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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茶商的所谓“封建性”ꎬ体现为依附的群体性格ꎬ这同时蕴含着追求商业利益的考量ꎬ那就是

通过兴办地方善举ꎬ官府为其“义行”赋予某种正统性ꎬ这也为其行商提供了“护身符”ꎮ 清末新政时期至民国初

年ꎬ因兴办新式学堂、开办警政、加强地方防务等所谓“新办地方公益”ꎬ徽州茶商们的捐税负担较前大幅增加ꎬ
从而导致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ꎮ 而帝国的贡赋制传统仍得以延续ꎬ茶叶经济仍不脱传统农业经济之窠臼ꎬ
无法为国家财政广开税源提供新的商业税ꎬ商人们此前的那种矛盾性格也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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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贾而好儒”闻名于世的徽商ꎬ在“贾为厚

利、儒为名高”的同时ꎬ大都有捐建祠宇、书院、施
赈、施棺、修桥、铺路等地方善举ꎬ故每每被地方

志纳入“义行传”ꎬ以儒学正统化的措辞加以表

彰ꎮ 如唐力行对徽商性质的研究所表明的ꎬ“贾
而好儒”强化了徽商的所谓“封建性” 〔１〕ꎬ通过投

身科举事业或捐功名ꎬ进而成为绅商ꎬ获得皇权

和官僚体系的庇护ꎬ而参与地方善举的诸种“义
行”ꎬ也是徽商谋求道德资本的策略之一ꎻ与此同

时ꎬ此种“义行”ꎬ也有保护自身商业利益的意

义ꎮ 由此ꎬ可以透视徽商既投靠官府获得庇护又

积极争取自身商业利益的矛盾性格ꎮ 由茶商于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发起成立的屯溪公济局〔２〕ꎬ

并不仅仅是彰显徽商义行的善举机构ꎬ其实践恰

恰呈现了茶商们的此种矛盾性格ꎮ 本文拟以屯

溪公济局为个案ꎬ探讨徽州茶商的群体性格及其

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ꎮ

一、茶商、茶厘总局与屯溪公济局的成立

茶叶贸易是清代徽州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ꎬ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郡商业ꎬ盐、
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ꎮ”民国«歙县志»的记载

印证了陈去病的说法:“邑中商业ꎬ以盐、典、茶、
木为最著ꎮ” 〔３〕道光中叶以后ꎬ随着茶叶外销ꎬ也
就是“洋庄”茶的盛行ꎬ茶叶贸易取代盐业ꎬ成为

徽州商帮经营的主要行业ꎮ〔４〕 同盐业一样ꎬ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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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清时期国家专榷的商品ꎬ商人只有取得官府

认可ꎬ纳银获得茶引方能从事贸易ꎮ 道光以前ꎬ
徽州茶叶出山ꎬ皆在休宁县屯溪镇办理“茶引”
(即引票)ꎬ除茶引银之外ꎬ徽州茶商还要交纳名

目繁多的捐税ꎮ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之前ꎬ徽州茶叶

每引为 １００ 斤ꎬ每引征收茶引银三钱、茶厘银三

钱、茶捐银六钱、公费银三分ꎬ共一两二钱三分ꎻ
同治元年ꎬ两江总督曾国藩制定皖南茶税章程ꎬ
每引改为 １２０ 斤ꎬ缴引银三钱ꎬ捐银八钱ꎬ厘银九

钱五分ꎬ公费银三分ꎬ共银二两零八分ꎬ所有茶叶

税厘ꎬ均由“督辕颁发三联引票、捐票、厘票ꎬ随时

填给ꎬ不得于三票外多取分毫”ꎮ〔５〕 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ꎬ曾国藩要求茶叶每引加捐库平银四钱ꎬ
共缴银二两四钱八分ꎮ〔６〕 之后ꎬ在运输途中缴纳

