其人數之多，空前絕後，足以使徽州被稱為“商賈之鄉"仰。唐

力行則認為，“徽商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的名詞，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徽商形成於一系列社會

變遷和文化變遷之中， 形成於新安文化整合完成之後， 勃興於 16 世紀商業競主持激烈進行之

際“因此，可以認為徽商群體心理整合的完成當在嘉靖末之前。嘉靖三十九年(1560) 北

間張i每鵬、王廷元主編: (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 頁。

問 王世華: ((富甲一方的徽商}，斯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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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沖l縣會館的建立， 可以看認為是徽商成幫的標誌， 也是徽商群體心理整合完成的標誌

“徽商在心理整合的過程中對傳統價值觀的改造、變通、融合，使其以商業為功名的價值觀建

築在賈儒相通、農商交相重的堅實基礎上“徽商價值觀的確立，標誌著徽商心理整合的完

成、徽于|、|商幫的形成"仰。

各位先生的看法都有其道理，但商人成幫未必一定要完成群體心理整合，群體心理整合的

完成也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時閱。成立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 的北京獻縣會館，直到清末，

始終主要作為科舉試館與官員居停團拜的場所，“專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而設，其貿易客商，自

有行寓，不得於會館居住以及停頓貨物"憫，商人在其中不占主體地位。這樣的會館，是無法

作為徽商成幫的標誌的。而《徽商研究}認為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在成化、弘治時期都已顯

現出來了的看法，衡之實際情形，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弘治〈徽4、|、|府志》卷一〈風俗}是這樣描述府屬各縣的經商概況的:“舊志:六縣山壤限

隔，俗或不同。數附享店，其俗與休寧近，讀書力目，閒事商賈。續漠之俗有三，徽嶺以南壤

瘖而民盒，嶺南壤訊而民饒。夥則民樸而儉，不事商賈。祁門則士隘，俗向勤儉，男耕女織，

以供衣食。整源乃文公桑梓之鄉，素習詩禮，不問浮華。"弘治府志前的所謂“舊志很可

能是指元延祐六年 (1319) 的〈新安續志}。其時獻縣還只是“閒事商賈九可嘉靖〈徽州府

志〉卷二〈風俗〉貝Ij記載， 翁敏k縣之西凰，

叉稱:“徽之山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回疇，以貨殖為恆產。春月持餘資出，實十二之利為一

幫計，冬月懷歸，有數歲一歸者。上賈之所入，當上家之產;中賈之所入，當中家之產;小賈

之所入，當下家之產。善識低昂時取豫，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儀

有口，而賈之名擅海內。"這段文字，實際上出自休寧人吳子玉之手，吳作有〈風俗志}，僅

開首作“民故不能齊事田疇，要以貨殖為恆產以下文字略同翩。嘉靖時欽縣、休寧等地已

是“以貨瘟為恆產以“賈之名擅海內習見“上賈"、“中賈"、“下賈"。那麼何時是轉變

期呢?萬曆《獻志﹒風土》描寫該縣風習轉變道:“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

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追至嘉靖末隆慶閒，貝Ij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

少，富者愈富，賞者愈宜。"將獻縣從商風習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聞。縣志的這種概括，

并沒有及時反映出獻縣商人的經商實際，獻縣等地經商成風可能更早些。據《摸南江氏族

譜》記載，弘治時數縣人江才生，其妻勸他經商時說:“吾鄉賈者什九，君寧以家薄廢賈?"

(而) 唐力行: {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肇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第 19 - 25 頁。

的1) {重修敏縣會館錄}， {續錄後集﹒乾隆六年會館公議規條》。

(測 參見吳子玉{大彰山人集》卷三一{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復旦大學主振忠教授指出，見

其{<復初集〉所見明代徽商與徽州社會}，見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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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財，多被撤商攤去叫U。在太倉，

因徽商錢璞定居陸公堪，捐資修孽，遂更其市名為“新安"翩。在嘉興，弘治時，因“徽人"

成倍收取利息，最德知縣“捕之，昔散去，闡境稱快"憫。都可說明其時徽商在江南人數之厭。

在全國最為重要的產鹽地兩推鹽場，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進土舉人的徽商子弟已有 18

人。據塞修於嘉靖三十三年(1553) 的{新安1i.回黃氏宗譜〉卷三《處士黃公雲泉行狀〉稱，

“吾宗黃氏世貨薩兩准"。黃氏家族世代經營兩推鹽業巳成特色。更據《辣塘黃氏宗譜》記載，

弘治時數縣人黃豹，少年時其“目中富商大賈飾冠劍，連車騎，交守相，揚揚然，詞詞然，

卑下僕役其鄉人"翩。數縣人汪相 (1435 - 1518 年)，“家世以資雄而其早年間商遊齊魯，

“益振其先君立業"翩。如果徽人經商之風未興，外出人數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議的。正

是有鑒於成、弘時期當地經商成風，因此有人序萬曆{軌志〉時稱:“長老稱說，成、弘以前，

民閒椎少文，甘恬退，重士著，勤種事，敦愿讓，崇節蝕。而今則家弦戶誦，賣緣進取，流

寓五方，輕本重末，舞文耳筆，乘堅策肥。"將成、弘時期作為經商是否成風的轉變時期0 萬

曆〈數志〉所說的正、嘉之際，已是全國風俗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期，徽州的休寧、教縣二

縣應該在經商風習的形成上時閒更早一些。

綜合上述各種情形，筆者基本幫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體上可將成、弘之際視為徽商

特別是數商、休寧商形成商幫的時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獻的記載來看，其時徽

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僅限於教縣、休寧、祁門三縣，還不能說“整個徽州從商風習已經形成"

祁門經商風習雖與休、龜歡t二縣同風，但勢頭沒有f休木、龜數t猛，地域範圍沒有休、教廣。夥縣按縣

志的說法，至Ij清前期纜有人經商，嘉慶志纜稱“為商為賈，所在有之可以斷言，夥縣經商

成風是清前期的事。婪源商人以在長江沿線皈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僅限於該

縣東北鄉人。績溪直到嘉慶時，農業仍是主業，外出經商之風形成相當晚。同時，也不宜將

徽商形成的時間推論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玉對過往商品用強抽分，在

弘治四年 (1491)工部侍郎徐惰的奏議中，仍稱“徽州府客人"汪璽等受害上告，而未稱後

世習見的“徽商"翩。上述弘治時崇德知縣逮捕違禁取利之人，文獻稱“徽人"而非“徽商"

凡此似乎都說明晚，“徽商"作為商幫群體的名稱，社會上還未約定俗成O “徽商"這一名稱的

還未完全穩定，正說明其時徽商還處於形成過程中。

經商蔚然成風、商而成幫後，休、教三縣到嘉、萬時商業已是第一等生業。如租、父、叔、

(81) 李紹文: {雲間雜識~o 1935 年上海瑞華引務局排印本。

關弘治〈太倉1'1、|志〉卷七《義行》。

的目 焦袁熹: {此木軒雜著》卷八《貨菇〉。光緒八年席氏掃葉山房刻本0

個轉引自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第 36 頁。

倒嚴嵩: {鈴山堂集》卷三→{庄處士墓表}。嘉慶十一年嚴氏刻本。

但目 〈劫徽王違法抽分疏~，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 {天津圖書館孤木秘笈叢書〉第 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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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皆為商人的休寧人汪道昆屢屢議論:休寧，“旦中以賈為耕“鄉人也以賈代耕耳“吾

鄉業賈者什家而七，贏者什家而三"m; 獻縣， “歲入不足以當什一，其民什三本業，什七化

居“教生齒繁，栗不足以支什一，居民主農而右賈"憫。與汪道昆同時的湖廣京山人李維禎

也說，“教賈遍四方，以此畢富“其民行賈四方，唱掉轉載，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

"關0 萬曆《休寧縣志﹒輿地志}貝Ij稱該縣“以貨殖為恆產"。萬曆〈數志》卷三(貨殖〉稱:

“九州四海盡皆敏客，問寄籍者十之五六。"休、教二縣，由弘治以前的“問事商賈一改而

為正、嘉之際的“出賈臨多，土田不重出外經商形成風氣，“以貨姐為恆產從此而勢若

江河，嘉、萬時期，“什七化居“以賈為耕“左農右賈仁“行賈四方形成“九州、|四海

盡皆敏客"的局面，教商休商，盛名聞海內。

徽商的主體獻縣、休寧三縣商人成幫後，除了數縣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在北京參

與到同籍仕紳中共建了數縣會館外，徽商還在其他地方建立了類似的同鄉同業組織。如據後

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時間在常熟“虞山~t麓建設梅園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梳骨"側。斯江衝

州府常山縣城小東門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於天敵七年 (1627)，實為枷|僧館仙。

同省嚴4、|、|府遂安縣的新安會館設在關帝廟，創建於天每年閒憫。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門

外大街創建幫縣會館憫。這類純粹由徽商創立的同鄉同業會館和公益性設施已可散見，可以

視為徽商早已成幫的標誌。

寧國商幫少見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寧國府下轄的寧圓、太平、宣城、蛙德、涅縣和南陵六

縣的商人集團。因寧國歷史上地係宣州，寧國商通常又稱為宜于|、|商人，在清代有時又與徽州

商人結成集團活動，稱為徽寧商人。按照寧圈地方文獻的說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寧國

人還多以農為重，很少有出外經商者。當時，整個地區社會風氣是“力耕織，薄商頁，敦儉

樸寧國人是“鮮有百里之遊，擁決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會棋以傲刀錐"側。正德以

後，寧國人也紛紛走出家門，貿遷有無，開展商業活動。當地地方文獻較為清晰地反映了寧

國人經商成風的形成過程。涅縣縣志稱，弘治時還是“鮮事商賈，尤賤工作到嘉靖時則

間 汪道昆: {太函集》卷二《海陽治最序}，卷一一《金母七十壽序}，卷一六〈瓷山汪長公六十壽

序}o 萬曆十九年教縣汪氏刻本。

(的 汪道昆: {太函集〉卷五二{衡山程季公墓誌銘}，卷三{送鮑子良入龍山序》。

棚 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五九《張教縣政略記}，卷九四{贈知州李公張宜人墓誌銘}o {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本。

棚 〈昭文縣為梅園公所←建存仁堂給示勒石碑}， {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349 頁。
但D 鄭瀛: {文公祠記}，嘉慶〈常山縣志〉卷一一{藝文志〉。

憫乾隆: {遂安縣志〉卷二《營建﹒壇廟》。

個3) 李華編: {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 1980 年，前言第 3 頁。

側嘉慶《寧國府志〉卷九〈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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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賈亦遠出他境到後來更“操奇贏，走四方者多矣"惘。挂德縣志也稱，“弘治以前，人心

甚古，鄉里之老有垂白不識縣官者。以後漸變漸靡，捨本而務末，於是百工技藝之人，商販

行遊之徒，皆衣食於外郡，逐利於紐{堯，亦勢使然也"喲。所以嘉靖、萬曆時人張瀚說，“自安、

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捨本逐末，唱掉轉載，以遊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教

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酬。而同時人章淇在其{圖書編〉中，更稱宣、教之閒“其民盡仰機

利，行賈四方，唱掉轉載，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青而外侈"憫。涅縣的絲商，

萬曆年閒已在湖州雙林鎮建了“式好堂 即是縣舊會館;崇禎十一年 (1638) 在蕪湖建了

“卉木鷹館也師縣會館自由。由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建築可知，安徽州而影響，到嘉、萬

曆時期，寧國人結夥外出經商已經蔚成風氣， 一個地域性商幫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幫的形成

關於山西商幫形成的時代，張正明等認為，晉幫商人在明代前期開中法和商屯實行的過程

中帽起於國內商界，而“晉幫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酬。而陳學文則認為，足以與徽商相抗衡

的是雷(山西)商，“它帽起於明末清初，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帥。

從晉商興起的背景和活動的具體情形來看，張正明的論斷是能夠成立的0 萬曆中期沈思孝

在《晉錄〉中描述道:“平陽、澤、 j路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

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日夥計，一人出本，服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

父或以子母息丐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貨，

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為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轍小息於前而獲大利

於後。故有本無本者成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于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

大小夥計若子，頁。數十百萬曆可屈指矣。蓋是富者不能遲盒，賞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

止勝也。 "0的一人出本，服夥共商，有本無本，成得為生，這是典型的商人集團行為0 萬層時

人謝肇潮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妞有

個乾隆〈溼縣志、》卷四〈風俗〉。

的日 嘉慶{寧國府志}卷九{風俗〉引。

酬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點校本。

胸章演: {園書編〉卷三六〈三吳風俗}o {四庫全書〉本。

倒) 嘉慶〈串串志}卷~O。

(I叫張海鵬、張海瀛主編: {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 1993 年，第 4 頁。參見張正明〈晉商興衰

史〉第 8 ~ 29 頁。

(Iol) 陳學文: {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漸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26 頁。

(I的此段文字，又見於主士性〈廣志繹}，論者均引《廣志繹}，筆者以為，王士性撰《廣志繹〉在萬

曆二十五年(1597)，其時沈恩孝已逝世，沈叉任過陳西巡撫，另外著有《秦錄}，熟悉山、俠情

形，因此{晉錄〉在前， (廣志繹〉在後，很可能後者抄了前者，故引〈晉錄〉。

(1 01) 50 



東方學報

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眼，或害栗，其富甚於新安。新

安奢而山右臉也。 "1叫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立上，集團行為如此突出，當非突然產生于萬

曆年闊，而應該由來已久。兩准鹽區是商人開邊中鹽的重要活動場所，在那里，山、快商人

合稱，他們與徽商展開激烈競爭，而直到成化中期，山、歐商人的實力一直在徽商之上。至Ij

成化十年 (474)，山、映商人的子弟中進士舉人者 17 人，觀商子弟中進士舉人者 18 人，不

相上下(叫。人稱“夫准海諸賈，多三晉關中人"(1帥。可見其時山、陳商人的勢力是很大的。正德、

嘉靖時人林希元說，其時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挾資大者巨萬，少者千百"(:喲。觀其語氣，山西

商人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商人群體。正德、嘉靖時，山西蒲州的張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

族已經帽起。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親主現、王瑤兄弟，弘治、正德年間即己活躍在全

