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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
孟凡胜
( 安徽大学ꎬ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 徽州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ꎬ徽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ꎮ 该文从徽商兴盛的缘由、徽商衰弱的

因素、徽商兴衰的过程带来的历史启示等三个方面对徽商的兴衰进行了分析和概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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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

交通优势ꎮ 徽州地处吴、楚、越三地交汇的江南

会开幕的贺信中指出“ 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

之奥ꎬ从地图上看ꎬ东下行新安江到杭州ꎬ西俯冲鄱

发展而来的ꎮ 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

阳湖至九江ꎬ东北方向遥视苏州ꎬ西南方向瞻望南

上找到影子ꎬ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

昌ꎬ各个城市间ꎬ徽州几在中心节点ꎻ同时北方近接

天的镜鉴ꎮ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ꎬ可以给

安庆、芜湖和南京ꎬ南部地抵金、衢、严三州ꎮ 徽州成

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

为南北沟通江淮与闽赣ꎬ东西联系长江中上游与长

慧 ꎮ所以说ꎬ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ꎮ” “ 中国有着

５ ０００ 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ꎬ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
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ꎮ”

江下游江南核心经济和文化区的重要中介地域ꎮ 同
时ꎬ徽州物产的结构性失衡ꎬ特别是粮食的不敷食用
和木、茶的质优高产ꎬ使得对外贸易的需求强烈ꎮ 正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徽州ꎬ在商业贸易、宗族制

是通过徽杭、徽饶、徽宣和徽池等各条水道的强大物

度、教育科举、园林建筑、思想科技和工艺美术等各

流成本优势ꎬ徽州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距离大为减少ꎮ

个层面ꎬ或者人才郁起ꎬ称雄一时ꎬ或者煊赫灿烂ꎬ范

这些水路中ꎬ尤以徽州盆地与江南地区之间的新安

式集聚ꎬ辐射地域相当广阔ꎬ影响层面极为深入ꎮ 尤

江骨干航运通道最为紧要ꎬ特别随着京杭大运河的

其值得称道的是ꎬ徽州留存的各类档案文书和遗迹

顺利开通ꎬ由于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联动作用ꎬ通过东

实物ꎬ丰沛集中ꎬ彼此照映ꎬ成为进一步剖析和总结

下新安江ꎬ继而北上江南古运河、京杭大运河ꎬ然后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经验得与失的绝佳标本和典型样

西向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各条天然水运航道ꎬ徽州

本ꎮ

与国内其它地区ꎬ特别是开发较早、经济繁荣、人文
历史上ꎬ徽商赫赫有名ꎬ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商

业集团的典型代表ꎬ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ꎮ 在几

昌盛的江南、江淮地区以及北方华北、西北地区紧密
地联系起来ꎮ

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ꎬ其兴也勃焉ꎬ其衰也忽焉ꎬ

区位优势ꎮ 中国传统历史上ꎬ北方地区战乱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本文尝试对徽商之兴衰

仍ꎬ长江以南相对而言更为安定ꎮ 于是ꎬ北方人口、

进行解剖和分析ꎬ藉以求取一定的历史启示ꎮ

１

徽商的兴盛
徽商足 迹 几 遍 天 下ꎬ “ 山 陬 海 壖ꎬ 孤 村 僻 壤” ꎬ

“ 其地无所不至” ꎬ声名鹊起ꎬ广布延续几百年ꎬ其之
所以由初兴渐盛ꎬ而最终演变至煊赫辉煌ꎬ烂漫一
时ꎬ有以下几点原因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作者简介:孟凡胜ꎬ博士后ꎬ主要从事徽学、经济史等方面的研
究ꎮ Ｅ－ｍａｉｌ:ｗｈｈｍｆｓ＠ １６３.ｃｏｍ

技术和财富等形成了几次比较大的南向迁移浪潮ꎮ
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ꎬ徽州不断地积累着珍贵的各
类资源ꎮ 徽州群山围护ꎬ形如一城ꎬ长江束水横流ꎬ
浑似一池ꎬ山城水池ꎬ可以将外界的战争隔离ꎮ 同
时ꎬ这个意象化的城池也如同一个筛子ꎬ将北方因战
乱而离散的人口、技术和财富等资源一波波地筛到
了江南之地ꎮ 江山的隔绝ꎬ区域的安定ꎬ使得资源渐
渐沉淀、孕育并生发ꎬ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活、重整
和富庶了徽州ꎮ 作为镜鉴的是ꎬ北方地区在屡屡战
乱流离中ꎬ持续地震荡调整ꎬ不断地崩坏重建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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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徽州“ 保界山谷” ꎬ山水相隔ꎬ城池兼具ꎬ“ 兵燹罕