的捐税又复增加ꎮ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ꎬ任歙县

知县的何润生在«茶务条陈»中详尽地陈述了徽

州茶商所缴纳的名目繁多的捐税ꎬ“歙、休、黟之

茶均由新安江运浙之威坪ꎬ首卡每引抽厘捐二

钱ꎮ 光绪二十一年加抽八分ꎬ又另抽关税银一

钱ꎬ杭引课银三分四厘ꎮ 再由威坪运绍兴ꎬ达宁

波ꎬ逢卡验票ꎬ不复重抽ꎮ 在宁波新关ꎬ每百斤引

纳浙江塘工捐钱五钱婺源绿茶、祁门红茶均

由鄱阳湖运江西之姑塘关ꎬ每百斤完常关税银二

钱六厘ꎬ规费银七分ꎮ 抵九江新关ꎬ仍须预完出

口税二两五钱ꎬ此洋庄茶完纳厘税之定章也ꎮ 至

内销ꎬ如茶朴、茶梗、茶子、茶末等ꎬ不完落地税ꎬ
惟逢卡抽厘ꎬ屯溪街口每百斤各抽钱百文ꎬ浙之

威坪抽三百文ꎬ严东馆抽百五十余文ꎬ杭属厘卡

抽钱三百余文ꎬ嘉属抽钱五十余文ꎬ此内销本地

茶抽收厘金之定章也ꎮ” 〔７〕沿途逢关层层盘剥ꎬ之
前曾国藩所定“三联票之外不得多取分毫”之

“定章”亦成一纸具文ꎮ
负责抽收徽郡六县及池州府石埭县和宁国

府太平县茶叶税捐的机构为皖南茶厘局ꎬ由两江

总督曾国藩于同治元年创设ꎬ初设于休宁县屯

溪ꎬ所管八县均设分局ꎬ徽郡尚有太厦巡检衙门、
深渡分卡、街口分卡之设ꎬ逢关查验过秤ꎮ〔８〕而皖

南茶叶抽收厘金ꎬ当在茶厘局创设之前ꎮ 据罗玉

东所述ꎬ安徽厘金始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ꎬ创办人

为胜保ꎮ〔９〕有学者经考证认为ꎬ是办理皖南团防

事务的张芾于咸丰五年 ( １８５５ ) 创设皖南茶

厘ꎮ〔１０〕且不论创设的具体时间ꎬ皖南茶厘在一开

始就由两江总督府直接管理ꎬ拨归江南充饷ꎮ〔１１〕

同治元年创设皖南茶厘局ꎬ已有茶叶每引所

收捐银六钱之“定章”ꎬ相关资料未载此捐银用

项ꎮ 光绪十五年四月ꎬ屯溪茶业公所以花翎四品

封职孙华梁领衔的十四位绅商ꎬ向休宁县太厦巡

检司、休宁县、皖南茶厘总局、徽州府等衙门具

禀ꎬ发起成立屯溪公济局ꎬ禀文称:“窃查省会之

区向设善堂ꎬ施棺施药ꎬ俾死者不暴露、疾者得安

全ꎬ诚善举也ꎮ 屯镇为休邑之冠ꎬ各行业既备且

多ꎬ四方穷民来觅衣食者踵相接ꎬ竭手足之劳ꎬ只
以谋其口体ꎮ 一遇疠疫流行ꎬ病无以医药、殁无

以棺殓者所在多有ꎮ 职等触目伤心ꎬ不忍坐视ꎬ
爰集同人ꎬ仿各善堂成规ꎬ于本镇下街地方设立

公济局ꎬ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ꎬ延请内外专科ꎬ送
诊送药ꎬ棺则大小悉备ꎬ随时给送ꎮ 所需经费非

宽为筹置恐不济事ꎬ现经茶业各商慨然乐助ꎬ每
箱计有六百千文ꎬ即以此项为正款经费ꎬ其余酌

量劝捐ꎬ随缘乐助ꎬ共襄善举ꎮ 屯镇以茶业为大

宗ꎬ此后遇有应办善事ꎬ即于此局公议ꎬ以归划

一ꎮ” 〔１２〕茶商们所捐每箱六文ꎬ显然不是每引六

文的“捐引钱”ꎬ而是专为屯溪公济局善举所捐

“正款经费”ꎮ 皖南茶厘总局在“示谕”中援引茶

商们的禀文ꎬ其中有云:“屯镇茶业ꎬ向无公所ꎬ此
后遇有茶帮事宜ꎬ即于此局公议ꎮ” 〔１３〕 由此可知ꎬ
屯溪公济局在实施善举的同时ꎬ也履行着茶业公

所的职能ꎮ 而上述捐钱ꎬ由茶厘总局征收ꎬ亦可

知屯溪公济局对于茶厘总局的依赖性ꎮ 发起成

立公济局的十四位茶商均有功名ꎬ如花翎四品封

职孙华梁、花翎四品封职洪廷俊、国学生江人铎、
监生俞国桢ꎬ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记载了他们