國各地(1叫，而且王家與張家結成了兒女親家。同時同地人席銘，“曆吳越，遊楚魏，泛江湖，

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日南席云"1喲。嘉靖、萬曆時人大學士張四維描述其家

鄉蒲1'1'1經商之風道:“吾蒲介在河曲，土限而民夥，田不能以丁授，緣而取給于商。計坊郭之

民，分士而耕莒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挾輕貴牽車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 (W~) 同時人郭子

章也說，蒲外|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例。萬層時〈山西通志〉稱，平陽府，可R勞商賈

屬下曲灰縣，“重遷徙，服商賈份州府泊陽縣，“多商賈，喜華靡臨縣，“勤於商賈大

同府廣昌縣，“亦事商賈刊)。嘉、萬時期一地因經商而“十室九空則必是經商成幫後的現

象。萬曆時趙南星說，酪安府長治縣，“俗善商賈"(111)。由興起的時代、活動的地域以及從事的

行業衡量，可以認為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時山西商人已經形成商幫。

明後期，山西商人往往創建會館，以群體的形式活躍在各地的商業領域。山西顏料、桐油

商人至遲于明萬曆年閒在北京前門外北蘆草園創建會館，原名平遙會館，又名集瀛會館，後

改名顏料會館。明代山西臨扮紙張、顏料、乾果、煙行、雜貨等五行商人在前門外打磨廠創

立臨扮鄉祠(臨扮東館)。明代山西臨扮、襄陸兩縣說河東部在京油商在前門外曉市大街創立

會館，原名山右會館，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 改名臨襄會館。臨扮其他商人又在前門外大

自問) 謝肇糊: {五雜組〉卷四《人部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年。

(1個) 據嘉慶《兩准鹽法志﹒科第表}統計。嘉慶十一年刻本。

伽) 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三〈處土黃公崇德行狀}，轉引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方志出版

社， 2003 年。
(1的林希元: {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王政附言疏)。 清刻本。

(107) 韓邦奇: {苑洛集}卷五《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誌銘〉。道光八年刻本。

(1的韓邦奇: {苑洛集〉卷六《席君墓誌銘〉。

(1的張四維: {條麓堂集》卷二一{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o {續修四庫全書}本。

(110) 郭子章: {郭青螺先生遺書〉卷一六《聖們人物志序〉。

(111) 萬曆〈山西通志〉卷六〈風俗}o <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 5 。

(112) 趙南星: {味槃齋文集》卷一一{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o {叢書集成初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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柵欄創立臨份西館。山西鋼、鐵、錫、炭、煙袋諸幫商人在廣渠門內爐神膺創建j路安會館(11

(三)歐西商幫的形成

恢西商幫在明代實際上僅指來自緊相鄰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涅陽縣和屬州同州的朝昌、韓

城縣等地的商人。有關陳西商幫的形成，田培棟認為:“明清時期的快西商幫是依賴鹽業，借

助于明朝政府的開中注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叫季剛也認為:“明代是映西商幫在從事中西部

邊地貿易中急劇勃興的時期。明王朝在陳西實行的“食鹽聞中"“茶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經

濟政策，刺激映西商人在食鹽販運、邊茶轉輸和南布北運幾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

領域異草突起，形成縱橫全國，聲振南北的西部商業集團，并在明代前中期的幾百年裹，位

列各大商幫之首。 "(1的這些看法把握住了陳西商幫形成的社會背景，但稱明前期限西商幫即已

形成，員Ij未免斷時太早。韓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鄉陳西問州朝臣八里莊，“莊雖數

百家，俗兢藝泰程，遠服賈，鮮修文學又稱同縣大慶關一帶“萬餘家，皆習商賈"(11帥。韓邦

奇為正德、嘉靖時人，可知當時朝且縣人經商已蔚然成風。同時期男一映西人康海說，陳西

控陽縣， “俗美而習敞，民逐末於外者八九"(111)。嘉、萬時期的映問三原人溫純在他的文集中

稱，“菩里俗十七服賈"\，“吾且大/叫小J\\賈甚夥

習為風向，說明其時三原、涅陽商人早已岫起，而且是在棉布經營中形成群體力量。韓邦奇

和溫純記載的限西商人多活動于弘治、正德年閒。如馮翊睦氏， 雖晚浩於永樂閒即“商於

沛但其子放習舉子業未就，“乃純藝泰樓，遠服賈，家遂饒裕成化時揖子行貨過臨清，

到蛙殼的三個見子時黃氏續興恤)。其時是成、弘之際。朝巴權氏，世皆務本食力，至Ij弘治、正

德時的權景魁憑藉經商而大興，“八里莊言富族必列權氏"阱。萬曆時人李維禎稱，映西涅陽、

三原等縣，“多鹽策高資賈人"(121) 嘉、萬時的三原王一鶴兄弟三人，在家鄉和吳越之間合資經

營棉布貿易，“資日起，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策准揚，亦無聞言，資益大起。里中人指數

(113) 以上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 1980 年，前言第 2 、 3 、 21

頁。
(114)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 {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祉， 1993 年，第 59 - 60 頁。

(115) 李剛: {險西商幫史}，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第 98 頁。又{准鹽備要〉載:“明中鹽法行，

山俠之商幫至，三原之梁......涅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j童之張，兼籍故土，賞皆居揚。往往

父子兄弟分居兩地。"

(116) 韓邦奇: {苑洛集〉卷六〈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卷七{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117) 雍正〈恢茵通志》卷四五〈風俗}，磚引〈康對山集〉。

(118) 溫純: {溫恭毅公集〉卷一一《明壽官峨東王君墓誌銘}， {明員伯子墓誌銘}， {明壽官師君墓誌

銘}o {四庫全書〉本。

(11時韓邦奇: {苑洛集〉卷四{馮翊睦公墓誌銘〉。

(l呦韓邦奇: {苑洛集〉卷六{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

(l2l) 李維禎〈溫恭毅公創建龍橋碑言凹，載〈關中溫氏獻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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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王某云"闕，成為名間一地的經商家族。同時人三原王友愧，

因家宜，“於是而且計然、猜頓之術，以子錢擇人及戚屬賞者，使賈吳越燕晉而寬其力，不能償者

厚歸，旦時其極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事盡力賈，夥至數十百人。家大起，于錢巨萬，而有

施豫聲"側。“夥至數十百人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商人集團了。同時人淫陽師從政，以千錢

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爭窗子錢賈吳越，往來無寧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錢貸人，其

息亦倍。久之，用鹽策賈堆揚，三十年畢數萬金"仙)。這是沈恩孝《晉錄〉中描述的那種一人

出資、關商共之的經營方式。張瀚則認為，西北賈多是做西人，“然皆聚於肝、雍以東至河、

華灰野千里閒，而三原為最"仰)。所有這些事例，在在反映了陳西三原、涅陽、朝巴等地人商

而成幫後的活動情形。前述成化十年 (474) 以前在兩准的山陳商人子弟中進土舉人者主要

是做商子弟。明代險西商人在宣武門外保安寺創立了關中會館。綜合考量，陳西商人同山西

商人一樣，到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泊之際已然形成了商幫，以群體的力量大規模從事南

北商品貿易了。

(四)廣東商幫的形成

所謂廣東商幫，實際上在明代主要是廣州幫與潮州幫，在清代還包括嘉應幫等。關於廣東

商幫的形成和發展，黃敵臣有系統的論述。他原來認為，隨著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些商人紛紛組織私人武裝船隊，衝破海禁，出海貿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對外貿易權

利的海商貿易集團， ~p海商商幫的出現“由此可見，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年閒逐步形成的。

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陸慶開放海禁之後，廣東商人集資結幫出海貿易者更是層出不

窮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幹、潮州的諸良寶等，“他們為了保證海外貿易的安全，不

僅內部拜桔為幫，而且還與其他海商聯合起來成為大的海商集團“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中

葉以後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與之相適應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國內畏途販運批發

商“廣東商幫主要是由廣州、|幫和潮州幫構成川帥。可近來黃故臣等又認為，宜到清代康熙開

海貿易後，“潮州商人纜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仙)。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說，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咐，可見廣州人經商之勢頭。從廣東商人的

。22) 溫純: {!Ei[恭毅公文集〉卷-0 {明壽官王君暨配墓誌銘}。

(123) 溫純: {溫恭毅公文集〉卷一一{明永壽府輔國中尉友愧公墓誌銘〉。

仙) 溫純: {溫恭毅公文集》卷一一〈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125) 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仰自) 黃肢臣: {明清廣東商幫的形成及其經營方式))， {十四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廣東高等

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男參見《中國十大商幫》第 213 - 214 頁。

(127) 黃宜生臣、龐新平: {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1 年，第 145 頁。

(1叫屈大均: {廣東新語》卷一凹〈食:訕。中華書局，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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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情形及其組合形式看，至遲到明後期，以廣州商人和潮州商人為主體的廣東商幫確已形

成了，或者可以說，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已經分別形成了。廣州商人于萬曆年閒在蘇州闇門

外山塘建立了嶺南會館(1甜。由廣西平樂府城乾隆年閒所刻粵東會館〈鼎建戲臺碑記》載“平郡

會館之設，創始明萬曆閒"可知，廣州商人于萬層年閒在廣西樂平府創建了粵東會館州0 萬曆

二十五年(1597) 海南島(詹縣已有天后宮，至清初改名為廣[州]府會館的。。廣州府的東完商

人于天般五年 0625 年)在蘇州闇門外半塘建立了東官會館(叫後改名寶安會館。乾隆四十二

年 (777)，潮州、|商人說:“我潮州會館，前代創于金睦，國初始建于蘇郡北海。"(叫可見潮州

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會館。南京非廣東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會館，說明他們已

經獨立城幫。由這些事例可知，認為直到清代開海以後“潮州商人纜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

商人群體而成‘幫，了"的看法，對潮州商人成幫的時代則不免估計不足斷之太晚。

(五)福建商幫的形成

福建商幫幾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幫、海外l幫、福州幫手日建寧、福寧等府州

的商人。在地瘖沿海的泉、潭等地，明中後期就形成了以海商為主體的商幫。當任福建巡撫

的譚綸於嘉靖四十三年 (564) 說;“閩人讀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叫到。明代實行海

禁，民閒片帆不許下海，但明初間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國。只是規模不大，也不普

遍，直到“戚、弘之際，豪門巨室，閒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州，。正德、嘉靖之際，福建海商

違禁出海貿易漸成風氣。所謂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聽匿無輯，

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未11" (1油)。顯然這是群體“通番"貿易活動。以致在走私貿易港口

雙嶼等地，呀iI至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自月港附近的海域，“每歲

孟夏以後，大帕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閩海之人與番自自夷商貿販番物，往往絡

繹於海上“興販之徒紛錯于蘇、杭"。人稱“十數年來，富商大賈(牟利交通番船滿海間"。跡。

違禁走私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嘉靖二十一年， 福建津州人陳貴等連年率領 26 艘船載運貨

(129) 顧祿: {桐橋倚樟錄}卷六《會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1嶺南會館廣業堂碑記}， {明清蘇

州工商業碑刻集〉第 327 頁。

(1紛轉引自鐘文典主編{廣西近代叮鎮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8 年，第 372 頁。

(13l) 民國〈教縣志》卷四《建置志五﹒壇廟〉。

(132) 顧祿: {桐橋倚樟錄》卷六《會館〉。

(I目) {潮州會館記}，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 340 頁。

(134) {明世宗實錄}卷五三八，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下未。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佼勘木。

(1自) 張變: {東西洋考〉卷七《制稅考入中華書局， 1981 年。

(I呦 《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圭午。

(J訂) 朱軌: {雙嶼填港工完事}， (明經世文編》卷二O五。

。38) 胡宗憲: {籌梅園編〉卷一一{經略一﹒釵寇原}o (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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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到琉球質易帆)。在福建福、興、潭、泉四府，僅從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的三

年多時間中，至Ij日本從事走私貿易而為風漂到朝鮮井被解送回國的福建人就達千人以上，其

中僅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載貨通番者海外|人李王乞等就有 39 人側，嘉靖二

十六年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福清人馮淑等更多達 341 人加)。人們所熟知的海商集團，就是

在這種經常性、大規模的苦體通番活動中形成的。嘉靖年閒的著名海商集團，如王宜、李光

頭、許棟、洪迪珍、張謹等集團，其頭目雖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員則大多是福建人，當

時人估計，在嘉靖悽患的數萬海寇中，濤、泉人就占其大半。這些海商集團，往往以數條船

結成船隊，推一強有力者為船頭，“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或群各黨，分泊各港“紛然往來

海上，入日本、遲羅諸國行貨"。的。規模大，實力厚，組織較為嚴密。由走私貿易的風氣、規

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團行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際福建的泉州商幫、海外|商幫或者說泉、

海商幫已經形成。

在泉、樟等各支商幫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帥。安平僅為泉州、|的一個

鎮，但在明後期經商蔚為風氣。何喬遠說:“吾郡安平鎮之為俗，大額徽州，其地少而人祠，

則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令兩京、臨清、蘇、杭閒，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

以一鎮，目Ij徽人為多。是皆離其室家，或十餘年未返者，返則兒子長育，至不相識，蓋有新

婚之別聚以數目離者。刊。是說安平人經商之普遍。何喬遠又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轍，激於

海上，人戶且十餘萬，詩書冠紳等一大目。其民脅，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仲、吳、

越、體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川♀是說安平商人在泉州商習中有著十

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橋也說:“吾溫陸里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和賈，安平市獨持賈，

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辨，往往慶著書財，賈行遍郡圈，北賈燕，南賈

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箏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

過且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部也。"(1份是說安平商幫多行

商遠地，而非坐買。李光稽又說，“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

而九“安平人喜賈，賈吳越以錦歸，賈大洋以金歸"(叫。李光精還多次提到，“安平不諱賈

(1划 嚴嵩: ~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 ~明經世文編)卷二一九。

(1明) ~明世宗實錄〉卷二九三，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菌。

(1的 {明世宗實錄》卷三二一，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1的 胡宗憲: ~籌海圖編》卷一一《經略一〉。傅維鱗: ~明書》卷一六二{亂賊傅﹒王宜}o ~叢書集

