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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典当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借贷机构之一ꎮ 浙江典当业起源于寺院ꎬ后扩展至世俗社会ꎬ其从古至

今ꎬ连绵不绝ꎬ存世达 １４００ 年之久ꎮ 对浙江典当业进行长时段考察ꎬ系统梳理其历史发展进程ꎬ比较浙江当代典

当与传统典当的异同ꎬ从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视角ꎬ总结归纳浙江典当业的变与不变:千余年

来ꎬ典当业处于稳定的社会融资“需求—供给”结构中ꎬ其“以物质钱”的经营模式始终未变ꎻ在浙江典当业发展

进程中ꎬ其营利性不断强化ꎬ而慈善救助功能则相对弱化ꎬ并消逝于当代ꎬ其金融地位亦今不如昔ꎬ在当代金融业

中已被边缘化ꎮ
〔关键词〕典当ꎻ以物质钱ꎻ长时段ꎻ结构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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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当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借贷机构之一ꎬ〔１〕其

基本功能是通过质押财物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ꎬ
如杨肇遇«中国典当业»中所言ꎬ“典当设立之宗

旨”在于“资金之融通”ꎮ〔２〕 浙江典当业历史悠

久ꎬ学界对浙江典当业亦早有关注ꎮ 民国时期ꎬ
研究内容涉及浙江典当业的学者有宓公干、杨肇

遇等ꎻ〔３〕改革开放之后有关浙江典当业研究的学

者明显增多ꎬ成果突出的有陈国强、诸葛隽、曹树

基、杨勇、马俊亚、吕建锁等ꎮ〔４〕综观上述成果ꎬ从
研究时段看ꎬ多为近代时期的浙江典当业研究ꎻ
从研究区域看ꎬ不少成果的研究范围是江南地区

(包含浙江或浙江的一部分)ꎬ其研究内容则侧

重于论述典当与经济的发展ꎬ尤其是与工商业发

展的正相关关系ꎮ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ꎬ时间也是

有层次的ꎬ可以从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个层

面考察历史ꎮ 从布罗代尔历史时间理论的视角

看ꎬ上述学者的浙江典当业研究显然多属短时段

的范畴ꎬ是在短促时间段内发生的事件之历史ꎬ
他们处于历史的表层ꎬ展现的并非深层次的历史

真相ꎬ往往具有偶然性、欺骗性的特点ꎬ故难以形

成对浙江典当业的准确认识ꎮ 鉴于此ꎬ笔者拟在

前贤研究的基础上ꎬ借鉴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长时段历史时间概念ꎬ〔５〕对浙江典当业进行长时

段的考察ꎬ梳理浙江典当业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

脉络ꎬ在此基础上ꎬ比较浙江当代典当与传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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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异同ꎬ运用布罗代尔结构的长时段史学的分