创办公济局、立茶业公所的“义行”ꎮ
屯溪公济局成立之后的第四年ꎬ即光绪十八

年(１８９２)五月ꎬ以屯溪震茂茶号领衔的三十余家

茶商ꎬ分别向皖南茶厘总局、徽州知府禀告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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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司收取陋规费一事ꎬ“光绪十七年详奉制宪

刘、抚宪沈批ꎬ查街口巡检所收箱茶每引规费钱

十五文及每船挂号钱一百六十八文ꎬ仰候札行藩

司转饬ꎬ以本年为始ꎬ永远裁革ꎬ不得再有前项名

目ꎬ倘敢仍前需索ꎬ定行撤参ꎮ 至每引之十五文ꎬ
饬即拨归公济善局举办保婴在案ꎮ 兹届徽茶开

运之期ꎬ前月有屯号公泰和、源源福等箱茶运至

街口ꎬ被现任巡检张派差将茶船扣留ꎬ仍前需

索ꎮ” 〔１４〕经皖南茶厘总局和徽州知府再次查禁ꎬ
将街口巡检司在当年四月之后所收陋规钱查明ꎬ
如数追出ꎬ拨归屯溪公济局ꎮ 据瞿同祖的研究ꎬ
陋规费在各级官府中都是不可动摇的惯例ꎬ而且

人们已经接受其作为行政制度的一个必要特

征ꎮ〔１５〕 每引规费钱十五文及每船挂号钱一百六

十八文ꎬ是之前所述茶引、茶厘、茶捐“定章”之

外的陋规费ꎬ此项陋规费是在屯溪公济局成立之

前就已存在ꎬ即令是在抚宪禁革之列ꎬ亦仍“勒索

如故”ꎬ茶商们如果不是借助屯溪公济局的名义ꎬ
是很难禀呈官府查禁此项陋规费的ꎮ

二、局董洪廷俊的善举实践

作为屯溪公济局成立发起人之一的绅商洪

廷俊ꎬ在屯溪公济局、茶业公所的管理实践中ꎬ始
终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ꎬ由洪廷俊其人其事ꎬ
可以窥地方善举与茶务之一斑ꎮ 民国时期所修