具在技术上持续得到进步ꎬ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ꎬ形

断、群峰间离带来的资源红利ꎮ

运输ꎬ特别是大江大河和海路航运的重要性大大增

闻” ꎬ区位优势明显ꎬ十分安全ꎬ自然享受着大江隔

成规模优势ꎬ生产和运输数量日趋增大ꎬ这使得水路

人才优势ꎮ 历史上一代代的中原衣冠大族间续

强ꎬ各个国家的经济重心日益向江河湖海之要津集

迁转至徽州ꎬ儒育理化ꎬ温文向雅ꎬ徽州土著与北方

聚ꎬ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航运时代ꎮ 与此同时ꎬ

移民之间彼此互动ꎬ相谐共存ꎬ最终鱼水交融ꎬ浑然

传统的徽州内河水路运输ꎬ因为径流量和水位偏低

一体ꎬ徽州人整体上渐渐知理明道ꎬ而彬彬有礼矣ꎮ

的限制ꎬ较之于大江大海的水路运输条件ꎬ确已相形

自宋徽宗宣和三年(１１２１) ꎬ方腊之乱平息ꎬ诏“ 改歙

见绌ꎮ 此外ꎬ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势切入ꎬ徽州的

“轴心时代” ꎮ 尤为世人击节赞叹的是ꎬ这一“ 轴心

续迁移ꎬ人才竞争和选拔的考察核心标准不再是昔

州为徽州” ꎬ徽州之名始立ꎬ此后 ８００ 年堪称徽州的

中华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巨大冲击ꎮ 中学向西学的持

时代” 的前期和后期徽州分别形成了极具特色、影

日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ꎬ如此转变严重削弱了徽州

响深远、价值明显的新安理学与皖派朴学两个学术

传统科举优势ꎬ儒贾相依、士商结合的徽商经营传统

高峰ꎮ 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不仅对于徽州而言光芒

已是摇摇欲坠ꎬ难以为继ꎮ 再者ꎬ西方现代银行业ꎬ

四射ꎬ其在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长河中仍可谓是

在影影绰绰的军舰大炮背景下ꎬ挟庞大的资金优势

遥相巍峨矗立ꎬ熠熠生辉ꎮ 同时ꎬ宋代以后ꎬ徽州书

和灵活的经营方式ꎬ给以徽州典当业为代表的传统

院众多ꎬ官、私学特别发达ꎬ又有浓烈的理学氛围ꎬ因

金融行业带来强烈的威胁和严重的危机ꎮ 面对西方

此徽州科举极为兴盛ꎮ 宋及明清ꎬ徽州科第连绵ꎬ人

生产技术的超前革新ꎬ学术潮流的快速演进ꎬ徽州商

文鼎盛ꎬ名臣辈出ꎬ这些都为徽商崛起和兴盛提供了

人转型困难ꎬ难免有望洋兴叹之感ꎮ

重要基础ꎮ

垄断消散ꎮ 徽州人文郁起ꎬ甲第蝉联ꎬ绅商关系

垄断优势ꎮ 中国传统社会ꎬ商业经营大都饱受

极为紧密ꎬ这构成了徽商竞争的一大优势ꎮ 但是ꎬ成

官府影响ꎬ徽商主要从事盐、茶、典、木、粮等行业ꎬ其

也萧何ꎬ败也萧何ꎬ由于与官府关系过于密切ꎬ盈余