成初編》本。

(1明) 傅衣凌: ~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 ~傅灰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144) 何喬遠: ~鏡山全集》卷四八〈壽顏母序》。景照內閣文庫所藏深柳讀書堂木。

(145) 何喬遠: ~鏡山全集》卷五二{楊郡丞安平鎮海m碑)。

。品)李光緒: ~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壽序》。景照內閣文庫本。

(147) 李光緒: ~景璧集〉卷一四《二烈傳))，卷三{贈隱君攘吾陳先生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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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人多行賈周流四方"。叫。按照這種說法，明後期的泉州商幫，實際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萬曆年間，以福州商人為主體的福建商人，在蘇州、!萬年橋大街興建了三山會館門具體

時閒據說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1帥。崇禎年閒，在嘉興府嘉興縣的南十三莊北稱字呀，閩商

創建了天后宮，兼稱福建會館(泊1)。在閩、晰、輯、臨四省交界的斯江衛州府的西安縣城南三十

里，有老天后宮，“相傳明末清初建，謂之下會館"佩。可見大體上與泉、海商幫同時，福州商

幫也已形成了。

(六)江西商幫的形成

嘉、萬時期的張瀚說，江西一省，瑞州、臨江、吉安三府，因為經商，尤稱富足。稍幫的

主士性也在其〈廣志繹〉中說，江西人凡士商工賈，譚天懸地，人人善辯，“又其出也，能不

事子母本，徒張空拳以籠百務，虛住實歸，如堪輿、星相、醫 k 輪輿、梓臣之頓，非有鹽

商、木客、僅絲、聚實之業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叉莫如撫州、1"。又說雲南全省，“撫

人居什之五六“所不外遊而安家食，俗淳樸而易泊者，獨廣信耳 叮真雲地曠人稀，非江

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阱。王士性還說:“山居人向氣，新都{建訟，習使之然。......鋪金買

坪，傾產入闊，皆休、數人所能。至於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雷身嘗之，自慶金出死力，

則又以服幫服，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仙)是說休、數商幫在外經商以

跟幫闊，萬曆年閒江西商人亦仿效其做法，似乎江西商幫形成較幫。其實江西商幫形成相當

早。早在成化元年(1465)，雲商姚安府官員稱，雲南各邊衛府，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不日漸江龍

游商人等，“不下三五萬人，在衛府坐(生)理，遍處城市鄉村屯堡安歇，生放錢債，不IJ上生

利，收債米穀，賤買貴賣，娶妻生子，置奴{業，二三十年不回原籍"(Ii.i)。天順、成化時大學士

李豎稱其家鄉河南鄧小l、1，是四方賈人所歸之地，而“西江來者尤服川跡。江西商人在那里已有

善賈之名。弘治時的大學士丘禧說:“哥IJ湖之地回多而人少，江右之地回少而人多。江右之人

大半僑寓於刑湖。"這些寓於荊湖的江右之民，“至於販易傭作者，貝Ij日營生戶吋

(1的參見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

(14時余正健﹒{三山會館天后宮記}，乾隆{吳縣志》卷~O六{藝文}。

(1的民國{吳縣志〉卷三三〈壇廟祠字}謂:“天后宮，在胥江西岸夏駕橋南，明萬曆四十一年福建

商人建。"

(151) 光緒〈嘉興府志}卷~O (壇廟一九

(1叫民國(衛縣志〉卷四《建宣志下﹒會館》。

(1的王士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中華書局， 1981 年。

(154) 王土性﹒{廣志繹〉卷二{兩部}，卷五{西南諸省}。

(1扮戴金: (皇明條法事類黨}卷一二。日本古典研究會 1966 年影印本。

(1叫李賢: (古穗集}卷九〈吾鄉說}o (四庫珍本}二集。

仰) 丘潘: (江右民遷別湖議))， (明經世文編》卷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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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江西人多田少，江西人遷往荊湖，主要是前往墾辟就食的，大多當不是能事商業經營

的。但與丘滄同時代的江西吉安人彭華也說，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1峙。弘治〈南昌府志》

稱當地“地狹民祠，多食于四方，所居成市"(1叫。嘉靖時興國知縣海瑞說:“即今吉、撫、昌、

廣數府之民，雖亦個田南、單，然、個回南、讀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叫遊食他方，

主要當是經商。至IJ後來，地方文獻描述稱，“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

居夷，流落忘歸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自少至白首不相面者， 'rÆ散而不聚"。別)。

兄弟父子夫婦常散而不聚，可見經商早就成風，成為群體性行動。所以章演在〈圖書編〉中總、

結道:“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日少，壯者多不務稽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倒

正是由於人多田少役繁，江西人在大規模的流動中四出經營，商販成風，所居成市。明後期，

江西商人在不少地方建立起會館類組織。北京的會館建立於陸慶、萬曆年閒;湖南會同縣淇

江的萬壽宮，也始於明代(叫;湖南體陵縣城的西後銜，有豫章會館，即萬壽宮，據說“明代西

幫創建"(:叫。由江西商人在商業活動中的名氣和人數，以及後來會館頡組織的建立，可以推定，

到明代成化、弘治時，江西人在外經商已經成幫。至其地域組成，貝Ij主要是撫州、吉安、南

昌、臨江等地商人。

(七)山東商幫的思成

研究山東商幫者，有李萃的〈山東商幫}，收於《中國十大商幫》一書。這里引錄的明代山

東地方文獻，不少係他首先利用。嘉靖年開，青州府益都縣，“農桑之外，逞逐商販......生齒

滋繁，本實變而逐末多也叫d0 萬曆年閒的東自府， “逐末者多衣冠之族"{帥。經濟落後的武定

于|尤其屬縣海豐縣，據說早在成化、弘治年間，即“有種鹽准北者，有市貨遼陽、買易蘇抗

者，其諸開張市幫及百工技巧，皆盛極一時"仙。到萬曆時，該州人“或販梨棄，買胖蜢下江

東，爭逐什一，農事不講久矣"側。由分散經營到爭逐什一、不講農事，勢頭甚猛。嘉靖時章

丘人李閒先稱頌其同鄉高智:“有缺債者，歲終原本亦無之，究其所以，貧不能敷，遂饋之酒

(1的同治: {吉安府志》卷二〈風俗》引。

(1明) 查慎行: {西江志》卷二六〈風俗〉引。

(1的) 海瑞: {興國八議}， {明經世文編〉卷三O九;又見《海瑞集〉上編四，興國知縣時期。中華書

局 1962 年本。
(161) 萬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風土}。

(162) 章演《圖書編〉卷三九{江西圖敘}o {四庫全書}木。

。時) 同治{南且縣志》卷二{建賈志} ;李鼎鏘{洪江萬壽宮記}，洪江{育嬰小識〉卷四{識宛委}。

(164) 民國個重陵縣志﹒建宣志﹒公所}。

。65) 嘉靖〈青州、|府志》卷六〈風俗}。

(1的萬曆〈東昌府志》卷二〈風俗〉。

(1訂)康熙〈海豐縣志〉卷三《風土}。

(168) 萬曆《武定州志〉卷二《地理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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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諸物，以為迎嚴之用。新正郎收為賈，後遂兩得其力。資厚其出，利薄其入，畢竟虧折者

則焚其券。同濟同姓，濟異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為商者，如其親友，未嘗恃

財而輕有所開傲。"(測這種利用族人的經營活動，雖不能視為商幫活動，但經商家族的幅起，

成為推動商幫形成的重要力量。據說安徽蕪湖的山東會館是在明朝建立的。而。由上述經商風

習、活動情形，聯繫清代順治年閒山東商人在上海與關東幫合置了公所、義塚和東齊智商人

于順治年閒在蘇州山塘建造了東齊會館等事例，山東商人特別是東齊或膠東商人至遲在明末

當已形成商智。

(八)河南商幫的形成

所謂河南商幫，在明代大概只能指彰德府的武安商幫。對於明清時代的武安商人，傅衷凌

有〈明清時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一文(叩王興亞也會在其專著中作過探討。玉認為，“武安

商人興起于明中葉，活躍于乾隆、嘉慶年閒。該縣地處山區，土地宣瘖，與山西商人的形成

大致相同"(!刑。嘉靖時河南安陽人崔說說:“武、涉皆并山作且，民性健武喜訟，以財自雄，服

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坊村墟，罔不居貨。"。叫這是目前所知有關武安多商賈的最早記載。

張瀚幫，開封“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刊。。

所謂周人，從清代武安商人在開封和蘇州之閒大規模從事絲網貿易考量，應該也包括武安商

人。由此可以獲得認識，武安商人在明後期應該是頗有名氣了。

(九) ;:折江各支商幫的形成

斯江商幫在明代主要是指以龍游商幫為主體的衛州商幫和寧波、紹興商幫。

龍游為淳州府所屬的一個縣。研究龍ìJff.商幫者，前有傅衣凌的〈明代漸江龍游商人零拾}，

後有陳學文的《龍游商幫》和〈龍游商幫研究:近世中國著名商幫之一}111日，作了開拓性工作，

也為後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資料途徑，筆者主要利用他們的成果。王士性說:“龍游善賀，其

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睛頡輕軟物，千金之貨，只一人自費京師，敗絮、僧鞋、蒙草、

檻縷、假幫、巨值、膏藥皆寶珠所藏，人無知者。異哉，賣也。 "1叫王士性對龍游商人的經營

(1間)李開先: (李開先集}中〈閒居集﹒聽選官高君墓表~，轉引自〈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第 198 頁。

(170) 民國〈蕪湖縣志〉卷五〈城廂〉。

(171) 原載〈學術論壇~ 1958 年第 l 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72) 王興亞刁明清河南集市廟會會館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200 頁。

(173) 顧炎武輯: {天下都國利病書)原編第 15 冊， {河南﹒彰德府部~o {四部叢刊》本。

(m) 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1叮) 前者見於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後者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和陳

學文獨著，杭州出版社， 2004 年。
(170) 王士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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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深為驚歎0 萬曆〈龍游縣志〉卷五{風俗〉更稱“諺曰: ‘遍地龍游， "。天風《衛州府

志〉卷十六載:“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賣，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

半。"其時全縣一半人出外經商，至有“遍地龍游"之諺，說明龍游商人早已成幫，名聞江湖

了。前速成化元年(1465) 就有雲南姚安府官員描述其地龍游商人之多。嘉靖時，通使海商

的脅從者，按照海鹽人玉文帳的說法，“大約多聞廣寧紹溫臺龍游之人"(:几嘉靖《衛州府志》

載，龍游“鄉民務耕祿，其北向行商"。陸慶時，龍游失日縣涂傑說:“民庶饒，喜商賈。叫嘉

靖時人歸有光和王世貞先後提到龍游書商童子鳴，王世貞還說，“龍游地居薄，無積聚，不能

無賈遊，然亦善以書賈"(閉。衛州府另一屬縣西安，“穀賤民宜，恆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

賈人皆重利致富，於是人多馳驚奔走，競習為商，商日益服咐。另一屬縣常山，“習尚勤儉，

業事醫賈"(11九綜合上述描述和龍游商人的具體活動，可以推定，至遲正德、嘉靖之際以龍游

商幫為主體的樟州商幫已經形成了。

寧波、紹興商幫是明代中後期帽起的另一支重要的漸江商幫。張守廣依據部縣會館設立的

時代，認為“寧技商人集團最初形成大約是在明天戲、崇禎前後因為這一時期寧波郵縣的

藥材商人已在北京建立了部縣會館， “而郭縣會館的建立， 說明寧波商人在北京已有相當數

量，是寧波商人集團初步形成的標誌"側。林樹堅也同樣認為，“寧渡人外出經商古已有之，而

結成商幫則是明代末年的事。天敢、崇棋年閒，寧搜藥材商人在北京設立‘郵縣會館這可

以看作寧渡商幫初始形成的標誌咐。寧波商人在某地有相當數量，實際上并不要等到明末。

如前述嘉靖年閒王文祿的說法，其時海商中已多寧、紹等地商人。嘉靖時人陸揖幫，寧技、

紹興之民，一半遊食于四方酬。遊食于四方，未必全係經商，但商人人數必巳相當可觀0 萬曆

時主士性說，寧、波、紹興人“競買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於外又說“寧、紹人什七在外

紹興府山陰、會稽、余挑三縣室廬田土，半不足供，聰巧敏捷者為京街胥吏，“次者興販為商

賣，故都門西南一隅，三昌人蓋愉而比矣"(叫。可見其時北京紹興人間已很多。天敵四年

(1 624) 的〈慈溪縣志〉論當時情形道:“棋高資者'~JÎ'甚，持衡挾績，揣其輕重鼻息，以權出

入，一毛半蔽，視為巨萬。此一變也。"伽)經商風習已是當地社會“一變九甚至在南京，天般

。11) 王文祿: ~策樞》卷間。〈叢書集成初編}本。

(118) 涂傑: ~建龍游城記}，轉引自陳學文〈龍ìfJ字商幫}。

(1凹) 王世貞: ~會州山人續稿〉卷七二〈童子鳴傳}。明刻本。

(180) 雍正《斯江通志》卷一00 ~風俗下〉。

(181) 康熙《樟州府志》卷二五〈風俗}。

(182) 張守廣: ~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 ~南京師大學報} 1981 年第 3 期。

(即) 林樹堅: ~寧波商幫}， ~中國十大商幫}第 111 頁。

。84) 陸橋: ~蒹葭堂雜著摘鈔}，沈節甫輯: ~紀錄彙編》卷二O四。

仰5) 王士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伽) 天敏: {慈溪縣志〉卷一〈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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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0623 年)的街門志書，已登錄了斯江會館，位於恭字鋪(m)。明代京城會館多為科舉試