«婺源县志»载:“洪廷俊ꎬ字其相ꎬ洪村人ꎬ幼遭

乱ꎬ陷贼中ꎬ夜梦神促其速行ꎬ遂获脱ꎮ 同治间ꎬ
渡黄浦ꎬ猝值火轮上驶ꎬ舟覆ꎬ溺江ꎬ恍惚有人授

之绠ꎬ援以上ꎬ得遇救出险ꎮ 后愈发愤求树立ꎮ
性和蔼ꎬ中年以商起家ꎬ侨居屯溪ꎬ好施与ꎬ不殖

私财ꎬ遇公益慈善事ꎬ殚力无少吝ꎮ 如立茶业公

所、创公济善局、开茶商学堂、筹徽属工赈ꎬ皆首

先倡率ꎮ 晚更锐意兴举废坠ꎮ 宣统初ꎬ公举省议

员ꎬ逾二年辛亥ꎬ卒ꎬ临殁ꎬ犹以未竟设施为恨累ꎮ
因助赈得奖ꎬ封通奉大夫ꎮ” 〔１６〕 光绪十五年屯溪

公济局成立时ꎬ领衔的绅商是同为四品封职的孙

华梁ꎬ至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程雨亭主理皖南茶

厘总局整饬茶务时ꎬ洪廷俊已成为屯溪茶业公所

和屯溪公济局的领袖绅董ꎮ 为改良制茶工艺ꎬ皖
南茶厘总局拟与茶商合办机器制茶厂ꎬ“祁门距

屯较近ꎬ夏秋之交ꎬ曾与徽商候选同知洪廷俊筹

议ꎬ拟由职局发款ꎬ先在祁门ꎬ仿行官商合办之

法ꎬ集股创设机器制茶公司职局发款酌购茶

机ꎬ谕集股分ꎬ由洪商派伙ꎬ专往上海、祁门ꎬ分别

查购屯溪茶董朱令(鼎起)、洪商廷俊ꎬ筹议

仿行西法ꎬ总以沪上有现成茶机可购ꎬ俾该商等

自行察看ꎬ较为稳妥ꎮ” 〔１７〕 洪廷俊此后就购办碾

茶机器一事给茶厘总局一份甚为详尽的复函ꎬ从
中未见官商合办之具体实施结果ꎬ然亦可见洪廷

俊在屯溪茶业公所的领袖绅董地位ꎮ
作为屯溪公济局的主要绅董ꎬ洪廷俊除在施

药、施棺、育婴等善举中实施管理职责外ꎬ在光绪

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夏季水灾赈济中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事后ꎬ洪廷俊专门为此次赈灾编了一本征

信录ꎬ自叙曰:“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ꎬ蛟
水暴发ꎬ为我徽百年未有奇灾ꎮ 寓沪诸同乡举办

义赈ꎬ函来嘱俊经理ꎮ 复蒙前两江督宪端电汇万

金ꎬ札委俊汇入散放ꎮ 继而旅寄各省诸君子分筹

赈款ꎬ源源以来ꎮ 因与同人商筹办法ꎬ分急赈、普
赈、补赈各项ꎬ次第从事ꎬ并办米平粜、购棉衣冬

赈ꎮ 其后又接筹赈诸公函ꎬ称赈米赈衣ꎬ已济一

时饥寒ꎮ 灾区道路、桥梁若不修补ꎬ尤碍贫民生

计ꎬ亦善后之要图ꎮ 俊等韪ꎮ 凡确因水冲致坏

者ꎬ均量为修葺ꎬ择本地绅耆董其事ꎮ 自戊申至

庚戌春ꎬ乃底于成ꎮ 仍剩赈银ꎬ并入茶总局所拨

积谷余款ꎬ建仓储谷ꎮ 是役也ꎬ诸同乡见义勇为ꎬ
各善士施当其厄ꎬ热心毅力ꎬ钦感同深ꎮ 俊忘其

愚ꎬ肩斯巨任ꎬ兹幸告竣ꎬ乃将收支一切款目刊为

一册ꎬ并志其始末云ꎮ” 〔１８〕 洪廷俊作为屯溪公济

局的领袖绅董ꎬ在此次水灾赈济中ꎬ除在徽州本

土筹措善捐外ꎬ还积极通过旅外徽商组织义赈ꎬ
当然也获得官府的大力支持ꎮ

时任徽州知府刘汝骥在给洪廷俊的禀批中

盛赞了诸绅董的义行ꎬ“贵绅等呕心区划ꎬ于
漂风撼雨之间ꎬ覆巢既完ꎬ梗道兼通ꎬ赈工并策ꎬ
劳怨不辞ꎬ所造福于维桑者ꎬ尤大正ꎬ不独为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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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谤已也ꎮ 至查赈ꎬ另筹夫马、存款ꎬ酌认子金ꎬ
尤足见涓滴归公ꎮ” 〔１９〕 抛除其中的溢美之词ꎬ刘
汝骥确实对洪廷俊等绅董的义行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ꎮ
按说ꎬ作为屯溪公济局的绅董ꎬ办理施棺、施

药、育婴、义赈等善举ꎬ乃属洪廷俊的职责所系ꎬ
然与此同时ꎬ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ꎬ他还在物产

会的举办、新式学堂的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ꎬ甚
至府衙大门谯楼修葺ꎬ亦需要由洪廷俊出面募集