中尤以盐商实力雄厚ꎬ最负盛名ꎮ 盐业经营利润最

安泰已久ꎬ所谓“ 市居则佚ꎬ佚则淫志ꎬ讵能思初人

高ꎬ多因其受国家高度重视和严密控制ꎬ其与政府的

之情也” ! 不少徽商已经慢慢丢失了自我更新和持

关系也最为密切ꎮ 鉴于此ꎬ徽商通过担任纲首、总商

续发展的竞争能力ꎬ这带来了严重后果ꎮ 比如ꎬ清代

等职ꎬ关说官员颇多ꎬ极力维护自身盐业专卖地位ꎬ

道光年间ꎬ两江总督陶澍和陆建瀛先后在淮北和淮

其与朝廷交涉亦深ꎬ“ 故每逢翠华巡幸ꎬ晋秩邀荣ꎬ

南改革盐政ꎬ变纲盐法为票盐法ꎮ 制度的改弦更张ꎬ

夫岂幸致哉” ꎮ 官僚也缘此渔利ꎬ二者得以一拍即

打破了以徽商为代表的盐商对于盐引和行盐地界的

合ꎬ各取所需ꎬ构成盐业长期垄断的动态均衡ꎮ 同

世袭垄断ꎬ安逸已久的徽州盐商措手不及ꎬ从此近乎

时ꎬ徽州科举发达ꎬ乡人入仕众多ꎬ徽商也通过捐献、

一蹶不振ꎮ 尽管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又

报效朝廷大量银两ꎬ获得职位ꎬ成为官场中人ꎬ种种

有循环转运之制、世袭专卖之法ꎬ但对于积弊已久的

手段ꎬ错落百出ꎬ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障了徽州盐商

徽州盐商而言ꎬ已是明日黄花ꎬ不复昔日之盛ꎮ

的官商地位ꎬ徽商由此获取了巨大的垄断利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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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衰弱
所谓物极必反ꎬ盛极而衰ꎬ徽商自明代中叶开始

渐趋兴旺鼎盛几百年ꎬ及至近代前夜开始风雨飘摇ꎬ
衰微颓败ꎬ这种结果不是单一原因导致ꎬ而是由各种
不利因素迭加造成ꎬ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ꎮ
转型缓慢ꎮ 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ꎬ对中国是千
年未有之变ꎬ于徽商而言ꎬ则是生产和经营方式等各

资本耗费ꎮ 徽商特别是徽州盐商ꎬ特以侈靡著
称ꎬ明代“ 新安多大贾ꎬ其居盐荚者最豪ꎬ入则击钟ꎬ
出则连骑ꎬ暇则招客高会ꎬ侍越女ꎬ拥吴姬ꎬ四坐尽
驩ꎬ夜以继日ꎬ世所谓芬华盛丽ꎬ非不足也” ꎮ 清代
“ 扬州盐务竞尚奢丽ꎬ一婚嫁丧葬ꎬ堂室饮食ꎬ衣服

舆马ꎬ动辄费数十万” ꎬ“ 其后起之家ꎬ更有足异者ꎬ

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ꎬ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ꎬ载至
金山塔上ꎬ向风飏之ꎬ顷刻而散” ꎬ生产和经营性资
本恣意挥霍ꎬ难以积累ꎮ 加之徽州盐商纷纷报效朝