析框架ꎬ〔６〕 总结 １４００ 年来浙江典当业的发展特

点ꎬ探索千余年来ꎬ在朝代更迭以及金融市场变

换的背景下ꎬ浙江典当业何以生存ꎬ又是如何发

展的ꎮ

一、浙江典当业的源起与流变

早期的典当有质典、解库、质库等多种称

呼ꎮ〔７〕多种文献证实ꎬ质库起源于寺院ꎬ有慈善救

助性质ꎬ又称长生库ꎮ〔８〕 而佛教传入我国约在南

朝ꎬ随后寺院经济兴起ꎮ〔９〕由此可以推测ꎬ质库形

成不会早于南朝ꎮ〔１０〕 寺院质库多向穷苦人家质

借钱财ꎬ纾难解困ꎮ 寺院之外的质典始于唐

代〔１１〕ꎬ寺院质库的单一模式被打破ꎬ质典开始走

向世俗社会ꎬ兼具商业信贷性质ꎬ放贷利率有所

增加ꎬ但仍有慈善救助功能ꎬ依然是多数穷苦百

姓资金周转、救急告贷的选择之一ꎮ
浙江典当业的起源难以查证ꎮ 文献中记载

的浙江典当可追溯至唐代ꎬ彼时浙江杭州属东南

名郡ꎬ其“咽喉吴越ꎬ势雄江海ꎬ姘樯二十里ꎬ开肆

三万室ꎬ商业十分繁荣”ꎬ〔１２〕其典当行类型多元ꎬ
按资金来源ꎬ可分为僧办、民办和官办三类ꎬ民办

类投资者为地主商人ꎬ官办类又可细分为官僚自

营和政府投资两种ꎮ〔１３〕 唐诗中ꎬ描述了杭州典当

的诸多图景ꎬ去当铺的多为穷苦百姓ꎮ 白居易任

杭州刺史期间ꎬ在«杜陵叟»«示诸家属»诗中说:
“典桑卖地纳官租ꎬ明年衣食将如何”ꎬ“走笔还

私债ꎬ抽衣当药钱”ꎬ反映了穷苦百姓为缴租、买
药被迫去质库押当的现实ꎬ也反映出当时典当的

除了衣物之外ꎬ还有桑树等农作物ꎮ 不仅是穷苦

百姓ꎬ一些地方小吏、知识分子也需要典当ꎬ如杜

甫在«曲江»中自述:“朝回日日典春衣ꎬ每日江

头尽醉归”ꎬ表明穷困失意的杜甫要靠典当衣物

换酒喝ꎮ 上述史实表明:典当业包括浙江典当业

的产生ꎬ是自然而然的ꎬ穷苦百姓有“以物质钱”
的需求ꎬ资金盈余者包括寺院、政府、地主商人和

官员ꎬ通过典当行提供了供给ꎮ 从布罗代尔结构

史学的角度看ꎬ典当业出现伊始ꎬ便嵌入整个社会

投融资的需求结构中ꎬ成为该结构的一部分ꎮ
宋代典当业与唐代大体相似ꎬ即官当、民当

和寺院典当并行于世ꎮ〔１４〕 北宋时期ꎬ杭州是当时

中国四大商港之一ꎮ 商业繁盛ꎬ资金需求多ꎬ推
动了质典业的发展ꎬ浙江民办典当业在前朝数业

兼营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行业ꎮ
南宋时寺院典当依然活跃ꎬ诗人陆游在«老学庵

笔记»卷六中说ꎬ“今寺辄作质库钱取利ꎬ谓之长

生库ꎬ至为鄙要ꎮ 庸俗所为ꎬ古今一揆”ꎬ对
寺院典当似颇为嫌恶ꎬ实际上此时的官当和民当

已远远超越寺院典当ꎮ 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ꎬ商
业空前繁荣ꎬ典当业发展远胜前代ꎬ杭州城内外

“有富第豪富之家质库ꎬ不下数十处ꎬ收解以千万

计ꎮ 其中有大质库十余处ꎬ非万贯以上不收当ꎬ
小质库则更多”ꎮ 杭州质库业甚至还有本行特定

的装束ꎬ据吴自牧在«梦粱录» 中记载ꎬ杭城风

俗ꎬ“香铺人顶帽披肩子ꎬ质库掌事ꎬ裹巾着皂衫

角带ꎮ” 〔１５〕杭州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典当

业同业行会组织ꎬ«梦粱录»中记载:“解库掌事ꎬ
贴窗铺席主管ꎬ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
买”等等ꎬ“俱各有行老引领”ꎬ〔１６〕 “行老”又称

“行头”ꎬ即行会组织主事的头目ꎬ也就是说质库

业雇觅掌事人员ꎬ须有本行行老即主事头目引

荐ꎮ
元末明初ꎬ僧办典当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ꎬ

民办典当行成为主角ꎮ〔１７〕 明代ꎬ已有典铺或典当

称呼ꎬ还有质铺、质库〔１８〕、解库、典当铺、当铺、长
生铺、当店、押当铺等称呼ꎮ〔１９〕 明初ꎬ政府采取措

施发展农业生产ꎬ至明中后期ꎬ嘉兴出现了民办的

米典当ꎬ佃农可以以米质钱ꎻ宁波、绍兴、嘉兴等地

商业繁荣ꎬ杭州“物产丰富位列郡雄”ꎬ〔２０〕 小

生产者对资金借贷需求不断增长ꎬ浙江民营典当

发展迅速ꎬ成为典当业主体ꎬ典当也成了最引人

注目的金融机构ꎮ 自明中叶起ꎬ典当行出现显著

变化ꎬ其资本规模、业务种类ꎬ与之前质库有很大

不同ꎬ典当行不仅把库藏的钱财借出去放债ꎬ还
不断扩充资本ꎬ注重资本的运用ꎬ具备了货币资

本的某些特征ꎮ 经营者中除浙江本地人ꎬ则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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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商最多ꎬ“杭州、苏州、南京等大都市是徽州

典商最为集中之地”ꎬ〔２１〕“在江浙一带财富之区ꎬ
典当业几为徽人所垄断”ꎮ〔２２〕

清代ꎬ浙江典当业较明代更盛ꎮ 虽然清顺治

九年(１６５２)当铺开始缴纳“当税”ꎬ但仍发展很

快ꎬ至康乾年间ꎬ“杭州开设的典当已达 ５０ 多

家”ꎬ〔２３〕且多数典当资本雄厚ꎬ与盐商、木商成为

当时最显赫的三大行业ꎮ〔２４〕 清代的典当铺ꎬ业务

兴隆ꎬ利润高ꎬ吸引了不少官僚资本的介入ꎬ如康

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浙副都御使许三礼ꎬ向朝廷奏

劾徐乾学说ꎬ“布商陈天石ꎬ领乾学本银十万两ꎬ
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ꎮ 至乾隆年间ꎬ浙江南

部乡村的田产典当已较为普遍ꎮ 浙江省松阳县

石仓村的当田契反映了当时田产典当的基本情

况ꎬ“当人”将土地当给“钱主”ꎬ“中人”作保ꎬ三
方签订协议ꎬ“当人”获得货币ꎬ逐年交纳利钱或

利谷ꎬ乾隆年间年利率达 ３０％ ꎬ此后利率呈下降

趋势ꎬ至嘉庆中期ꎬ已降至 ２０％ 左右ꎮ 咸丰年

间ꎬ内外交困ꎬ发行大钱ꎬ导致钱币贬值ꎬ浙南乡

村的土地典当“以钱计息”难以实行ꎬ“以谷计

息”成为最普遍的计息方式ꎮ〔２５〕 至咸丰、同治之

交(１８６１—１８６２)ꎬ因太平天国战事破坏ꎬ商业渐

趋萧条ꎬ“(杭州)城内典当业务全部停顿”ꎮ〔２６〕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起ꎬ典当重新发展ꎬ连年增设ꎬ至
清末ꎬ杭州城内有典当 ２０ 多家ꎬ〔２７〕 投资者都是