捐款ꎮ 知府刘汝骥为此致函屯溪茶业公所洪其

相议员廷俊ꎬ曰:“郡治谯楼年久失修ꎬ更有岌岌

不可终日之象执事造福桑梓ꎬ物望翕然ꎬ应
如何设法筹捐ꎬ若借重鼎言ꎬ必易速于蕆事ꎬ众擎

易举ꎬ一木难支ꎮ 江南季布ꎬ徽公谁属? 手达专

肯ꎬ并候筹复ꎬ无任翘企之至ꎬ六邑各绅均此ꎬ不
另ꎮ” 〔２０〕 知府此札写给屯溪茶业公所商董洪廷

俊ꎬ并不再另函六邑士绅ꎬ显系看重洪廷俊作为

屯溪茶业公所领袖商董在徽商群体中的威望和

号召力ꎮ 此后ꎬ果由洪廷俊发起筹捐ꎬ共计募得

二千零二十三元ꎬ基本达到谯楼修复工程预算额

度ꎮ〔２１〕此次募捐ꎬ洪廷俊的身份是茶业公所商

董ꎬ而非公济局绅董ꎬ且刘汝骥还强调他的议员

身份ꎬ〔２２〕个中意义ꎬ值得品味ꎮ

三、清末民初的地方新政与茶商捐税

清末新政时期ꎬ兴办新式学堂、建立警政及

其他新的行政组织ꎬ成为新政的主要实践ꎮ 为

此ꎬ需要大幅度增加捐税征收额度ꎬ而传统农业

经济无法提供扩大的税源ꎬ征税体系仍然囿于传

统的窠臼ꎬ此即杜赞奇所称的“国家政权内卷

化”ꎮ〔２３〕光绪三十四年ꎬ知府刘汝骥就根据歙县

名绅许承尧的建议ꎬ抽收箔捐以助徽州府中学堂

经费ꎮ〔２４〕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四月ꎬ又据茶业公所董

事洪廷俊和举人程恩浚、吴永柏所禀ꎬ于屯溪附

近阳湖地方开办茶商两等小学堂ꎬ由吴永柏任堂

长ꎬ常年经费于二成茶税项下拨银一千两ꎬ校址

分别由吴永柏和另一士绅孙富垣助地ꎬ洪廷俊助

英洋一千元ꎬ吴永柏助英洋一万零六百九十七元

零二分七厘ꎬ开办费由公款动支ꎬ计洋八百零九

元四角四分二厘ꎬ又经茶商会议认可ꎬ各茶号每

引加抽银洋二分ꎬ每年约计一千元以上ꎬ又由钱

业认捐每年补助费银洋四百元ꎬ各茶铺认捐每年

补助经费银洋一百元ꎮ〔２５〕 建设、开办两等小学堂

的经费中ꎬ茶税项下拨银一千两作为常年经费ꎬ
算是官府拨款ꎬ然最终还是来自茶商的茶税ꎬ茶
商和钱业商人为此又增加了新的捐派ꎮ

民国肇造ꎬ这一“内卷化”传统得以延续ꎬ商
人们的捐税负担日益加重ꎬ而屯溪公济局的经费

却不能得到有效保障ꎮ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四月ꎬ徽
州茶务总会(即前屯溪茶业公所)会董徐景贽禀

呈皖南茶厘总局转呈都督府财政司ꎬ请拨公济局

经费ꎬ云:“屯溪下街公济局于光绪十五年经茶商

绅董立案创办保婴、施棺、种牛痘、施医送药ꎬ常
年经费须五千金以上ꎬ向由茶局每月领津贴湘平

银陆拾两ꎬ厘局每月领津贴湘平银贰拾两ꎬ暨茶

业箱捐、引捐ꎬ又木业捐等项ꎬ经今办理二十余

载ꎬ颇著成效ꎬ贫民受惠无穷ꎮ 自旧年九月后ꎬ厘
局津贴迄今无着ꎬ局用极形支绌ꎬ一切善举势将

停止幸值厘局新办地方公益ꎬ当不至于漠

视”ꎻ后由都督府财政司转批皖南茶厘局ꎬ
“正税项下原拨善举各款仍照旧ꎬ改为洋数拨给ꎬ
以资津贴ꎮ” 〔２６〕屯溪公济局经费“迄今无着”ꎬ有
政权交替所致ꎬ而主要原因在于茶厘总局“新办