个方面的极大冲击ꎮ 略举一例ꎬ工业革命以降ꎬ市场

廷ꎬ频频交接官府ꎬ时时又有私盐泛滥ꎬ亏空遂多有

竞争日益激烈的约束条件下ꎬ机器化生产和运输工

发生ꎮ

７８

孟凡胜: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

战乱打击ꎮ 徽州是徽商的一块天然、安全而又

盐业ꎬ利润日丰ꎬ此后ꎬ徽州盐商渐以富称雄江南乃

稳定的自留地和后花园ꎬ徽州山环水复、群峰四塞的

至中国ꎮ 恰在同一年ꎬ１４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哥伦布

独特地理形势使得徽州人出外做官或是经商减少了
后顾之忧ꎮ 较少的外部冲击和平稳的社会秩序背景

到达美洲ꎬ此后不久ꎬ至 １６ 世纪初叶ꎬ葡萄牙船队不
远万里来到久已盼望的中国东南沿海ꎬ迎头碰上了

下ꎬ徽州人口、技术和财富等资源的长期会聚含蓄ꎬ

中国官员和商人ꎬ其中不少恰为徽州人ꎮ 徽商踏节

持续安宁孕育ꎬ最终形成优势商业资本ꎬ并输出至徽

正中了大航海时代的最强节奏ꎬ与葡萄牙、日本商人

州以外区域ꎬ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ꎮ 不过ꎬ清代咸丰

搅在了一起ꎮ 尽管结果不一ꎬ但从一开始徽商即在

(１８５１ － １８６１) 、同治( １８６２ － １８７４) 年间ꎬ太平天国农

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上ꎬ分别抓住了盐业和海洋贸

民军与清军特别是湘军ꎬ在徽州地区进行过残酷的

易这类利润极其丰厚的机会ꎮ 但至清代后期ꎬ外向

拉锯作战ꎬ战乱冲击之下ꎬ兵匪大掠ꎬ社会崩溃ꎬ资本

而言ꎬ徽商与海洋已有相当程度的生疏ꎬ没有准确号

流散ꎬ徽州受到长久未有的重大打击ꎮ 既有的财富

到工业革命的脉搏和跃动ꎬ难以快速转型ꎬ踉踉跄跄

焚毁破坏ꎬ损失严重ꎬ许多的民人流离失所ꎬ生灵涂

地丧失了一次次机会ꎮ 内部而言ꎬ特别是就徽州盐

炭ꎬ平稳的社会秩序被打断ꎬ整个徽州陷入了一种紊

商群体来说ꎬ长久的安逸使得他们对于盐政改革应

乱的状态ꎬ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徽州持续发展的潜力ꎮ

变不足ꎬ措手不及ꎬ渐趋衰败下来ꎬ徽商斜阳之余晖

财富与人力的减少ꎬ不得不说对于徽州教育和科举

终亦缓缓淡去ꎮ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ꎬ继而部分损害了徽商重新崛起

人才是徽商兴衰的一种核心要素ꎮ 明代后期ꎬ

的外部环境ꎬ抑制了徽商的多种资本集聚ꎮ

清代前中期ꎬ徽商实力雄厚ꎬ蒸蒸日上ꎬ璀璨斑斓ꎬ鼎

３

盛辉煌几百年ꎬ国内唯晋商稍可与颉颃ꎮ 是时徽商

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
历史上的徽商发展极有活力ꎬ其兴起衰败的过

程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鲜明的痕迹ꎮ 作为徽州传统

积极进取ꎬ麇集密布于各大重镇要津ꎬ商路沿线ꎬ人
称“ 钻天洞庭遍地徽” ꎬ有“ 无徽不成镇” 之说ꎮ 徽商

之所以如此兴盛ꎬ与徽州儒家的传播ꎬ理学的兴起ꎬ

社会的中坚力量ꎬ徽商系联上下ꎬ链接内外ꎬ沟通有

教育的发展ꎬ科举的重视ꎬ进而出现大量各类人才极

无ꎬ以相当充沛的剩余利润强力推动了徽州政治、教

有关联ꎮ 商人读书与否ꎬ境界、格局、目光等都大不

育、科举、艺术、文化、思想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性

相同ꎬ徽商亦贾亦儒ꎬ“ 其有怀才而登别籍ꎬ或怀赀

突破和发展ꎬ为徽州充分孕育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而登成均” ꎬ出入于商学之间ꎬ极易和士绅官僚达成

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ꎮ 同时徽商

价值层面的共鸣与和谐ꎬ十分有益于开展商业活动ꎮ

的对外扩张也曾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化转向提供

即是伙计ꎬ有无受到教育ꎬ识字与否ꎬ也能很大程度

了一丝可能ꎬ尽管最后如同整个中国的西方化路径

上影响到商业组织的运行效率以及对外交易费用ꎮ

尝试一般ꎬ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ꎬ但以史为鉴ꎬ可以

一些特殊行业ꎬ比如徽州三雕、刻书、书画业十分兴

知兴替ꎬ徽商的兴衰变迁仍有值得深思的如下几条

旺发达ꎬ我们很难想象一群毫无文化基础的徽州人

历史启示ꎮ

能够做到行业翘楚的地位ꎬ必然有相当数量的具备

机遇的把握与否成为徽商兴衰的必要条件ꎮ 徽

一定文化和美学底蕴的人群支撑着这一行业健康向

州人多田少ꎬ粮食不足食用ꎬ资源禀赋并不均衡ꎬ这

上ꎬ持续发展ꎮ 不过ꎬ清代后期ꎬ战乱对于徽州人才

迫使徽州人必须走出去经商、做官ꎬ求取活路ꎮ 宦

的戕害ꎬ西式教育体制下的现代化人才对于儒育理

海、商海风云变幻ꎬ危机重重ꎬ如何从危险中寻找机

化影响下传统人才的替代ꎬ使得徽商出现人才的结

遇ꎬ徽商给我们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实例ꎮ 首先是明

构性严重缺乏ꎬ这成为徽商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代中后期ꎬ徽州商人把握住了盐业经营和海洋贸易