官绅、富商ꎮ 光绪年间ꎬ后起的钱庄业已超过典

当业ꎬ钱庄也促使典当在业务经营方面作出调

整ꎮ 浙江典当铺不仅做个人衣物、首饰等典押借

款ꎬ而且也开始做棉花、粮食等小额农副产品放

款ꎮ 有些典当仿效钱庄ꎬ收受客户存款ꎬ发行可

兑换的钱票、银票ꎬ一些钱票、银票还可流通转

让ꎮ 有些钱庄直接开设典当ꎬ绍兴的敦义典当由

开源钱庄开设ꎬ浙江的协通和万通典当由裕昌、
穗德和德茂钱庄合资开设ꎮ〔２８〕

辛亥革命对浙江典当业也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ꎬ如一些典当行收押的满清旗服等满货ꎬ辛亥

革命后ꎬ无人赎当ꎬ也无人购买ꎬ致使业务受损ꎮ
但浙江典当业在民间资金调节方面仍然发挥重

要作用ꎬ典当家数有增无减ꎬ据统计资料显示ꎬ
１９１５ 年参加浙江典当公会的会员有 ３５９ 家ꎬ１９１８
年则增至 ３９２ 家(见表 １)ꎬ这种增长至少持续到

１９２６ 年(见表 ２)ꎮ
表 １　 浙江省典当业地区分布与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全浙典业公会»(记事录)ꎬ１９１５ 年 ６ 月ꎬ１９１８ 年 ７ 月ꎮ

表 ２　 浙江省 １１ 县市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典当业公会会员数

　 　 　 　 资料来源: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浙江省地方银行调查科«浙江经济统计»ꎬ档号:１４８４ － １５８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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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浙江的典当机构分布范围

广泛ꎬ浙江所辖各府均有典当行ꎬ但典当行分布

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ꎮ 至民国初年ꎬ浙江典当业

主要集中于绍兴、宁波和杭嘉湖等地ꎬ〔２９〕 因为这

些地区一直是浙江商业和丝织业的繁盛之地ꎬ对
资金的需求量较大ꎻ其次是台州和金华地区ꎬ而
温州、衢州和严州等地典当机构相对较少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兵匪扰乱、社会动荡、
币制混乱、苛捐杂税ꎬ浙江农村经济衰落ꎬ典当市

场清淡ꎬ据 １９３０ 年统计资料显示ꎬ浙江省典当已

减至 ３１９ 家ꎬ主要分布在鄞县、杭州、绍兴、嘉兴、
余姚、海宁等城市ꎮ 相对于银行而言ꎬ单个浙江

典当的资本很小ꎬ根据 １９３１ 年对 ２７０ 个浙江典

当的统计ꎬ其资本大都在 １ 万至 ５ 万之间ꎬ资本

在 ５ 万元以上的典当相对较少(见表 ３)ꎬ平均资

本额约 ３ 万元ꎬ但浙江典当业机构众大ꎬ其资本

总额则是在浙农业银行的 ４ 倍ꎬ因而ꎬ在浙江农

村ꎬ典当的影响力远大于农业银行ꎮ 据 １９３０ 年

的统计ꎬ浙江平民人均典当融资 ３. ５９ 元ꎬ户均

１５. ９５ 元ꎮ〔３０〕１９３４ 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

查也证实ꎬ典当借贷是除向私人借款外ꎬ农民最

为重要的借款来源ꎮ 浙江农民典当借贷远大于

银行和钱庄的总和ꎬ典当借贷占农民整个借贷的

１６. ２％ ꎮ〔３１〕

表 ３　 浙江 １９３１ 年典当资本状况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浙江省)ꎮ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ꎬ浙江省颁布了«浙江省典当暂

行规则»ꎬ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当物利息ꎬ无论当

价大小ꎬ以长年百分之二十为标准ꎮ 以前所有存

箱、绳索、栈租保管等费名目ꎬ一律废止ꎮ 第十三

条规定:当价利息等项ꎬ概以国币通用大洋计算ꎬ
角洋铜元均按退日柜前标明之市价折合ꎬ进出一

律不得另有洋水名目ꎮ 这些规定进一步压缩了

浙江典当业的盈利空间ꎮ 加之上海“一二八”
淞沪战争影响ꎬ１９３２ 年统计资料显示ꎬ浙江典当

已经锐减至 １５１ 家ꎬ〔３２〕 １９３５ 年浙江全省典当亏

损已达 ２２３ 万余元ꎮ〔３３〕 抗战爆发后ꎬ浙江典当多

数停闭ꎬ抗战胜利后ꎬ杭州等地虽然新设了几家

典当行ꎬ〔３４〕但典当行的衰败趋势已难以逆转ꎮ

二、浙江典当业的复兴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ꎬ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ꎬ典
当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ꎬ“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典当业在中国大陆被取缔ꎬ长达 ２０ 余年ꎮ〔３５〕直