館，南京非為漸江舉子考試地，南京有斯江會館，只能是斯江商人或斯江仕商會館。斯江全

省範圓的會館已經建立，經商突出的寧波、紹興人結成商幫的時閒應該更早。金華等八縣揀

京商人于萬曆年閒在北京廣渠們內創立天龍寺會館，清康熙二年 (663) 重悔。明代斯東藥

材商在右安門內郭家井創立會館，原名郭縣會館，後改名四明會館的。據說天敵聞廣州東門外

已有寧紹義塚酬。

台州商人，明中後期間“或商於廣，或商於聞，或商蘇杭，或商留都"(側，活躍于江斯閩廣

之地。如黃岩李仲良，嘉靖年閒就在南京“居息日贏，齒于上賈"(側。

綜合上述記載，寧技以及紹興商幫甚至臺州商幫至遲在嘉靖年閒應該已經初步形成，說明

末或天鼠、崇禎年閒成幫，顯然估計不足，金華商幫至遲也于萬曆年閒應該形成。美國學者

羅威廉在論述漢口的寧波紹興商幫時認為， “只有到嘉慶時期， 這些商人纜發展為一個全國

性商業買易力量"(1呦，這種估計，更未暸解寧紹商人的發展歷程。

(十)江蘇各支商幫的形成

江蘇商習在明代主要指洞庭商幫和句容商幫。

大約與徽州商幫形成的同時，在蘇州城西南太湖中的說縣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也形成

了一個地域性商幫。洞庭東、西兩山在明代僅為 5 個區 12 個都，洞庭商幫可謂地域範圍最

小的一個商幫。關於洞庭商幫，傅衣凌早在上世紀 40 年代後期就發表過〈明代江蘇洞庭商

人考抖。 80 年代中期，呂作變發表了〈明清以來的洞庭商人們。關於洞庭商人形成的時代，

呂作變提到在明末以前，而前到何時，未下斷語。參考文獻，考察洞庭商人的具體活動情形，

其成習時代大致可以匡定。明代成化六年 0470 年)， 刑部主事蘇州人眉瑄說:“洞庭西山

貨殖者多，不之口口，則之冀北。"。帥成書於弘治十八年 0505 年)的〈震澤編》卷三〈風俗〉

載:“土狹民祠，民生十七八@P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弘泊、正

(187) {南京都察院志}卷二一《職掌十四〉。景照原刻木。

(188) 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 1980 年，前言第 2 頁。

(189) 同治〈番禹縣志〉卷一五〈建宜略二〉。

(190) 嘉靖〈太平縣志》卷三〈食貨志﹒民業》。

(191) 汪道昆: {太函集〉卷五五〈明故處士李仲良墓誌銘》。

仰2) 羅威廉: {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 (1796 一 188m，中譯本， 2005 年，第 283 頁。

仍3) 此文最初發表于福建〈社會科學} 1948 年 4 卷 2 期，後來收入其《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

195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倒) {平准學干Ij}第 1 輯，中國商業出版社， 1985 年。

(1的) 周瑄: {秦公祥墓喝銘}，同治〈洞庭秦氏宗譜〉卷首上。引文中所缺二字，參照洞庭西山商人最

為活躍的地方，疑為“南楚"或“別楚"之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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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時的大學士湖廣茶陸人李東陽說，洞庭東、西山人“散而商于四方，蹤跡所至，殆遍天

下咐。臨云“貨殖者多“商于四方“靡遠不到蹤跡“殆遍天下是則可以視為其時

洞庭人已經形成商人集團。至Ij嘉靖時期，崑山人歸有光甚至說，洞庭人“好為賈，往往天下

所至，多有洞庭人"酬。天般時，馮夢龍編的《醒世↑宣言〉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傳〉載:“話

說兩山之人，善於貨姐，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昕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 o

從四出經商到江湖上大有名氣盛傳口號有一個過程。著名商人家族如翁氏、席氏、嚴氏、葉

氏、萬氏、秦氏、徐氏等在嘉靖初年均已帽起。只有地域商人形成集團，一個個經商家族纜

會喝起。明中期，洞庭商人就以群體的形式開展活動。運河沿岸的山東臨清，網布店集中在

白雲巷，“自明成化二年，蘇州、南翔、信義三會合而為行，陸、萬閒寢盛"(J的。臨清是洞庭東

山布商活動的大本營，蘇州、南翔、信義三會恐怕基本是或者主要是由洞庭商人組成的，他

們聯合成會，應該是商而成幫的反映。後來以洞庭商人為主體的蘇州商人還與徹商一起在臨

清合置了兩所義肝，均是其群體力量的標誌。因此綜合考慮，大約到明代中期，具體說也即

成化、弘i台年閒，一支引人注目的地域商人集團洞庭商幫已經形成了。

旬容商幫係指南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的商人。它興起於明中期，是一支至今仍未被人重視的

地域商幫。弘治縣志說，句容因“地窄人桶，于勤農之外，商賈工藝尤瑕咐。明代地方文獻

記載的具體經商事例也不少。康熙府志載，句容人“以勤農之外，列肆而居者若麟次，然其

貿易于外者尤服"棚。胡景洛則說:“句容民好賈，而南鄉為尤甚。"個1)說明句容商人主要來自該

縣南部。根攝相關文獻，句容商人主要在江南的蘇州、上海、常州等地活動，範圍不廣，而

且以擅長開張店鋪聞名。介紹坐商知識的《生意世事初階}，就是由句容人主秉元於乾隆後期

編集的。

以上拉述表明，從商幫誕生地大取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暸解熟習程度，

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躍程度，地域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因素綜合考量，自明中期

起，各地地域商幫先後形成了。具體說來，安徽(時屬南直隸)的徽州商智，山西以平陽、

澤州、|、 j路安、說州等府州為主體的商幫，限西以西安(同于i、1)府為主體的商智，江西以撫州、

吉安、南且、臨江等府為主體的商幫，江蘇(時屬商直隸)的洞庭商幫、句容商幫，已于成

化、弘治年閒形成;福建的泉州商幫、海外|商幫手日漸江衛州府的龍游商幫，已於正德、嘉靖年

閒形成;稍後的嘉靖年閒，福建的福州商幫、研江的寧波、紹興商幫也已形成;再後的萬曆到

(1的李東陽: {懷麓堂集〉卷三二{商隱樓記}o {四庫全書}本。

側歸有光: {震川先生集〉卷二一{葉母墓誌銘}o {四部叢刊〉本。

(1阻) 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卷一一《市塵志}。

(1明)弘治{句容縣》卷一〈勵的。

(別)乾隆〈句容縣志〉卷一個l俗〉引康熙〈江寧府志〉。

(四1) 光緒〈句容縣志〉卷六{風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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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廣東的廣州商幫、潮州商幫，河南彰德府的武安商幫、山東以東齊或膠東商為主體的

商幫也已形成。終明之世，今人所長口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後帽起於各地，

由此而開始了中國商業歷史上的商幫時代，商業經營者更多地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臺

和社會生活中。

三 明代各地商幫興起的社會地理背景

自明代中期起，全國各地陸續興起一支支地域商幫，其原因或前提何在?眼有研究或多或

少作了探討，但大多過份強調各地的因素，而殊少兼顧全國與各地的情形，似乎仍然不足以

說明問題。令結合各支商幫興起地的情形和全國的情形作些探討。

先看全國的情形，如何宜於形成商智。

一是明代中後期交通條件的改觀，有利於大規模遠距離的商品販運，從而推動各地商智的

興起。

明代元而興，山河一統，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

荒，無不來庭，，('喲。誠如崇禎時宋應屋所感慨的，其時“j真南車馬縱貫遼陽，嶺擻置商橫遊前

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酬。全國統一，水陸暢達，為大規模的商品流通提

供了極為有利的交通條件。明廷為了利用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轉輪潛糧，先於永樂九年(1411)

由工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等重復會通河，負重載的大船得以通過;又於永樂十三年由平江

伯陳瑄等開鑿准安附近的清江捕，引管家湖水入准，設間建幫作涵洞，以時敵間，從此潛船

直達通州，大大節省了挽運之勞欄。潛糧官物通過運河轉輸的同時，數量更為可觀的民閒商品

也經由運河南北販運。為了鞏固邊防，明廷又特別注意北部井邊防路線的修建，尤其在永樂

時期，為了對付豪古勢力，便利軍隊的往來與糧輛車自重的輸送， {I區建的道路更多，北邊與內

地的交通貫通便捷。自肅州通向西域的道路，經過明初的悔築，也通行無阻。到明中後期，

全國各地的水陸交通較前大為發展。依據陸慶四年(1570) 成書的徽商黃作的〈天下水陸路

程〉所記，其時全國水陸路程 143 條，其中南京至全國各地的長途路程就有 11 條，通過 8 個

方向，構織成一張四通八達的商道網絡。而且在這些交通幹線上，除了原有的水馬驛路外，

還有許多新路。如南北兩京之閒其路有三，兩京至江西南且之閒其路有四，南京至四川成都

其路有四，南京至山東濟南其路有三慨。在這些商道上，商品流通極為頻繁。在南北大運河

(加) {大明一統志﹒圖輩份。三秦出版社， 1990 年，影印天順原刻本。

(加) 宋應星: {天工聞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伽) {明史〉卷八五〈河渠三〉。中華書局本。

(別參見韓大成〈晚代城市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第 2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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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靖、陸慶時江西人李鼎說:“燕趟、秦晉、齊梁、江准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闡

廣、豫章、南楚、國越、新安之貨，日夜商服而北......岫驢銜尾，日月無淹。咐在華中經由

江西度越大庚嶺到達廣東的商道上，正德、時人張軒說:“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吊輕細之物;

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額。"倒在福建與江南之閒，嘉靖、萬曆時太倉人王世懋描寫其

商品流通的盛況道:“凡福之綱絲，海之紗緝，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潭之桔，福、興之

若枝，泉、埠之糖，順且之紙，無曰:不走分水嶺及浦城之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

去者，尤不可計。"州伴隨著道路交通的暢達，商品流通日益興盛繁榮，商人需要以群體的力

量，集中巨額資金，展開經營活動，以收規模效應，增加實力。可以說，交通條件的改觀，

大規模的商品流通，推動著商人結成群體。

二是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其結構有利於商人集團的興起。

明代商品生產最突出的是棉布和絲幫的生產。

棉花在宋代已在閩廣及歐西地區種植。入元以後，植棉技術逐漸由南方傳入北方，到元中

後期棉花巴在全國較大範圍聞廣泛種植。進入明朝，“其種乃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

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用見絲梟蓋百倍焉"側。所謂“遍佈天下實際上主要集中在河南、山東、

湖廣和江甫的松江、太倉、嘉定、常熟等地。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除了江南，棉花和棉布生

產基本是說節的。江南是全國最大的棉布生產地區，每年向全國各地輸出幾千萬匹棉布。其

行銷範圓，松江布最廣，覆蓋了華北、西北、東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地域。萬曆時商人說:

“至於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伽)意思是說只要是松江布，可以暢銷於各地。明代嘉定棉

布，“商賈販醬，近自杭數清濟，遠至前遼山險"側。明代常熟棉布，“用之昌者有限，而擱載

舟輸，行賈于齊魯之境常十六，彼民之在縷往往為巴工也刊。。但由於區域內調劑和向福建等

地輸出，江南每年要從華北地區輸入北花，甚至從湖廣地區輸入襄花。山東、河南等植棉區，

由於不善織布，每年卻要從江南大量輸入棉布，而向江南等地源源輸出棉花。萬曆中期河南

巡撫鐘化民奏:“臣見中州灰壤，半植木棉，乃棉花盡歸商販，民閒衣服率從貿易。"側所謂

1七土廣樹藝而眛于織，南士精織結而寡於藝刊)。由於棉布生產集中在江南一隅、全國棉花和

棉布生智的說節，就形成了“吉貝則汎舟而奮諸南，布則仇舟而當諸北"的商品花、布流通

(珊) 李鼎: <李長卿集》卷一九《借辛苦篇﹒永利第六}。萬曆四十年豫章李氏家刻木。

(加) 張粥: <張東海集》文集二《梅嶺均利記}o {四庫全書存日叢書〉本。

(捌) 王世懋: {閩部疏}o {叢書集成初編〉本。

(別) 丘禱: <大學衍義補》卷二二{治國平天下之耍﹒制國用﹒貢賦之常〉。明刻本。

串的 餘象斗: {三臺萬用正宗〉卷二一《商照~~}。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11) 萬曆《嘉定縣志〉卷六{物產〉。

(212) 嘉靖《常熟縣志〉卷四{食貨志}。

(213) {鐘忠惠公版豫紀略}， <荒政叢書〉卷五{救荒圖說》。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14) 王象晉: <群芳譜﹒棉譜〉小序， <群芳譜詮釋}，農業出版社， 1985 年，第 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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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仙。這樣的花、布流通格局，就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山險商人、福建商人和廣東商人

從事大規模、遠距離的棉花棉布貿易提供了可能。俠西“三原俗相持市布"扭曲，徽州、洞庭商

人以山東臨清為中轉地大規模經營江南棉布，正是與江南棉布的這種流通格局相適應的。

明代的絲網生產，僅僅集中在江南、川中、山西臨安、福建泉州和海州、廣東廣州等少數

區域，而尤以江南的杭州、嘉興、湖州和蘇州部分屬縣最為興盛，也問清初唐甄所說的“北

不逾棍，南不逾斯，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的範圍(如)。實際能向外地輸出絲原料

的只有江南和川中。嘉、萬時人郭子章會描述過這種情形:“令天下蠶事疏闊矣。東南之機，

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j路最工，取給於聞繭。 "(2跡而能向海內外輸出大量

絲網的實際只有江南。這就形成了江南絲網囑銷於海內外的單向商品流程。這就為徽商、洞

庭商人、山映商人、福建商人和廣東商人從事大現模、遠距離的生絲和絲網貿易提供了可能。

萬曆時人張瀚說杭、嘉、湖絲網之府，“雖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綱幣者，

也、走湖之東也"側。清初人唐甄說:“吳絲京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

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碟。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例說的就是這種情形。

三是白銀貨幣化改變了支付手段，提高了結算效率，推動了商品的大現模流通，有利於商

幫群體的說生。

在賦稅徵收方面，明初各地以實物即本色交納賦稅，官員到南京支棒，朝廷虛廳廳祿，

官員不得實惠，正統元年 (436)，南餓、湖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 400

萬石，每石折銀 2 錢 5 分交納，共 100 萬兩入內承運庫，稱為“金花銀"。“金花銀"原來

只是指成色好的銀，徵收地還有局限，但賦稅由寶物改為交銀，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

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其勢不可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就擴大到全國， “概行於天