和平安定的环境是徽商兴盛与衰弱的重要因

两个机遇ꎮ 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 十月ꎬ户部尚书叶淇

素ꎮ 战争造成离乱ꎬ安居才能乐业ꎬ徽商的发展和崛

议设开中折色法ꎮ 开中法向开中折色法的转变ꎬ使

起离不开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ꎮ 徽州地处长江以

得徽商群体和山陕商人在两淮盐业经营优势上形成

南ꎬ介于万山丛中ꎬ障山四固ꎬ群峰环护ꎬ“ 世不中兵

了巨大的迁移ꎬ徽商不必再远赴边塞ꎬ纳粮办引ꎬ可

革” ꎬ相较于北方地区ꎬ在安全保障上具有得天独厚

以就近买引销盐ꎬ徽商抓住这一可乘之机ꎬ大肆进入

的优势ꎬ构成了徽商相对于其它部分地区商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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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优势ꎮ 正如秦汉之交ꎬ楚汉相争ꎬ汉军虽几入

延续ꎬ给徽商、徽州和中国的历史发展都留下了一枚

危局ꎬ然萧何安居关中ꎬ给食刘邦ꎬ源源不乏ꎬ汉军得

斑驳而深刻的伤痕ꎮ

以起死回生ꎬ刘邦遂终有天下ꎬ可见ꎬ拥有坚实的后
(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

方基地ꎬ回顾无忧ꎬ积蓄不断ꎬ一线博弈团体获胜概
率大大增加ꎮ 同样的ꎬ较之于国内其它地区特别是

资助)

北方平原地区ꎬ徽州在人力、知识、文化和财富等资
源方面的积累ꎬ因为战乱的鲜至ꎬ不太容易被打断ꎬ
更有连续性和稳定性ꎮ 此外ꎬ安定有序的环境下ꎬ徽
州通过水路、陆路和人员交往等“ 脐带” ꎬ绵绵不断、
络绎不绝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实现了合理配置和
有效交换ꎬ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徽商集团的外部竞
争力ꎮ
总体而言ꎬ徽州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一个典
型区域ꎬ徽商是中国传统商业集团的一个典范样本ꎮ
徽商的兴衰消长部分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内
外环境的变迁与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ꎮ 清代后期ꎬ
徽商经营大环境日趋严峻和恶劣:“ 自陶澍改盐纲ꎬ
而盐商一败涂地ꎮ 左宗棠增质铺岁月ꎬ而当商几败ꎮ
及今茶市ꎬ既不改良ꎬ而连岁之亏耗者ꎬ不可胜数ꎮ
然徽人谓曾国藩驻师祁门ꎬ纵兵大掠ꎬ而全郡窖藏一
空” ꎬ徽商、徽州与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同时都应接不
暇于这变乱和困境的迭起与层出不穷ꎬ进而陷入到
沉重的痛苦转型之中ꎮ
徽州人特别是徽商长期处于时代发展的的前
沿ꎬ逐利的天性驱使他们经常敏锐地感触到商业发
展的脉搏和跃动ꎬ比如爆发于 １６ 世纪中国东南沿
海ꎬ影响甚巨的倭寇之乱ꎮ 尽管部分缘于国家海洋
政策的长期抑压和禁制ꎬ不少海商转变成为海盗集
团ꎬ但总体而言ꎬ其团体为祸极大ꎬ难辞其咎ꎮ 如今
史书上留下了倭寇之乱中一系列浓墨重彩的人物ꎬ
无论官与商ꎬ还是盗和寇ꎬ相当一部分人的籍贯正好
是徽州ꎮ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产生的ꎬ其实侧面反
映出徽州对外商品贸易网络的触角ꎬ其延展程度ꎬ已
是细致绵密ꎬ既广且深ꎮ
此外ꎬ在东方传统宗法伦理条件下ꎬ中国总体的
禁海政策背景中ꎬ徽商的视角和步伐ꎬ如同整个中国
一样ꎬ或主动或被迫ꎬ自浩瀚难测之海洋内敛而后
退ꎬ转向谙熟于胸之内陆ꎮ 步饮步啄ꎬ德得相应ꎬ及
至近代西方列强叩关中国ꎬ徽商较之于沿海地区得
风气之先的粤商、闽商和浙商ꎬ进而中国商人相对于
欧美国家商人ꎬ中国较之于西方国家ꎬ不约而同也理
所当然地失去了先发优势ꎬ这种情况惯性存在ꎬ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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