到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ꎬ成都华茂典当行成立ꎬ标志着我

国典当行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复兴ꎮ 改革开放之

后的浙江当代典当业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ꎬ恢复整顿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９)ꎮ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９ 日ꎬ温州金城典当行成立ꎬ资本总额 １５０
万元ꎬ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成立的首家典当

行ꎮ 此后ꎬ浙江典当业迅猛发展ꎬ１９８８ 年 ８ 月份ꎬ
仅温州典当行已达 ４２ 家ꎬ占全国 ２００ 余家的五

分之一ꎬ其中经温州各县工商局、公安局等部门

审批 １９ 家ꎬ鹿城区计委审批 １７ 家ꎬ温州市人民

银行审批 ５ 家ꎬ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批 １
家ꎬ实际开业 ３４ 家ꎮ〔３６〕 由于没有主管部门ꎬ发展

太快ꎬ相关法律法规滞后ꎬ典当业违规经营现象

突出ꎬ亟须清理ꎮ １９９４ 年ꎬ典当行被界定为金融

机构ꎬ转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ꎮ １９９５ 年上半年典

当业的清理整顿工作全面启动ꎬ当时的浙江省各

市、地都存在一定的典当业经营问题ꎬ但宁波、金
华、温州、台州等市问题相对较多ꎮ〔３７〕 经过清理

整顿ꎬ浙江典当业逐步走入规范化发展轨道ꎮ
第二阶段ꎬ平稳发展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７)ꎮ ２０００

年ꎬ我国典当行业的监管部门由中国人民银行变

为国家经贸委ꎬ其身份也由金融机构变为特殊工

商企业ꎮ 典当投资的门槛降低ꎬ浙江民资投资典

当行的热情高涨ꎬ仅 ２０００ 年申请开办典当的温

州企业就有 ６５ 家ꎮ〔３８〕浙江典当业按照总量控制、
合理布局、规范发展的要求ꎬ严格审批ꎬ到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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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ꎬ浙江省共有典当行 ６９ 家ꎬ总资产达 １０ 亿

元ꎮ ２００４ 年前三季度ꎬ浙江省(不含宁波市)典

当金额 ５７. ５ 亿元ꎬ实现利税 ５８９０ 万ꎬ为浙江省中

小微企业和居民提供了方便、快捷、小额、短期的

应急融资服务ꎮ ２００４ 年初ꎬ典当行监管职能移交

国家商务部ꎬ商务部将之定位为非银行特殊金融

机构ꎬ次年 ２ 月ꎬ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典当

管理办法»ꎮ 浙江典当业很快迈入全国前列ꎬ〔３９〕

２００７ 年ꎬ浙江典当业放款额达到 ２５２. １７ 亿ꎮ〔４０〕

第三阶段ꎬ快速发展期(２００８ 至今)ꎮ ２００８
年ꎬ全球金融危机爆发ꎬ中央政府投入 ４ 万亿刺

激经济ꎬ浙江典当业进入高速发展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浙江全省典当公司已达 １３５ 家ꎬ〔４１〕 共发生业务

１９. １８ 万笔ꎬ发放当金总额 １８６. １８ 亿元ꎮ〔４２〕 仅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放款额就达到 １２３. ７４ 亿元ꎬ企业

利润也在快速回升ꎬ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税后利润达到

２. １６ 亿元ꎬ超过 ２００９ 年全年ꎬ浙江省典当公司数

量从 １００ 多家增加到了 ２８９ 家ꎬ〔４３〕涌现出浙江元

泰、浙商、银通、中财、舟山万隆等一批典当龙头

企业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止ꎬ浙江省共有典当企业

５１３ 家ꎬ注册资本 ９６. ３７ 亿元ꎬ从业人员 ３４３４
人ꎮ〔４４〕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十年间ꎬ浙江典当业注

册资本增长了近 １０ 倍ꎬ而这十年间ꎬ浙江省 ＧＤＰ
增长了 ３ 倍多ꎮ “近年来ꎬ我省典当行业通过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逐步走出行业调整阵

痛期ꎬ２０１７ 年ꎬ行业经营规模基本持平ꎬ排行前三

的杭州、嘉兴、宁波地区合计占 ７１. ６９％ ꎻ行业收

入和利润均实现增长ꎬ一改 ２０１６ 年全面下降的

趋势ꎬ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苗头显现ꎮ ２０１７ 年浙江

省典当贷款总额为 ２６０. １３ 亿元ꎬ 同比下降

２. ２％ ꎬ但典当利息及综合费收入 ４. ５１ 亿元ꎬ同
比增长 ６. ７８％ ꎬ典当行业实现利润 １. ８６ 亿元ꎬ同
比增长 ８９. ３６％ ꎮ ２０１７ 年在三大类典当传统业