下除了起運兌軍糧食，賦稅以銀解京，“以為永例"仰)。正統年閒金花銀的產生，使得白銀

作為大規模流通量貨幣有了可能。實際上，大明寶鈔發行後不久閉塞滯不行，明廷幾度努

力試圖保持寶鈔的貨幣主體地位，但收效甚微。到嘉靖時，銅錢也難行用，民開交易“益專

而用銀川。正德、嘉立青年閒，各地紛紛實行均倍法。所謂均倍法，“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

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回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其宗旨是徵發福役以田產為

仰) 徐光敵: {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串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校注木。萬曆後期

人王象晉則在〈群芳譜﹒棉譜》小序中說.“棉則方舟而幫諸南，布則方舟而當諸北。"

仰) 溫純: {溫恭毅公集}卷一一《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211) 庸甄: {潛書}下篇下{教蠶}。中華書局， 1955 年本。

側) 徐光敵: {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引。

(219) 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別) 唐甄: {潛書》下篇下{教蠶}。

仰1)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222) {明史}卷八一{食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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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結果是“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1 嘉靖年閒開始，各地更試行財政收支、丁糧徵

收及官府合募倍役均以銀計算的“一條鞭法一概計敵征銀，至IJ萬曆九年 (1581)，普遍實

行於全國例。一條鞭法將人T和人戶的膚調部轉移到了田敵中，加大了田產在賦稅中的比重，

實際上械輕了人丁的負擔，客觀結果如戶部尚書葛守禮所稱， “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

差，富商大賈操貴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1"1.i)，以至人稱“賣販之流，握千金之貴無嚨敵之田

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咐，無地的商人因為一條鞭法的實施免除了力差，實

際負擔有所減輕。而且一條鞭法的實施，越是經濟發達商品流通之地越為方便，賦稅一概

徵收銀兩，開便了徵收程式，從而推進了白銀貨幣經濟，有利於商品生產和商品經營活動

的展開。

在鹽稅徵收方面，明代鹽的運銷實行閩中法，先是鹽商報中，至IJ指定的倉口納糧，獲得鹽

引，弘治五年(1492)，因商人苦於守支鹽斤，戶部向書葉淇主持，改為招商在運司納銀，每

引三四錢，收&1'太倉銀庫，而後分送各邊阱。雖較之以前中米價值加倍，但商人免除了納糧支

鹽往返奔坡和長年守支鹽斤之苦，太倉銀也囂積至百餘萬兩。以鹽商為主體的徽商正是在閩

中制變化的前後迅速獲得了發展。障。

在工匠服役方面，輪班匠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 則可以銀代役，南匠每名每月出銀 9 錢，

北匠出銀 6 錢，免除赴京應役。弘治十八年(1505) 更定為無論南北班匠，每班征銀 l 兩 8

錢，嘉靖四十一年 (1562) 釐定為四年一班，每班征銀 1 兩 8 錢，分為 4 年，每名每年征銀 4

錢 5 分倒。工匠以銀代役，商品勞動人手增加了，商品總量增加了。

明中期開始的這一系列改革，在在推動了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客觀上推進了商品流通的進

程，為商人結成群體大規模開展經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前提。民閒行用白銀貨幣化的時代，

正是各地商幫先後產生的時代。

四是明朝商業說率偏輕或相形變輕，降低了商人的商業經營成本，有利於商人實力的增加

和商人集團的稅生。

(叫王華: {震澤集》卷三六《吳中賦稅書與巡撫季司空}o {四庫全書〉本。

(22~)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225) ~明穆宗實錄〉卷七，隆慶元年四月戊申。

(2自) 張萱: ~西園聞見錄〉卷三二{戶部一﹒賦役前〉司|于慎行語。 1940 年哈佛燕京學社鉛印本。

仰7) ~明史》卷八o ~食貨四}，參見王瓊{王瓊集﹒雙溪雜記}，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關於鹽

商在運司納銀的做法， 日本學者藤井宏認為，并非出自葉淇之手，也并不是在弘治五年纜突然實

行的，而是于成化年閒就已逐漸成為一種習慣的做法(~明代鹽商的一考察一一邊商、內商、水

商的研究}，載劉淼輯譯〈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黃山書社， 1987 年)。但是藤井宏將偶

一為之的事後變通與葉淇變法視為一體，還無充足的說服力，所以筆者仍以弘治五年葉淇變法為

運司納銀正式賞行之時。

(自8) 參見拙文〈明代徽州鹽商盛於兩准的時間與原因}， ~安徽史學} 2004 年第 3 期。

仰) 萬曆《明會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6 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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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徵收商稅“俱三十稅一，不得多收"闕，較之宋元為輕。明中期，鈔法不行，寶鈔較之

原來的法定價值已相去甚遠，而當時地方稅課徵收仍然“收鈔如故後來寶鈔完全無法流

通，地方徵稅便以時價將鈔折合成銀，實際支付的稅額“視原價不及什之一商業經營者的

實際負擔大為減輕。所以有的文獻稱頌，“此祖宗寬大之政，因已達過宋元矣"例。明代商人法

定負擔較輕， 以致促使經商人多， 早在建文時的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就表明了看法:“今為商

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壟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于國家

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清，妻學無勞身之苦，飲食有兼羞之膳，四時有適體之服，

終歲優遊而無糧草督貴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叫高巍完全看不到商人及其勞動的價值，但

是他指出商稅偏輕有利於商人勢力的興起卻是有參考意義的。明代的說制改革，是不斷將負

擔轉移到田敵中，商稅部分幫入田敵，攤入里甲， i吏實際說率變輕。J2J、致嘉靖時人說:“國家

說課之設，主於抑商賈以厚農民，今以農民之祖代納商宜之利，似非立法之初意"仙)。商稅部

分轉移到了地歐中，到一條鞭法全面實施，更只以地敵人丁為准，以致時人認為“農困而商

寬"仙)。商稅相形減輕，必然會驅使更多的農人轉而從事商業活動，并較易形成商人集團。

明後期，各地更會實行過一些實際上減輕商人特別是行商負擔的說收措施。嘉靖四年

(1 525)，蘇州、松江、常川、鎮江等江南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在巡按御史朱實昌的奏

議下，重新釐定門攤說，即將原來由各稅課司局徵收的客貨店鋪門攤等說更定為門攤稅，一

律改由城市各行鋪戶辦納，而不征商貨稅。這樣的改革，著落城鎮鋪戶，依據宜富編審，確

定等則，稅額一定，相對合理，叉開便易行，減少了煩擾，因而為經商者所接受，更重要的

是不征商品稅，特別有利於行商，促進了商品流通，據說“於是商賈益聚于蘇州、["等地例。只

征鋪戶的門內攤稅不征客貨的商品稅，顯然有利於行商的遠程販運貿易，各地商幫的形成并

不斷增加實力，在江南最為活躍，當與這一政策有著一定的關係。

五是明中後期的社會觀念也有利於商幫的興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流通的發達，

社會各階層對商人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成化、弘治時注重經世之策的大學士丘濤說:

“今天下之人不為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

(1叫萬曆〈明會典〉卷三五〈課程四﹒商幫}。

(131) 萬曆〈金華府志}卷八〈課程〉。

(1划 宋端儀: {立齋閑錄》一{處士高巍上時事}，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三九，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叫嘉蜻《浦江志略}卷五《稅課局)。

側于慎行: {穀山筆學〉“條編"條。中華書局 1980 年點校本，第 137 頁。

(即) 關於嘉靖年開的門攤稅改革，原來人們將〈天下水陸路程〉、《士商要覽》、《商程一覺》等書所稱

“嘉靖七年奏定門敘客貨不稅"理解成不征門攤稅，而實際上應理解為釐定門攤稅，而不征容稅。

請參見拙文《明代嘉靖年閒江南的門攤稅問題 關於一條材料的標點理解}， {中國經濟史研

究} 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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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Cl6) 把當時社會各界的

行為比作商人，雖不商其身而已商其志，這是經商已成風氣，商人實際社會地位并不低下的

反映。全社會行為無異于商人，商人經營自然最是名正言川頁光明正大的了。嘉靖時古文大家

崑山人歸有光說:“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棍。"側稍後的文史大家太倉人

王世貞對洞庭東山商人翁賽以義行賈的行為讚歎道:“嗚乎!處士豪邁絕倫若此，所至無不

畫意其澤，豈區區章旬腐儒所能測哉!咐通過這些文壇領袖的口，我們可知其時社會對商人的

角色是持充分肯定的。明末江西南豐籍學者梁份認為，商賣“勞心力以殖貨財，其候時轉物，

致遠窮深，經日月出入地，所經營人不暇給，而處心應事有大過人者。乃以經術經世律之，

不亦過乎?世之名懦，守一經以求榮一命，其深沉得喪，戚委之命，況乎其他!吾不知學之

負人，人之負學也，可慨也。"側梁的認為商人從事商品經營較之那些守經求榮的所謂名儒大

有過人處。話不免偏激，但頗中時弊，清晰地反映了其時社會觀念的轉變。

以上是就全國大背景而言。現在再看各地商幫興起地的情形，也有促成商幫興起的有利或

特殊條件。

徽商的家鄉徽州。正德時人季東陽說:“徽俗以地陋齒繁，非籍犀校，必治生於外。叫嘉靖

府志更具體說明:“郡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厭士驛剛而不化，高水端悍少潛蓄，地寡澤而易

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

墾為田，層疊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一敵。快牛利與l不得田其間，刀耕火種，其勤用地利矣。

日休之西而上，尤稱斗入，歲收堇不給半前，多仰取山谷，甚至采薇葛而食。暇日火耕於山，

旱種探穀，早則俱出扳峻壁，呼邪許之歌，一唱一和，庸次比偶而汗種，以防虎狼，夜則俱

入持薪樵，輕重相分。川的。自然條件之惡劣，人民米食之艱難，可以想見。萬曆〈數志》稱:

“諺語‘以賈為生意，不賈則無望奈何不單亟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無賈矣。

經商成了求生存的惟一出路。萬曆時福建人謝肇潮干脆認為徽州人與福建人經商因為人

多田少，他說:“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肢，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陳窮發、人跡

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固立J、自食，而人服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腳。

嘉靖時獻縣黃氏族譜稱當地，“回少無以給耕者，而齒日蕃......非其樂為商也其勢不家食

(2前) 丘滄﹒《重編瓊臺稿》卷-0 ~江湖勝遊詩序〉。

(231) 歸有光: {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魔程翁八十壽序》。

(那) 主世貞: {春山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乾隆《翁氏宗譜}卷一一《墓誌銘》。

(自g) 梁份: ~懷葛堂集}卷五《王文佐傳}o ~豫章叢書》本。

(240) 李東陽: ~李東陽續集》文續稿卷八《婪源處士胡君墓誌銘〉。嶽麓書社 1997 年輯校本。

(241) 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風俗志〉。

(242) 萬曆〈教志﹒貨殖〉。

(243) 謝肇沖Ù : {五雜組〉卷四《地部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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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刊。。 自然條件惡劣， 外出經商已成謀生的必然之勢。嘉靖時崑山人歸有光認為， 數縣多

山地狹簿，不敷食用， “以故多賈咐，又說徽州、|“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土大夫之家，

皆以畜賈遊于四方九明末歡縣知縣主佐說，該縣“居山麓，地鮮平疇，喝土之毛，不敷日

給，故民皆逐末糊口于四方"帥。明末休寧人金聲，也多次提到其家鄉自然條件惡劣，經商是

必然之勢。或稱，“郡巴處萬山，如鼠在穴。土瘖田狹，能以生業著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

家食，貝Ij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於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賈也"。又

稱，“新安士;春民聚，人浮於地數十倍，居則坐因，其勢不得不迫而奔走四方九又稱，“新安

不幸士瘖地挾，能以生業著於土者什不獲一，其勢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跡常遍天下刊。。

金聲作為當地人，一再強調休寧、數縣人經商是情勢所迫，應該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徽州後

來以至有“七山半水半分凹， 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說法。徽商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興

起的。

寧國商幫的興起地與徽州比鄰，情形一如徽州。寧圓地處臨東南丘陵地帶，崇山峻嶺，

可耕地很少，其總體情形是，“宣、教多山，學確而少田，商賈於外者什七八"棚。商人最多的

挂德縣，順治時的寧國知府咚賦偉說:“惟挂地狹山多，田土確，物產無幾，故富者商而貿者

工門"。另一經商重地控縣，可是江帶河，在萬山中咐，“萬山重疊，絕少平衍，人多田少"帥。

清中期當地人朱璿說:“我自率山居，士壤E堯確，統計歲收僅給三月糧，非貿遷則衣食何由

瞻，往往離父母，遠妻孽，冀獲卅一於通都大衛，蓋有所不得已也。"關同府的南陵縣，多平

原灰壤，而經商也遠不如上述二縣突出。由此可見，寧國商人外出經商也是因為家鄉自然條

件惡劣而選擇的謀生之方。

興起山西商幫的晉南地區，同樣地狹人禍。清人康基田認為人多地瘖正是晉南人多外出經

商的原因，他說:“太原以南多服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餘而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

不能給半歲，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還有無，取給他鄉。咐以出大商人著稱的蒲州，出身

(244) 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四〈處土黃公鄰夫婦合葬墓誌銘}，轉51 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

方志出版社， 2003 年。
(2叫歸有光: {震川先生集〉卷一八{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L 卷一三《白庸程翁八十

壽序〉。

(2的 張國維: {撫吳疏草》不分卷， {饒民截商疏}。景照崇禎刊本。

(2的金聲: {金忠節公文集〉卷四《與徐按臺}，卷七〈壽明之幫太翁六秩序}，卷八〈建陽令黃侯生

祠碑記〉。光緒十七年刻本。

(2的 〈上海徽寧恩恭堂緣起碑}，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232 頁。

(2叫嘉慶〈挂德縣志》卷一〈風俗〉。

(2油) 嘉慶{寧國府志〉卷一八〈物產}。

(自1) 光緒〈溼縣鄉土志》。

(的朱禱: {小萬卷齋全集﹒文稿)卷一八《漂陽新設縣義塚碑記〉。道光六年刻本。

(呦康基因: {晉乘蒐略〉卷二。嘉慶十六年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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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賈之家的嘉、萬時人張四維描述其家鄉蒲州、|經商之風道:“吾蒲介在河曲，土懼而民夥，