务中ꎬ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占全部典当贷款总额

５３. ４４％ ꎬ份额同比增加 ０. ６６ 个百分点ꎻ财产权

利质押典当业务占比 ２３. ９８％ ꎬ份额同比增加

１. ８９个百分点ꎻ动产质押典当业务占比 ２２. ５８％ ꎬ
份额同比减少 ２. ５５ 个百分点ꎻ从过去三年来看ꎬ

动产、房地产、财产权利的业务比例基本保持在

２︰６︰２的结构ꎮ” 〔４５〕

三、浙江当代典当与传统典当的比较

浙江当代典当行ꎬ与传统典当行相比ꎬ历史

渊源相同ꎬ资金融通的功能相近ꎬ但从当物、当主

到融资用途、经营方式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传统的典当当物主要是衣物、珠宝、田地、房

宅、六畜等实物ꎻ满当期限较长ꎬ一般为 １２ 个月

至 ３６ 个月ꎮ 当代当物则涵盖各种实物财产(包
括民品、汽车、房产等)、金融资产(包括有价证

券、国债等)、财产权利的典当ꎬ也可分为房地产、
机动车、物资、财产权利、有价证券、民品等类别ꎬ
还包括鉴定、评估、咨询、绝当物品变卖等业务ꎮ
与传统典当相比ꎬ浙江当代典当经营范围明显扩

大ꎬ典当方式从质押向抵押拓展ꎬ当物由少到多ꎬ
由单一到丰富多样ꎬ包含动产和不动产ꎻ满当期

限相对较短ꎬ一般不超过 ６ 个月ꎮ 这些变化也直

接导致了典当概念的变化ꎮ ２００５ 年国家经贸委

«典当管理办法»第 ３ 条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

典当ꎬ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

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业ꎬ交
付一定比例的费用ꎬ取得当金ꎬ并在约定期限内

支付当金利息ꎬ偿还当金ꎬ赎回当物的行为ꎮ” 〔４６〕

此概念也明确界定了当代典当的基本属性和业

务范围ꎮ
与浙江传统典当行相比ꎬ当代典当客户群体

也有重要变化ꎮ 浙江传统的典当行业主要是靠

低收高卖赚取巨额差价ꎬ而人们一般不到万不得

已不会进当铺ꎬ故其客户主体是穷困百姓、家道

中落的“败家子”或小生产者ꎮ〔４７〕 而当代浙江典

当则被称为“富人资金的中转站”ꎬ凭借专业化检

测仪器和估价师ꎬ由专业的经理用现代化手段管

理ꎬ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收取管理费ꎬ严格以规

范为基础进行操作ꎬ保证了典当行整体运行得高

效顺畅ꎮ 当代浙江典当业主要客户是私营中小

微企业主和商人ꎬ其典当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

或紧急还贷ꎬ典当金额从几百元至几百万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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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其中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占多数ꎮ 日常生活中

遇到急事(小孩教育、购房等)或意外情况(生病住

院)而去典当的客户仅占全体客户的极小部分ꎮ
与浙江传统典当行相比ꎬ浙江当代典当行的

当金与利息也有不同ꎮ 传统典当行尽量压低当

金ꎬ折当比例常常在 ５０％ 及其以下ꎬ即“值十当

五”ꎬ甚至更低ꎬ因为绝当物品收入是其收入的主

要来源ꎮ 浙江当代典当行则普遍遵守国家当金

的指导性原则ꎬ即“典当的拆当比例ꎬ一律按当品

评估的价值计算ꎬ最低折贷金额不得低于现值

６０％ ꎬ最高可达 ９０％ ”ꎬ〔４８〕 当代典当行折当率相

对较高ꎬ原因在于其主要收入是典当利息ꎬ折当

率较高ꎬ贷款金额相对较高ꎬ可以获取更多的利

息ꎬ当然也要承担相对更高的风险ꎮ 利息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利息结构、利息与当期的关系方面ꎮ
传统典当行只公开收取单一利息ꎬ附加费用被法

律禁止ꎬ〔４９〕不过违法收费的情形并不少见ꎬ〔５０〕尽

管传统典当年终有减息让利的惯例ꎬ〔５１〕 但总体

观之ꎬ传统典当还是具有温和的高利贷性质ꎮ〔５２〕

相比之下ꎬ浙江当代典当行利息结构明显不同ꎬ
“典当利息标准可以只收利息ꎬ不收其他费用(如
保管费、保险费、手续费等)ꎬ也可既收利息ꎬ又可

以收其他费用ꎮ” 〔５３〕当前通行的做法是利率按月

计算ꎬ包括月利率及综合费率等ꎬ两者相加每月

约 ３％ ~４％之间ꎬ逾期未办理续当手续者ꎬ一般

每天另外加收当金 ５‰逾期罚息ꎬ完全商业化、市
场化了ꎬ而无慈善救助之功能ꎮ

四、结　 语

综上所述ꎬ浙江典当业起源于寺院ꎬ后扩展

至世俗社会ꎬ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ꎬ甚至因战争

或灾害等特殊原因而短暂歇业ꎬ但令人称奇的

是ꎬ其从古至今ꎬ连绵不绝ꎬ〔５４〕 存世已达 １４００ 年

之久ꎮ〔５５〕１４００ 年来ꎬ浙江典当业与民众生活、商
业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紧密相连ꎬ始终是整个社