田不能以丁授，緣而取給於商。計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茁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挾輕貴牽車

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倒因為人多，明初朝廷就大規模將山西南部和東南部平陽、澤州、

酪安之民移往外省。直到康熙時，平陽知府劉槳描寫其轄境道:“平之為郡，地似映而實瘖，

民似勁而實柔。環顧墳內，四臣皆山，土多曉確，榮、猜、蒲、解閒稱卒，又苦沮被日斥函，

河的之水，沖決不常。咐可見，人多田少，地士痔薄，所產不敷食用，是山西商幫興起的重

要原因。

映西雖地土廣去，“地當九州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一但可耕地并不多，地產尤薄，

故“閻閻宜賽，甚於他省"例。而興起商幫的那些地區，人田矛盾尤其突出。如同州，“南阻山，

東讀河，中互沙苑，樹而不田，故各屬之地，高而礙於耕鍋，低者禍於沖崩，窮民苦衣食之

不給，富者皆棄本逐末，各以服賈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於通省，而朝且富人尤甲一郡

焉吋)。經商成習的朝昌縣，“幅員不及二E里，東有鹹灘，西有鹽池凹，南有沙苑，皆不可耕，

可耕者攏十分之三三，互而又界河滑沮三水者，歲溢而善崩，溢徹沒未祿，崩乃數十年不遇

田，以故胡且具獨宜，酬。因為耕作條件差，纜通過經商起其家O 韓城也是

乃多 “商賈之利"干和日“尚服賈者"喇削代O 

江西土瘖是出了名的。嘉、萬時期的張瀚說，江西一省，“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質

儉勤苦而多宜。多設智巧、換技藝，以經營四方，至老死不歸，故其人內查而外侈。地饒竹、

箭、金、漆、鋼、錫，然僅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費，獨陶人窯話之器為天下不IJ。九江據

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車裕勝於建、袁，以多行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

南、讀谷林深邊，實商賈入粵之要臣也"酬。描述了江西人經商的原因和條件。稍晚的王士性

也在其《廣志繹〉中說:“江、斯、閩三處，人禍地挾，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

技員Ij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三省中，江西人祠地狹最為突出。他還說:

“江右俗力本務音，其性習勤儉而安開樸，蓋為齒繁土瘖，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個1)同時期人

謝肇糊認為，江西人之所以宜，就在於“其地瘖也"側。江西人在明代大規模移往湖廣、雲南

等地，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弘治時丘海就說:“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

(叫 張四維﹒《條麓堂集》卷二一{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o {續修四庫全書〉本。

(閥康熙《平陽府志〉劉槃序。

(叫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帥乾隆〈同州府志﹒風俗〉。

(呦正德〈朝芭縣志》卷二。

(呦乾隆《韓城縣志〉卷二{風俗〉。

(由0) 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由1) 主士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如) 謝肇朔: {五雜組》卷四〈地部二))，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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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資荊湖之栗以為養也。..糊地方文獻中有關江西吉安、撫州和臨江等商賈之地人多地瘖的描

述更為常見。

福建也多屬人多田瘖之區。杭州人張瀚是這樣幫的:“福州會城及建寧、福寧，以江師為藩

籬，東南抱海，西北聯山，山川秀美，士灰人禍。地饒蒜、挺、惜、袖，海物惟錯，民多仰

機利而食，俗雜好事，多賈i台生，不待危身取拾。......汀、津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聞。

而興、泉地產尤豐，若文物之盛，貝Ij印於海內矣。..倒似乎自然條件不差，但萬曆時的福建晉

江人何喬遠則說:古田，“田獲一歲，地瘖難以蓄間，壯者往往傭四方，鄙樸而勤力。四民之

中，工商闕二，坐是無所得金銀九長樂，“讀海，有魚鹽之干IJ。山出果實販四方，有離支、

龍眼、青李之品九福清，“背山面海，多烏函，頗有海船之利。其人剛勁尚氣，四方雜處，

學不遂則棄之習文法吏事，不則行賈于四方矣，以其財饒他皂九泉州，“枕山而負海，因再

易，間有幫支、龍眼之利，培而乾之，行天下。沿海之民，魚蝦贏蛤多於羹稻，懸島絕嶼以

擱置為耕耘。附山之民，墾辟曉確，植煎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地狹人祠，行賈寡出疆，

仰栗於外，上吳越而下東廣o 行而南，安平一鎮盡海頭，經商行賈力於徽獄，入海而貿

夷，差強資用，而其地儉於田目壽九建陽，“書坊之書盛天下。......其泉i九例，可以釀，其釀

行東南九崇安，“民少經商為遠遊"。松溪，“其民龐儉，商賈而有恆業九延平，“民陣遠出

為商賈，無他役作而勤耕耨九將樂，“其民多技而好勝，鄉有宇布之利，喜于為商，或流侈

靡而無寶:汀州，“士知讀書進取，民安韓福，少營商賈"。永定，“僻壤也......民田作之外

輒工賈九甫田，“吾伊之聲，比屋而間，通有韻之文，十人以三四。故其學書不成者，挾以

遊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繪畫、命←日壽江湖閒。而行賈之人，金陸為盛九邵武，“於縣

為附郭，與光、泰三屆皆力田樹藝，鮮商賈。他商賈亦鮮至。地狹民眾，財源鮮薄"。建寧，

“士地膏艘，專有魚、杉、油漆、芋麻之利，以通商賈九龍溪，“潭首且也。閩中之郡，惟捧

為悍則。......族大之家，指或數十，額多入海貿夷九海澄，“有番船之饒，行者入海，居者

附資。或得賽于棄兒，養如所出，長使通夷，其存亡無所患苦，犀象、 ff~f冒、胡椒、蘇木、

沈檀之屬，壤然而至..憫。萬曆時有官僚指出:“閩省士窄人桶，五穀稀少，邊海人民皆以船為

家，以海為田，以販番為命。..側崇禎年開，兵部向書題奏，“至於津泉之民，以海為生，緣閩

地甚窄，覓利於陸地者無門，而洋利甚大..酬。清初的藍鼎元說:“閩廣人禍地狹，田園不足於

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叫清代嘉慶年閒的福建巡撫汪志伊是如此評價他統轄下的“八閩 .. 

(呦丘海: {江右民遷荊湖議}， {明經世文編〉卷七二。

(叫張瀚: {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削何喬遠: {閩書〉卷三八〈風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別 〈明神宗實錄》卷二六二，萬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

(州 〈明清史料〉戊編，第 l 本，第 4 頁。中華書局， 1987 年影印本。

(削藍鼎元: {論南洋事宜書}， {清經世文編》卷八三O 中華書局， 1992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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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閩省負山環海，地狹人調。延(平〉、建(寧)、汀(州)、邵(武)四府，地據上游，

山多田少;福 ()'I'I)、興(化)、(福〕寧、泉(州、1)、海(州)五府，地當海潰，士瘖民宜，、海

州、泉州尤甚。

合觀明後期張瀚、何喬遠和清前期藍鼎元、汪志伊等人所言，我們大致可以瞭解福建各地

的自然概況，各府縣人經商的原因、條件以及特點，福建同樣人多地瘖，經商成為謀生的最

佳選擇。

斯江和江蘇相對富裕，地土肥訣，但產生商幫的地方恰恰人多地F靜，條件較差。如寧搜商

幫的家鄉鑽海縣，“j賓大海，居斥齒之中，其土瘖而無灌溉之源，故耕者無絡歲之給"棚。又如

慈溪縣，“人祠地狹，豐棲之歲猶缺民食十之三咐。紹興府山陰、會稽、余跳三縣“生齒繁多，

室廬回士，半不足供"但1)。崇禎年閒山陰人祁彪佳稱其家鄉:“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禍。即以

山陰一縣計之，田止六十二萬餘敵，民庶之祠，何止一百二十四萬。以二人食一敵之栗，雖

甚豐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販，方可卒歲。 "ω 如靠農田所入，正常年景也有一半

人生計無著。洞庭商幫的家鄉洞庭東、西兩山，明中期已是“山既田少不得耕，又戶口多，

在水中央，則轉栗他境"憫。明後期，人田矛盾更為突出，所以天戲時的大學士蘇州人文震孟

說洞庭東山人“無耕可藉更非施盤、王鑒所處的明中期那個時代，“勢不得不商其業而糊

其口於四方刊。。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凡是興起商智的洞庭東西山和句容，龍遊和寧波、紹興，

分別在江蘇和斯江都是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而反觀江、斯那些自然條件較為優裕經濟富庶

的府州，在明代就沒有興起商幫。

有如前述，其他山東、河南等省那些興起商幫的府州地方，人多地瘖，自然條件惡劣，額

皆如此。

考察明代各地商幫的誕生地，幾乎都是人多田少或地瘖不足食用、人田矛盾較為突出、自

然條件較為惡劣的地區，經商成為當地人民無奈也是必然的選擇。明代官場有句諺語謂，“命

運低，得三西咐，是說山西、江西、歐西三省自然條件太差，前往那些地方就任抽水不多。

這“三西正是產生著名商幫的地區。可見自然地理條件相對較差，與商幫產生有看相應的

聯繫。這就是徽州人金聲所說的“勢也"、“情也"。這是各地興起大大小小商幫的一個重要原

因。

(湖) 嘉靖《定海縣志〉卷五〈風俗》。

例) 雍正〈寧波府志〉卷六《風俗〉。

加1) 王士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約2) 祁彪佳: {祁彪佳集〉卷六《節食議〉。中華書局， 1960 年，第 116 頁。

倒 王畫畫: {震澤集〉卷一〈洞庭兩山賦}o {四庫全書》本。

仰) 文震孟: {鄭氏重修譜序}，乾隆《重修東山鄭氏世譜》。

(的)謝肇j申~ : {五雜組〉卷四〈地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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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地商幫的興起地，大多又多土特產品，或者特色商品生產發達，當地人民可以利用

相對有利的地利，通過商品買賣，獲得價格優勢，擺脫困境，求生求富。

徽州雖然糧產有限，但其他物產卻非常豐富，尤多名優特產。徽州處萬山之中，府屬休寧、

祁門、夥縣以及教縣南部盛產竹木。休寧山中最宜種植杉木，居民多以種杉為業，販到外境

取利。南宋時就有“山出美材，歲聯為悴，下斯江，往者多取富"的說法憫。茶葉是徽州的傳

統名產，松蘿、雀舌、蓮心、金芽等名品，廣銷四方。尤其是祁門縣，唐代以來農人即以業

茶為主業。陶士更是徽州的一大財富。江西景德鑽所產瓷器天下聞名，但制瓷原料白土卻產

於徽州、|。手工業品紙、墨、筆、現更為有名，“自首至尾，勻薄如一"的澄心堂紙，“其堅如

玉，其紋如犀"的徽墨，一代代制筆高手製成的宣筆，以婪源良石雕球而成的獻血，成為徽

州源源不斷銷往四方的大宗名品。其他手工業品如漆器、書籍等，均有美譽，銷路廣大。徽

州的自然地利，豐富的名優特產，也為徹州人走出萬山叢、走上商業路提供了有利條件，不

少人最初就是從販運當地土特產品起步的(111)。

洞庭東、西山雖然人田矛盾突出，水田面積不到人均一敵，但其餘山林和蕩地卻十分適宜

種植桑樹、果樹、茶葉和發展養植業，“有桔柚樣栗芋乘之富，魚蝦蘆葦筱蕩之利"闕，“山臨

田少不得耕，又戶口多，在水中央，貝Ij轉栗他境。桔柚材葦不可勝用，則以易栗。始也，栗

少而為之。繼也，漁於湖，以澤量。果瓜嬰於山，以山量。山澤之利不可勝用，則栗亦以山

澤量，而山澤之利彌不可勝用。遂以膽四方，通百物，成一圓府"加~)。最初也只是為解決溫飽

而交換土特產品的，後來纜由於從事經營活動致富而提高了整體經濟水準。兩山果實種類繁

多，有楊梅、杏子、桃子、梨子、社把、櫻桃、花紅、楠子、桔子、金甜、葉子、板栗、銀

杏、石榴、柳丁、香機、葡萄等，四時不絕。最有名的是楊梅、批把、銀杏、梨和桔五種。

尤其是桔樹，種植最為普遍，自南宋時起即“興販南北，遠近藺售所以明中期玉誓說湖中

大多以桔柚為產。花果產品之外，徑濟產品茶和桑也負盛名。兩山之地，遍植桑樹，湖中人

家J2J、蠶桑為務，女子未成年就熟習育蠶，農曆三四月是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桑葉常

出售到太湖沿岸各地。所有這些名特產，都是高度商品化的物產，大多是作為商品出售的。

所以康熙時當地文人汪現說兩山，“至於魚蝦之利，桔柚季梅，果實之珍，蓮英芋栗紋之富，

甲于三吳，為商賈所輻轄，驢衍肩負，絡繹不絕"(:帥。毫無疑問，老家富有土特產品，是洞庭

商人走上經商之路的極為重要的有利條件。

(2而) 淳熙〈新安志}卷一《風俗》。

(211) 參見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斯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5 - 6 頁。

(218) 聶大年: {西村別業記}，王維德〈林屋民風》卷六《名跡》。

(219) 康熙〈席氏家譜》載記三。

(四0) 翁樹: {具區志}，汪碗序。

(123) 28 



東方學報

江西是產糧大省，明中後期南直隸的徽州、蘇州、松江和斯江的抗州、嘉興、湖州等地常

有損江西、湖廣米糧的輸入。萬曆時陳繼儒說:“向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個)明末吳應

主也說，江南“半仰給於1工、楚、廬、安之栗咐。金聲的〈金世、節公文集》常提到休寧缺米

而江西遇彈的尷尬情形。這就為江西商人從事米糧販運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江西出茶，張瀚

在〈松窗夢語〉中腳江西“鹽茶之利尤巨九江西景德鎮瓷器更是舉世聞名。在明代，瓷器成

為江西商人向外輸出的主要商品。嘉靖〈江西省大志》載:“其所被自燕雲而北，南交趾，東

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江西吉安、撫州、廣信

等府又是著名的產紙地，上等細白紙有連四、毛邊、貢川、京川、上關等，普通白紙有毛六、

毛八、大貝Ij、中貝Ij、裹尖;上等黃紙有廠黃、南宮，普通黃紙有黃尖、黃表;粗紙有大宜、放

西、放簾、九連、帽殼等，統稱毛紙，品種甚多。江西還盛產木材、炭、漆器、芋麻、麻布、

各種藍龍等。江西商人就主要經營這些商品。

福建盛產各色水果和木材、煎糖、宇布、說青、紙張、書籍等手工業品，由前述張瀚、何

喬遠、藍鼎元等人的描述己可詳知。福建龍青稱福麓，消耗染料最多的江南在明代已嚴重依

賴福攏。泉州、|產緝，海州幫紗，堪與江南所產比美。連城出紙，建陽出書。這些特產品、手

工業品就為福建商人提供了獨特的有利條件。泉州的許氏，自明正德直到清康熙年間的八世

三百年聞，主要從事絲網貿易，其活動範圈北至包頭，南至江斯閩數省。陳西的四堡鄉，從

明中葉起便以造紙刻書并負販于全國而聞名于長江以南各地(喲。

其他產生商幫的省區，情形租用。廣東廣州、潮州等地，旺多果木特產，又有輸入“洋貨"

之便，“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斯，西

北走長沙、漢口，其黯者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遲羅斜、呂宋，帆時二洋，候忽、

數千萬里， 0、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酬。漸江寧坡、紹興等地，有魚鹽之利，“以有

海利為生不甚窮"。張守廣據至正〈四明志}統計，該地魚額多達 58 種心。沿海各地又有眾多

的鹽場。因此寧、紹之民“民資綱書出沒，衣食之源，大於農耕"慨。山東盛產棉花、梨、軍

等物，源源販於江南。河南產棉花而缺布匹，多藥材、染料及雜糧。山西、歐西多紅花等染

料、動物毛皮等，又缺少棉布絲網，於是南北貿易，以有易無，陳西商人不少最初就是由經

營江南棉布起家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續到兩准轉營鹽業。這些土特產品，說明每個地

方都有若干種甚至幾十種商品為他地所缺乏，使得當地商人有可能利用地理差異、價格優勢

制1) 陳繼儒: {晚香堂小品》卷二三。《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

(的) 吳應簧: {樓山堂集〉卷-0 {兵事策﹒策十〉。光緒六年刻本。

(劉) 練支平、鄭振滿﹒〈清代挾西四堡族商研究}， {中國經濟史研究} 1988 年第 2 期。

(捌) 屈大均: <<廣東新語》卷一四〈食語}。

(的 張守廣: {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 {南京師大學報} 1991 年第 3 期。

(呦嘉靖〈定海縣志〉卷五〈風俗》。

27 (1 24) 



鑽天洞庭遍地徽

而居於有利地位。明中後期各地地域商幫先後掘起，很大程度上與各地的產品特色和商品結

構有關聯。

不少商幫的興起地，在明政府的經濟外貿政策的實施中，也有著地理上的優勢。萬曆四十

六年 (1618) 以前，明朝實行納糧邊地、支鹽運銷的聞中法，對於地處邊地的山西、陳西商

人的岫起有利。有明一代，在西北邊地實行中茶易馬的茶馬寅易，同樣對山西、俠西商人的

興起有利。明廷對外交往先實行禁海、陸慶元年 (1567) 起部分開海，又對沿海的斯江、福

建、廣東等地商人的興起有利。

閩中制之有利於山西、限西商人之掘起，張正明、田培棟等人的間有研究已經揭示了這一

點伽)。只是筆者認為有關閩中制的興廢確實關係到山、陳商人活動地點的轉移，而相闊論述仍

嫌不足，故仍有進一步申說的必要。明政府為了確保守邊軍隊的糧食供應，實行開中制。開

中法的基本形式是:戶部根據邊方或所需納糧地區官員的報告，經向皇帝奏准，榜示納中米

糧的地點和倉口，公佈上納米糧額數及所中鹽運司的鹽引額數。上納米糧的商人根據戶部榜

示的聞中則例，自行選擇所報中的鹽運司，然後到指定的倉口報中，上納米糧。倉口官給豫

倉鈔，再由管糧郎中填發勘合，商人據此到指定的鹽運司比兌，由鹽運司指定鹽場支取鹽貨，

運至指定的行鹽府縣發賣仙。在這種制度下，納糧獲得鹽引是關鍵，“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

自出財力，日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寂栗，自築敬畫，自立保伍，歲時屢鹽，故栗屢盈咐。

山西、陳西商人或就近釋糧上納，或就地屯種糧食上納，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無論

是邊地還是支鹽的准、漸地區的鹽商均以山映商人特別是恢西商人實力最為雄厚。文獻中有

關山險商人活躍于開中制的事例甚多。萬層時曾任延經巡撫的涂宗竣就曾總結以前的閩中制

說，官方“召集山西商人認准、漸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引發賣刊"。

其時運糧運茶到邊鎮換取鹽引的限西商人，大多是三原、涅陽縣商人。很明顯，山恢商人的

興起與開中制有著密切關係。如果本色開中制正常運行，山映商人無疑會維持這種優勢。弘

治五年(1492)，戶部尚書葉淇改邊境納糧中鹽為運司納銀中鹽。葉淇變法後，“山、做富民

(2的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認為，晉商興起的原因，第一， 明政府為北邊各邊籌集軍自向而推行聞中

制，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契機;第二，山西地處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地區物資交換的要衛，這是

晉商興起的有利地理條件;第三， 明代山西鹽鐵等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發展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物

質基礎;第四，明代晉省南部地狹人桐，是晉人外出經商謀生的一個原因;第五，晉人勤儉、禮

讓、誠信的民風是晉商興起的人文因素(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第 15 ~ 19 頁)。 因培棟

{明清時代陳西社會經濟史》認為， 明代實行閩中法及茶馬法，給陳西商人提供了從事鹽業和茶

葉業經營的機會，關中地處東南與西北兩大地區之開，為兩地的交通樞紐，也是兩地貨物交換的

中轉地，恢西商人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大力進行各地貨物的販運(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第 364 頁)。

(別參見劉淼《明代鹽業經濟研究》第 224 - 225 頁，仙頭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湖霍韜: {哈密疏}， {明經世文編〉卷一八六。

糊涂宗波: {邊鹽墾滯疏}， {明經世文編}卷四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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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中鹽幫居准、瓶，邊塞空虛"。刊)。論者通常認為納糧聞中從此結束，山陳商人由此紛紛移

居准、斯。實際上改為在運司納銀後，邊儲空虛，明廷叉於嘉靖八年 (1529) 恢復納糧聞中

制0 萬曆《明會典〉卷三四〈鹽法通例〉聞中條載:“(嘉靖)八年議准，今後各邊開中准、斯

等引鹽，俱要查照舊例，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鎮兩。其商人自出財力，開墾邊

地，上納引鹽者聽。"令典載之鑿鑿。所以嘉靖年閒龐尚鵬說葉淇變法後，朝廷“尋復開中本

色......故論者每歸咎於淇，謂其廢壞成法自改f斤色始，而不知自淇改廢者，今已復其舊矣"側。

山陳商人確實有一個內移的過程，但與短時期實行的運司納銀制關係不會太大。明中期起，

勢豪染指聞中，商人納糧後，坐候守支，獲得鹽貨日盎困難，要支鹽就先要從勢豪之手獲得

行鹽資格的“窩或者到鹽產地先行占窩。納米中鹽的開中法正常運作，納糧邊地，商人角

逐于邊地，山陳商人較之徽商有優勢;聞中法敗壞，納糧憑哥 1，先要資格，商人角逐于上層甚

至權力中央，徽商子弟身居要職者多，徽商較之山險商人有優勢，出資古窩，下場支鹽，角

逐於准揚地方，徽商有地理之便，徽商也較山映商人有優勢，萬曆後期實行綱運法，山映商

人的不利地位更加明顯。徽商在准、斯鹽場後來居上，更從男一個側面說明了聞中注於山陳

商人興起之重要。

洪武、永樂年閒，明廷先後設映西秦乎州州H (後改名西寧)入、沙挑t1炒t1'1乎州、'1'札|←、

茶馬司，通過中茶法，以內地之茶易換西北少數民族的馬。其基本方法是:由映西巡撫井布

政使出榜，召商交納糧食或茶葉，商人于巡鹽御史處登記掛號，獲得買茶引憑，到產茶地方按

茶引定額收買茶斤，運赴指定的茶馬司，按三成或四成比例交茶，其餘部分商人自行出售例。

宣德時，商人中茶後，至Ij准、漸地方支鹽，到正統後間不再支鹽。弘治三年(1490 年)，西寧、

河西、挑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 100 斤，每商 30 引，總數約 100 萬斤，其中官收約 40 萬

斤，其餘商人自賣。弘治十三年，延經饑，召商交納糧章，中茶 400 萬斤。以後每年中茶通

常為一二百萬斤，嘉靖中有多達 500 萬斤的，但只是偶爾為之例。弘治、正德年閒，督理馬政

楊一清改召商中茶法為召商賈茶法。弘j台十七年，楊一清先是用銀 1570 餘兩，動用官夫運茶

78820 斤，後來考慮到官夫動用民力有限，“又經出給告示，招諭陳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

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作了嘗試，便正式奏請朝廷，“自弘治十八年為始，聽臣督同布、

按二司官，出榜召論山、陳等處富實商人，收賈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一千斤給

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

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運至各該茶馬司取獲實收，赴臣查驗明白，

(四1) 胡世寧: {備邊十策疏}， {明經世文編}卷一三六。

仰2) 龐尚鵬: {清理鹽法疏}， {明經世文編〉卷三五七。

(別) 萬曆《明會典〉卷三七《茶課開中》。

(捌1) {明史〉卷八o {食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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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給價銀。仍行委廉幹官員，分投於西寧、河州三衛，官為發賣，每處七八萬斤至十萬斤為

止。價銀官庫收候，盡勾給商。如有贏餘，下年輾給。"捌到正德元年(1506)，楊一清又改為

“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後“遂著為例永行焉"酬。這種召商買茶法，由商人

墊支資本，買茶運茶，交到茶馬司，官方出售其中的大約百分之四十，以此給付商人茶款。

這是由官方控制茶葉運銷利益的方法，形式上與由商人自負盈虧茶葉運銷的召商中茶法不

同。但是，上述由官方售賣的茶葉數，以及楊一清在另一疏中所說“召商買茶，官買其三之

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州)來看，真正由官方出售的茶葉僅為百分之三四十，後

來更改為一半由商人自留，這與召商中茶本質上并無區別。所以《明史〉稱楊~1青的召商買

茶仍為開中法。而無論召商貿茶還是召商中茶，無論從上述楊一清所採用的辦法，還是從楊

一清疏中所說的“一人出本，百人為夥"的商人販運茶葉的實際情形來估量，從事茶葉運銷

的應該是或者基本上是山挾商人。中茶交茶的地點在歐西境內的茶馬司，宜茶在產茶的漠中

府，運茶更不出陳西境，山陳商人有看其他地域商人所沒有的地理、人力、運輸等方面的優

勢。可見，明政府實行的茶馬法，特別是弘治年開實行的召商貿茶法指定山映商人為從業對

象，也成為山限商人興起的一個有利因素。

明廷實行禁海政策，片板不許下海。然而一味嚴禁，卻始終收效不大。沿海商民提而走險，

衝破禁令，違法下海貿易，走私日本者稱為“通番有人形容，所謂“片板不許下海，朦幢

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自但滿載而去"憫。在明廷的嚴厲控制下，違禁走私，

要熟悉海路航道，要有資財打造通番大船，要就近組織商品貨源，要有足夠的航海人手，甚

至要與官府有一定的關係，能夠避開巡海官軍的盤查，事發時有能力競匿貨物和通番人員

等。這些條件，只有沿海之人特別是那些豪門巨室纜能具備。謝肇糊描述道:“海上操舟者，

初不過取快捷方式，往來買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推宋，南

則安南、占域，西南則滿刺迦、遲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

來，率以為常，所得不資，什九起家。於是射不IJ愚民輻髏競趨，以為奇貨。咐以海商為主體

的福建商幫，就是在嚴厲禁海市屢禁不止的正德、嘉靖時期在大規模的通番過程中形成的。

隆慶元年(1567) 明廷在福建巡撫涂澤民的奏請下准許民間前往東西洋貿易，而對日貿易仍

行嚴禁。其後東西洋貿易只在日本侵略朝鮮時一度再禁。在合法化的東西洋貿易中，“五方之

(別) 楊一清: {楊一清集〉卷三(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奴番夷安靖地方事》。對照{明經世文編〉所

載，此疏實為〈為修復茶馬舊制第二疏》。

(捌) {明史〉卷八o {食貨四〉。

(四1) 楊一清: {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駭番夷安靖地方事))， {明經世文編》卷一一五。

(湖) 許字遠: {敬和堂集〉卷七{公移文))0 {四庫全書〉本。又見謝傑(虔臺侵華書〉卷上。〈玄覽堂叢

書》續集。

伽) 謝肇沖Ú : {五雜組》卷四《地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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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熙熙水國，剖蜍腫，分市東西路咐，沿海商民大張旗鼓地滿載絲幫、瓷器、書籍等江湖

地區容易購買的商品，通過澳門、馬尼拉等地的中轉，源源輸出到南洋乃至美洲、歐洲各國。

福建、廣東商幫恐怕就是在陸慶以後與南洋、拉丁美洲的空前規模的商品貿易中發展壯大

的。東西洋貿易合法後，雖然對日貿易仍為非法，但走私日本的途徑更多，通番的船隻往往

以前往東西洋的名義下海，等航行到一定水域後，又折向東航，客觀上通番容易得多了。其

通番的實況是:“令吳之蘇、松，斯之寧、紹、溫、臺，閩之福、興、泉、埠，廣之蔥、潮、

瓊、崖， ，~且猶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徊。萬曆四十三年 (615)，斯江按

察使說，斯江“年來販番盛行甚至說“杭之人通國而恩肢杭州知府說當地人“身既不

死于技禱，心猶不死於行服九杭州以致流行諺語“販番之人眼到死方休"酬。萬曆三十八年到

四十三年 0610 ~ 1614)，斯、間沿海緝撞了七起通番案，在已知走私者地域的兩起案件中，

涉及福建、斯江、南直隸三省域之人，主要是福建潭、泉人和斯江寧、紹、抗之人棚。這從一

個側面缺明，福建商幫和斯江商幫也在明後朗的違禁走私中得到了發展。明廷對外貿易政策

上的缺陷，禁海則利於沿海走私，部分開禁則更使合法貿易和非法貿易難以界定，在這種政

策下，內地商人始終缺乏與沿海商人平等競爭的條件和機會。這在清代的對外貿易政策上體

現得更為明顯。可以說，明代的海外貿易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東南沿海各省商幫的興起