会投融资供求结构中的重要一环ꎮ 法国著名历

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ꎬ长时段的历史研究ꎬ最重

要的概念是“结构”ꎬ布罗代尔认为在长时段的历

史中ꎬ人类社会各种稳定的结构和结构群ꎬ对人

类社会发展起着支撑和限制作用ꎮ 基于布罗代

尔长时段理论考察浙江典当业ꎬ正因为其始终是

历朝历代社会投融资供求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ꎬ一直处于这一稳定结构中ꎬ才得以历经千

年而生生不息ꎮ 换言之ꎬ千余年来尽管时代变

迁ꎬ但人们“以物质钱”的需求始终存在ꎬ典当业

始终坚守“以物质钱”经营模式ꎬ恰好满足了各个

历史时期人们的这类需求ꎬ一直被不同层次的人

群所需要ꎬ历经千年不变ꎮ 且“以物质钱”经营模

式ꎬ与其他金融机构经营模式ꎬ形成了错位格局ꎬ彼
此不是竞争关系ꎬ而是共处于同一金融生态之中ꎮ

同时ꎬ面对来自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竞

争ꎬ浙江典当业也在不断变化ꎬ与时俱进ꎬ以适应

市场的变换ꎮ 从长时段角度考察ꎬ〔５６〕 突出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浙江当代典当ꎬ不论是典当方

式还是当物ꎬ与传统典当相比ꎬ均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ꎮ 比如:从浙江典当区域发展来看ꎬ近
代温州典当业发展缓慢ꎬ远远落后于宁绍杭嘉湖

地区ꎬ改革开放以来ꎬ温州典当业适应中小企业

的发展需求ꎬ成为浙江典当业发展最早ꎬ也是最

好的地区之一ꎮ 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看ꎬ浙江

典当业服务的主要对象在变化ꎬ从最初的穷困百

姓、商人、田主到中小企业主ꎬ浙江典当业始终根

据社会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ꎮ 浙江当代典当业

还注意吸收借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新业务模式ꎬ
拓展典当经营范围、方式ꎬ注重以客户为中心来

创新业务ꎮ (二)浙江当代典当业的慈善功能已

经消逝ꎮ 浙江典当业起源于寺院ꎬ具有典型的慈

善救助功能ꎬ至元末ꎬ寺院典当明显萎缩ꎬ民办典

当渐成主流ꎬ慈善救助功能被弱化ꎮ 自明中叶

起ꎬ典当行出现显著变化ꎬ其资本规模、业务种

类ꎬ与之前有很大不同ꎬ也更为注重扩充资本与

资本运用ꎬ营利性更为突出ꎬ慈善救助功能进一

步弱化ꎮ 至改革开放ꎬ浙江当代典当行定位为金

融市场中以营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ꎬ已全无慈善

救助功能ꎮ
此外ꎬ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ꎬ尽管典当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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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时空为人们所认可ꎬ但其金融地位却已今不如

昔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前ꎬ典当一直是浙江最

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ꎮ 从浙江典当机构的统计

数据看ꎬ浙江典当业从产生开始ꎬ其发展趋势是

规模不断扩大、机构数量持续增多ꎬ但近代银行

出现之后ꎬ尤其是 １９２７ 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

政府之后ꎬ大力支持银行业发展ꎬ推行国家垄断

金融ꎬ银行的地位日益突出ꎬ金融领域中的“国进

民退”趋势势不可挡ꎬ属传统民间金融范畴的典

当业尽管变革不断ꎬ但地位持续下降ꎮ 到 １９３５
年ꎬ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钱庄大风潮的双重打击

下ꎬ典当业更为艰难ꎬ倒闭家数日增ꎬ后抗日战争

爆发ꎬ多数典当业就此停业ꎮ 抗战胜利之后ꎬ尽
管浙江新开设了几家典当店铺ꎬ但典当业未能再

续写辉煌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浙江典当业再次勃

兴ꎬ典当业机构数量与资本规模均屡创历史新

高ꎬ远超浙江 ＧＤＰ 发展速度ꎮ 不过从目前的情

形看ꎬ因其融资成本相对较高ꎬ且额度小、期限

短ꎬ在社会资金融通中仅能发挥辅助作用ꎬ在以

银行为主体的浙江金融体系中ꎬ其所占比重事实

上很小ꎬ影响力有限ꎬ处于从属边缘状态ꎮ〔５７〕

注释:
〔１〕“典当”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刘虞

传»ꎬ“虞所赍赏ꎬ典当胡夷ꎬ瓒数抄夺之”ꎮ 说的是东汉末年黄巾

起义ꎬ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ꎬ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ꎮ 刘虞

欲将受赏之财质押给外族ꎬ却被公孙瓒劫掠ꎮ 这表明典当行为

至迟在汉朝就已出现ꎬ距今约 １８００ 年ꎮ 刘秋根也认为典当业很

可能在汉代即已萌生ꎬ因春秋战国以来高利贷的发展ꎬ动产抵押

借贷至汉代已相当普遍ꎬ南北朝时期虽有进步ꎬ却并无本质变

化ꎮ 参见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ꎮ

〔２〕杨肇遇:«中国典当业»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３ 年ꎬ第３ 页ꎮ
〔３〕宓公干:«典当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ꎻ杨肇遇:

«中国典当业»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３ 年ꎮ

〔４〕陈国强:«浙江金融史» ( ~ １９４９ 年)ꎬ北京:中国金融出

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ꎻ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ꎬ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ꎻ曹树基、李霏霁:«清中后期浙南山区

的土地典当»ꎬ«历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杨勇:«近代江南典当

业的社会转型»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ꎻ杨勇:«近代江南典

当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ꎬ«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ꎻ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ꎬ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５ 年ꎻ
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ꎬ«中国农

史»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ꎻ吕建锁:«浙商典当业的历史变迁研究»ꎬ«宁

波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ꎬ时间也是有层次的ꎬ

可以从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个层面考察历史ꎮ 短时段历史

是在短促的时间中发生的历史ꎬ处于历史的表层ꎬ具有偶然性、
欺骗性的特点ꎻ中时段是一种社会时间具有局势性的特点ꎬ如人

口增长、利率波动等ꎻ长时段是至少以百年为段的时间概念ꎬ在

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一些因素ꎬ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

组织等ꎮ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

地中海世界»(第一卷)ꎬ唐家龙、曾培耿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８ 页ꎮ

〔６〕布罗代尔十分推崇长时段和结构ꎬ认为结构的长时段历

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动摇的决定性力量ꎮ
〔７〕吴曾认为:“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ꎬ江南人谓为质

库ꎮ”参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ꎮ
〔８〕见«诸澄传»ꎬ«南齐书»卷二十三ꎻ«甄法崇传»ꎬ«南史»

卷七ꎻ清人吕种玉«言鲭»书中说ꎬ设质库质钱取利ꎬ“唐以前唯僧

寺为之ꎬ谓之长生库”ꎮ
〔９〕李培浩:«中国通史讲稿»(中)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２７８ 页ꎮ
〔１０〕民国典当史研究专家宓公干认为ꎬ秦汉之前已有以物

质钱ꎬ而有典当业始于南朝之佛寺ꎮ 参见宓公干:«典当论»ꎬ上

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ꎬ第 ３ － ５ 页ꎮ
〔１１〕陶希圣:«唐代寺院经济»ꎬ«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

篇»ꎬ台北:食货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５ 页ꎮ
〔１２〕倪士毅:«浙江古代史»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１３〕唐朝政府涉猎典当ꎬ即所谓公私质库并举ꎮ 官员如唐

代太平公主ꎬ热衷经商之利ꎬ“市易造作器物ꎬ吴、蜀、岭南俱造ꎬ
相属于路”ꎬ她以富可敌国之雄厚资本ꎬ在家中开设质库ꎬ其规

模、实力可以想见ꎮ
〔１４〕北宋时ꎬ政府所设质库称“抵当免所”ꎬ后又改称抵当

库、抵库ꎮ 徽宗崇宁二年(１１０３)还曾下诏ꎬ要求官办典当行多设

集镇ꎬ因为这些地方“井邑翕集”ꎬ属于“商贩要会处”ꎬ客源充足ꎬ
生意兴隆ꎮ

〔１５〕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１ 页ꎮ
〔１６〕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ꎬ第 １０ 页ꎮ
〔１７〕元代也有官办典当ꎬ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曾以

钞 ５０００ 锭为资本设立公典ꎬ称“广惠库”ꎬ放贷收息ꎮ
〔１８〕湖州、绍兴等地ꎬ到民国时仍把典当称作质库ꎮ
〔１９〕唐宋时多称质库(北方有称柜坊、僦柜的)ꎬ元代时有叫

解库、解典库的ꎬ也办质押借款ꎮ 明代ꎬ民间经营兴起ꎬ开始称典

铺或典当ꎮ
〔２０〕陈让、夏时正等:«杭州府志»ꎬ明成化十一年刻本ꎬ卷首

—４５１—

　 ２０１９. ８学术史谭



夏时正序ꎮ
〔２１〕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ꎬ«徽学» (第 ２

辑)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２９ 页ꎮ
〔２２〕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ꎬ«安徽史学»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ꎮ
〔２３〕杭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金融志»ꎬ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６０ 页ꎮ
〔２４〕曲彦斌:«中国典当史»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６２、７０ 页ꎮ
〔２５〕曹树基、李霏霁:«清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ꎬ

«历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６〕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 (第 ５ 卷) “金

融篇”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８７ 页ꎮ
〔２７〕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ꎬ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２８〕陆国香:«中国典当业资本之分析»ꎬ«农行月刊»１９３６

年第 ５ 期ꎮ
〔２９〕宋代绍兴就出现了典当行业ꎮ 清末民初ꎬ绍兴典当行

进入全盛时期ꎬ鲁迅先生少时常去的“恒济当铺”就在其中ꎮ 有

意思的是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恒济典当”名号再被使用ꎬ开门营业ꎬ成
为改革开放之后绍兴首个民营资本典当行ꎮ

〔３０〕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ꎬ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７２ 页ꎮ
〔３１〕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ꎬ北京:科学

出版社ꎬ１９５５ 年ꎬ第 ３４５ 页ꎮ
〔３２〕陈国强:«浙江金融史»( ~ １９４９ 年)ꎬ北京:中国金融出

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８８ 页ꎮ
〔３３〕宓公干:«典当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ꎬ第１９６ 页ꎮ
〔３４〕１９４７ 年ꎬ杭州新设了源通典当、民生典当、济源典当等

机构ꎮ 参见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杭州典当未刊档案ꎬ档号:Ｌ０３３ －
００５ － ０１４１ꎮ

〔３５〕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一次反

高利贷座谈会ꎬ明确了在农村应以信用社的利率作为借贷利率

的合法标准ꎬ一般村镇的典当行利率受到了新的限制ꎮ １９５６ 年

初ꎬ我国的私人典当业完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ꎮ 还有一些

发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分支行领导下的专门办理小额质押

贷款的独立经营机构———小额质押贷款处ꎮ １９６６ 年“文革”开

始ꎬ“小贷处”也逐渐被取缔ꎬ至 １９６７ 年ꎬ典当行在中国大陆彻底

绝迹ꎮ
〔３６〕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ꎬ北京:中国

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８５ 页ꎮ
〔３７〕以金华义乌为例ꎬ至 １９９５ 年底ꎬ义乌共有寄售式典当

１１８ 家ꎬ其中仅 ５０ 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ꎮ
〔３８〕李伊琳:«最高月息 ８ 分 温州民间借贷高空走钢丝»ꎬ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ꎮ
〔３９〕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６ 年ꎬ浙江省 ９５ 家典当企业全年实现典当

总额 １５２ 亿元ꎬ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２０％ ꎬ占全国的 １６％ ꎬ上缴税收

５７５０ 万元ꎬ绝当率 １‰ꎮ 参见沈梦姣、钟月玥等:«对浙江省典当行

业现状、发展的调查与思考»ꎬ«改革与战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０〕张勇:«浙江金融新支点:典当业»ꎬ«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ꎮ

〔４１〕叶正积:«“新 ３６ 条”指点温州民间资本»ꎬ«中华工商

时报»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ꎮ
〔４２〕孔舟航:«浙江典当业力增企业实力»ꎬ«中国商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ꎮ
〔４３〕沈梦姣、钟月玥等:«对浙江省典当行业现状、发展的调

查与思考»ꎬ«改革与战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４〕浙江省典当行业协会ꎬ浙江典当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ｄｄｗ.

ｃｏｍ / ｚｊｄｄｘｈꎮ
〔４５〕 浙江省商务厅政务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８ / ３ / ６ / ａｒｔ＿１３８４５９１＿１５８５４３５３. ｈｔｍｌꎮ
〔４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２００５ 年

第８ 号令«典当管理办法»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 / ｃ / ２００５０２ / ２００５０２０００１９１８６. ｈｔｍｌꎮ

〔４７〕据 １９３５ 年对嘉兴、海宁、平湖等县的农村典当贷款调

查ꎬ贷 款 用 途 金 额 排 序 依 次 为 养 蚕 ( １８. ２５％ )、 红 白 大 事

(１３. ０５％ )、置产业(１２. ７５％ )、还会款(１１. ５０％ )等ꎮ 参见宓君

伏:«我国典当业与农村关系之分析»ꎬ«民族»第 ３ 卷第 ９ 期ꎬ
１９３５ 年ꎬ第 １５５９ 页ꎮ

〔４８〕也有少量折当率很低的物品ꎬ如电子产品的折当率有

时低至 １０％ ~２０％ ꎮ
〔４９〕如清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ꎬ苏州昭文县对于典当行除

利息外加收栈租费予以查禁称:“该县乡典苛索出栈ꎬ应请勒

禁”ꎬ并严厉宣布:“嗣后乡民当赎米麦花豆ꎬ典当毋得利外苛索

出栈钱文ꎮ 商民属遵定例ꎬ永远遵守ꎮ 倘敢阳奉阴违ꎬ一经访

闻ꎬ或被告发ꎬ定行通详重究ꎬ决不宽假ꎮ”
〔５０〕主要收费项目有存箱、运费、栈租、包装、保险等ꎮ
〔５１〕宓公干以为ꎬ减让利息之举ꎬ“乃我国典当尚留有慈善

性质之一证ꎬ而为各国典当所无者ꎮ”参见宓公干:«典当论»ꎬ上

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ꎬ第 １００ 页ꎮ
〔５２〕多数典当研究学者持此观点ꎬ如民国学者蔡斌咸、万铭

健、陈翰笙ꎻ当代学者刘秋根、漆侠、李金铮等ꎮ 也有学者不认同

此观点ꎬ如宓公干、马寅初、吕思勉、马俊亚等ꎮ
〔５３〕浙江典当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ｄｄｗ. ｃｏｍꎮ
〔５４〕许多传统融资机构如钱庄、票号ꎬ早已不知所踪ꎮ
〔５５〕曲彦斌认为中国典当业历史约为 １６００ 年ꎮ 参见曲彦

斌:«中国典当史»ꎬ北京:九州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６７ 页ꎮ
〔５６〕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

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ꎮ
〔５７〕布罗代尔认为:“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ꎮ 腹心层是

指中心周围的地区ꎬ随后是环绕腹心的中间层ꎬ最后是广大的外

层ꎬ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ꎬ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ꎬ而不

扮演伙伴的角色ꎮ”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

丛»ꎬ顾良、张慧君译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０１ 页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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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浙江典当业的长时段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