和發展。

各地之興起商幫，與當地人對待商業和從商的觀念、態度等也有關係。同樣的自然地理條

件，同樣的人多田少矛盾，并沒有在同樣的地區都產生商幫。這就還取決於各地不同的風土

人情等因素。檢查地方文獻和相關記載可以發現，大凡興起商幫之地，對於從商大多持肯定

或讚揚等積極態度。

先看徽州人。嘉、萬時的徽州人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會不厭其煩地表達其家鄉人的賈

儒觀，如說“休教右賈而左懦，直以九章當六籍“古者右儒而在賈，吾郡或右賈而在儒

獻縣“居民左農而右儒“里俗左儒而右賈“吾鄉左儒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新安“其

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閻儒或者以商人之口氣充分肯定經商的作用等於

業儒，如說“夫養者非賈不饒，學者非饒不給“且耕者什一，賈之廉者亦什一，賈何負於耕

“夫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徽商自我標榜: “士商異術而同志，以雍行之藝，而崇士君子之

行，又美必縫章而後為士也。"例萬曆時徽州人吳時行在論到其兄長的經商行為時說:“丈夫

(捌)張變: (東西洋考〉周起元序。中華書局， 1981 年。

例l)謝肇湖: {五雜組〉卷四《地部二〉。

(別) 劉-:1;昆: {撫漸疏草》卷六{題覆漂海韓江等招疏》。景照明刻本。

(湖) 參見抽文《明代萬曆後期通番案述論}， {南京大學學報} 2002 年第 2 期。

伽) {汪氏統宗譜〉卷一一六《弘號南山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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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得行其志，即什一自可，何必儒冠。"州結合徽商自己對經商的認識，汪、吳等人所言當是

現實的反映。明中期在南京一帶經營的教縣黃大志說: “四民之業雖殊，可通濟，商之逐末

能損利以濟人，莘莘葉為哉! "側嘉靖時人徽州休軍商許文革之兄慰藉曰:“得喪命也，顯晦

時也。幹螢老蠹中，活埋無限英雄，豈必腰青青于紫，乃稱丈夫乎! "側萬曆時在蘇州、江准間

經商的徽商程繡與其妻子商量是否應該休學經商時，其妻說:“世安有丈夫七尺而墨守蠹魚，

又安有駿馬千里而戀戀棧豆為者，且父命也，子決矣。"叫贅源商人李大昕棄儒從賈時說:

“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當為，即不能拾朱紫以顯父母，創業立家亦足以垂裕後昆。"側明末

學者休寧人金聲甚至說，“故俗大都以其黯無賴者出賈，而其鈍無能者乃坐而讀書刊的。世家大

族應該與經營活動保持距離，可徽州、|敏、休寧兩縣，“以俗業賈，日籌子母......其大家亦習於

籌于母甚至士大夫家因“皆籌子計母，不脫商賈氣習"仙士夫不脫商賈習氣，引致外地人

的譏笑。明末小說更形容“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蕾"仰。說明代徽州

人“薄名高"貝Ij未必，說他們“喜厚利"卻如宜。說他們“左儒右賈“以商賈為第一等生

業不免誇張，但在徽)'1'1人看來，商業等同於農業，為謀生為致富為了子孫能夠讀書發達，

業商甚至可以等問於業儒，業商并不下賤可恥，業儒業商，可以井舉，可以相代若踐更，送

相為用，可以互利互益，可以互相轉換，只是視需要而已。這與江漸那些書香門第世代詩禮

傳家，科舉世家惟以括帖為務，是有著明顯不同的價值取向的。清初小說描寫:“徽州俗例，

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仙一到年紀，出門學做生意是正當的、應該的，已經成為

習以為常的俗例，而且出門經商者乃機靈者，而在家讀書攻舉業者乃鈍拙無能者。在這樣的

氛圍或環境薰陶下，出門經商而且相習成風商而成幫也就極為自然。

再看洞庭山人。明天戲時蘇州人文震孟說，洞庭東西山人是“計然之策行而詩書之道細

“右程卓而輕鄒魯"例。清初當地人吳一章說明代洞庭人“以商賈為本計，而以讀書為末務州時。

明中期後洞庭商人名聲大振， i旦憑藉資財因而科舉登第者罕間，多少與他們不重視科考有

(狐) 吳時行: {兩洲集〉卷六《仲兄養默傳}o {故宮珍木叢刊〉本。

(湖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三{處士黃君大志行狀〉。轉引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方志出版

社， 2003 年。
(如)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集〉卷三六〈石潤許公元配程孺人行目的。景照藏內閣文庫范景文序亥Jj本。

(湖 陳繼儒〈陳屆公先生集〉卷三五〈梅軒程翁暨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3盼婪源〈三田李氏統宗譜﹒環回明處士松峰李公行狀〉。

(31時金聲: {金忠節公文集〉卷七《壽明之幫太翁六秩序〉。

(311) 金聲: {金忠節公文集〉卷四《與教令君〉。

(312) 凌濛初: {二刻拍案驚奇》卷三七《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

(313) 艾納居士: {豆棚閒話}第三買Uo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

(314) 文震孟: {鄭氏重修譜序}，乾隆〈重修東山鄭氏世譜〉。

(315) 吳一贅﹒ 〈南村公墓誌銘}，乾隆{洞庭吳氏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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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嘉靖時“名滿天下"的東山商人翁參據說讀書了大義，但不樂訓話，嘗自歎:“與而曹一把

握運算元，能縱橫下哉! "剛其弟翁贊也說:“男兒志在四方，區區誼繫何為乎?"側其孫翁后文

明更說:“男子舉事，須當世用，寧苦吟學園，課虛則有乎?"祖母他們似乎意識到讀書未必有大

出息，而經商更能成就大事業。如果他們堅持走科考之路，興許也能探杏折佳，走上仕途。而

直到清中期，蘇州府附郭三縣，“讀書之家梢自給者，更不以封殖為學殖景“市民室鮮蓋藏，

日逐蠅頭為朝夕計，鄉民則力田捕魚傭作操舟而外，罕有撓數百金貿遷於外者..阱。除了太湖

中的洞庭東西山，當地所謂從商者只是那些牙人經紀和開店設鋪的坐賈，而少有從事大規模

長途販運的行商。只要有可能，絕“不以封殖為學殖累這與洞庭商人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

再看山西人。清雍正三年 (1724)，山西學政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

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土風卑靡。"雍

正帝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尤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朕所

泰、知，習俗殊屬可笑。叫既稱積習，當由來已久，明代曾商與徽商齊名，其重商習氣更甚于

徽商。光緒時山西太谷人劉大鵬說，“近來吾鄉風氣大壤，前見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秀

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且有ret遊犀序競棄儒而買者。亦謂讀書之

土，多受饑塞，昌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盟裕也。當此之時，為商者十八九，讀書者

十一二。咐又說:“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謂讀書而多困窮，不若商宜之能

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曹省居多。..仰)這種情形，在江南、安徽桐城等地，開

宜是不可想像的。

歐西人也是如此。隆慶、萬曆時的郭正域說:“秦俗以商販為業，即士類不諱持籌。叫張瀚

說其地“自昔多賈"。對照司馬遷〈史記﹒貨祖列傳þ，秦地多富商大賈，流風遺韻，看來限

西出商幫，是有其風俗傳統根基的。

前述福建泉州安平人“慶著背財..、“安平不諱賈顯然、以營商為正當光大之生業。

紹興人也以外出謀生為向0 萬曆時主士性說:“其保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 自九卿至閑曹

細局無非越人，次者興販為商賈，故都門西南一隅，三巴人蓋楠而比矣。"側雍正初年，樹江

自15) 王世貞: <春山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乾隆{翁氏宗譜〉卷一一。

仰) 王穀祥﹒《梅林公墓誌銘}，乾隆〈翁氏宗譜》卷一一。

自18) 董其昌﹒〈見j原公暨配石孺人墓誌銘}，乾隆{翁氏宗譜》卷一一。

血的乾隆《長洲縣志》卷~O <風俗》。

側1) <雍正妹批諭旨〉第 47 冊，山西學政劉於義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奏。

似1) 劉大鵬: <退想齋日記}，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喬志強標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17 頁。

(的劉大鵬: <遐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 78 頁。

(的郭正域: <大司馬總督俠西三邊魏確應學酋墓誌銘}。

(目。 王土性: <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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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撫李衛上奏說，紹興人“凡有黯才能事之輩，多不肯安居本籍，俱遠出在外，其在本地士

著，大抵無他技能"翩。雖是幫的清初情形，然由明人所言觀之，其出外風習自明已然，而且

細究語意，當地人實以外出為能，其來有白。

正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全國社會經濟變遷的大背景，結合各地的實

際情形，各地商幫先後興起了。

綜上所述，明代中後期，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商品流通的愈形發達，為各地商人集團的

興起或產生提供了經濟發展背景;明代中後期交通條件的改觀，有利於大規模遠距離的商品

販運，也為單個商人成幫經營提出了現實要求，從而加速各地商幫的興起;明代中期起白銀

逐步貨幣化，從而改變了傳統支付手段，提高了結算效率，推進和刺激了商品的大現橫流通，

為商幫群體的產生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明朝商業視率偏輕或相形變輕，降低了商人

的商業經營成本，有利於商人實力的增加和商人集團的產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流

通的發達，商業經濟的神奇力量日見功效，社會各階層對商人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也為商

人集團的產生起了推按助瀾作用。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商幫形成的極為有利的全國大背景。

與此同時，各地的商品生產特點，各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產品結構，明廷的邊防邊貿和對外

政策，各地的風土人情對待經商的認識等各種因素，使得各地先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幫。

具體說來，明代中後期商品生產的發展特別是蠶桑絲網、棉花棉布生產形成專門化和區域化

的特點，為徽州、山俠、洞庭、閩粵等商人從事長途服運棉布提供了有利條件。不少地區人

多田少或地瘖不足食用人田矛盾較為突出，而大多又多土特產品或者特色商品生產發達，地

利優勢和謀生的需求推動著地域商人集團的興起。國家在成化末年以前實行納糧邊地、支鹽

運娟的聞中法，對於地處邊地的山西、歐西商人的帽起有利，弘治年閒由納糧邊地改為納銀

運司則有利於徽州鹽商勢力的坐大;而在西北邊地實行中茶易馬的茶馬貿易，同樣對山西、

歐西商人的興起有利;對外先實行禁海後又部分開海的政策，則對沿海的斯江、福建、廣東

等地商人的興起有利。各地民間對於商業的不同觀念不同做法，也成為有無商幫興起的重要

因素。明代中後期各地地域商幫的產生，正是其時各地自然條件、商品生產特點、國家的經

濟和對外政策以及人們的社會觀念等各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商幫的興起，正是中國近世

社會轉型的具體標誌。

(約1) ~雍正殊批諭旨}第 40 冊，斯江巡撫李衛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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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potent Dongting Merchants and Ubiquitous Huizhou 

Merchan ts 1[:R}IIl]IH~t-m1l& 

-- The Rise of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in Ming Dynasty --

Jinmin FAN 

The definition of "merchant group i®i\'\1" by Qing Chinese appeared in Qing bai 

lei chao <fF!f¥Ji\!~J'[illj», in the entry of "ke bang ~\'\1" under the category of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However, it was the Japanese consul in China in late 

Guangxu YC~ reing that first used the term "merchant group" directly to refer to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Until late Qing the Chinese word for merchant group, 

"shang bang i®i\'\1 ", had not showed up in any Chinese document. Although the term 

"shang bang" appeared late, the practice of tracing a certain "bang \'\1 "among regional 

merchants had started in early Qing period. While in actual commercial activities, it 

had become relatively common to talk about regional and business groups at least 

since Qianlong ljlZ;[li reign. 

Considering various elements such as the growing tendency of engaging in 

business among common people in native places of merchant groups, the degree of 

acquaintance with and familiarity about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in the society, the 

level of commercial activeness of merchant groups in different places,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welfare businesses, prominent mer

chant groups well-known today had already risen, soon or late, from different places 

since mid-Ming time, which witnessed the opening of a merchant-group-era in 

Chinese commercial history. 

In middle and late Ming period the expansion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increas

ing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ndi

tions, monetization of silver, low or relatively decreasing commercial tax rates, and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s merchan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jointly encour

age the emergence of merchant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local commodity productions,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composition of 

indigenous products, local customs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going into busines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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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polices of national defence, frontier trade and diplomacy of Ming court all 

promoted the rise of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over time. 

清代對“商幫"作出解釋的是(清碑類鈔}農商鑽“客幫"條，而首先直接將地域商人

集團稱為“商幫"的似乎是光緒末年的日本駐華領事，直到清末，中文文獻中才出現“商

幫"字樣。 “商幫"之稱雖晚，但地域商人對於商人具體的“幫"自的甘迫溯卻早至清初，而在

賈際商業活動中，有關地域和行業的

從商幫誕生地大累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瞭解熟習程度，地域商人在各

地的活躍程度，地城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因素綜合考量，自明中期起，令人所知

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後掘起於各地，由此開始了中國商業史上的商幫時代。

明代中後期，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商晶流通的愈形發達，交通條件的改觀，白銀逐步

貨幣化，明朝商業稅率偏輕或相形變輕，社會各階層對商人看法的變化等，推動了商人集團

的產生;各地商品生產的特點，自然地理條件和產品結構，風土人情以及對待經商的看法，

明廷的邊防邊質和對外政黨等各種因素，促使各地域商幫先後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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