地方公益”ꎬ支出较前大幅增多了ꎮ 街口厘金总

局(即皖南茶厘总局)同年九月二十四日给茶务

总会咨文的回复中批曰:“贵总会咨开木簰捐项

下代收公济局经费ꎬ汇齐汇寄等因ꎬ准此ꎮ 新安

中学校咨请代抽紫阳师范经费暨街口自治会咨

请代抽公医局经费各等因ꎬ敝局均于木簰过卡时

迭次劝谕ꎬ踊跃输将ꎬ维持公益ꎮ 讵该簰头等佥

以光复后ꎬ此项附捐系特别性质ꎬ俟木业公所开

会议决ꎬ始便实行ꎮ 乃辗转至今ꎬ虽再四磋商ꎬ该
簰头等终以前词支唔搪塞ꎬ正在进退两难ꎮ” 〔２７〕

徽州茶务总会此前所谓厘金局 “新办地方公

益”ꎬ即指紫阳师范、公医局等各项新政ꎬ为此加

征木簰捐ꎬ遭到簰头及木业公所的抵制ꎮ 而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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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的角色与木业公所有所不同ꎬ一方面ꎬ徽州

茶务总会从屯溪茶业公所演变而来ꎬ自然要维护

茶商们的利益ꎻ另一方面ꎬ茶务总会又要办理屯

溪公济局诸善举ꎬ向茶厘总局咨请拨款ꎬ而茶厘

总局只能增加捐税款项及额度ꎮ 各茶商铺号也

确实要缴纳所谓的“筹办团防捐”ꎬ民国元年ꎬ陈
昌同茶号每月要向屯溪镇团防局事务所缴纳占

一成房租的团防捐洋九角ꎮ〔２８〕

在向茶厘总局咨请及时拨付款项外ꎬ公济局

绅董还公启告知茶商们照旧章缴纳各项捐

税ꎬ〔２９〕民国元年所收各款ꎬ计有———
引捐每茶　 　 　 　 引捐洋一分五厘

箱捐每茶　 　 　 　 一箱捐洋一分(原捐

　 　 　 　 　 　 　 　 　 　 六厘ꎬ议加四厘)
茶局津贴　 　 　 　 批准每年领洋七百二

　 　 　 　 　 　 　 　 　 　 十元

厘局津贴　 　 　 　 批准照旧每月领湘平

　 　 　 　 　 　 　 　 　 　 银二十两

长生愿各捐　 　 　 照旧(每愿常年捐钱

　 　 　 　 　 　 　 　 　 　 三百六十文)
各茶栈捐款　 　 　 照旧

各茶行毛茶担捐　 照旧(每担收洋　 　
　 　 　 　 　 　 　 　 　 　 三厘)

各贩客毛茶担捐　 照旧(每担收洋　 　
　 　 　 　 　 　 　 　 　 　 四厘)

屯溪公济局保婴善捐在征收过程中ꎬ还与自

治公所发生冲突ꎮ 民国元年ꎬ“在歙茶号划归深

渡ꎬ请引此项善捐ꎬ歙县南二镇自治公所来咨概

不承认ꎬ必欲强硬交涉ꎬ殊非善堂和平宗旨ꎮ 现

经俞君林瑞、李君楫友、洪君俞卿、吴君仲谋、洪
君明霄、汪君汝成、吴君俊德等发起ꎬ就向捐公济

每箱六厘ꎬ今加捐四厘ꎬ合计每箱捐洋一分ꎬ其保

婴向系一百二十斤为一引ꎬ今茶税改一引为百

斤ꎬ即照新引收捐ꎮ 内含暗加二成ꎬ 不再加

捐ꎮ” 〔３０〕箱捐每箱议加捐四厘ꎬ原来是在深渡征

收保婴善捐遇到了歙县南二镇自治公所的阻挠ꎬ
自治公所也未必出于保护当地茶商的考量而为

之ꎬ茶商们仍会被要求向“新办地方公益”缴纳

捐税ꎮ
至民国三年(１９１４)ꎬ屯溪公济局局董江福桢

又禀呈皖南茶厘总局总稽查赵文元ꎬ在陈述公济

局善举历史之后ꎬ曰:“除已领一、二、三三个月津

贴外ꎬ似有七个月津贴未领ꎬ请照向章给领ꎬ不胜

盼祷之至” 〔３１〕 最后经过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倪嗣冲批转ꎬ方才落实拨款ꎮ
时至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ꎬ皖南茶叶征税及

各种附加捐ꎬ与民国元年相比ꎬ有过之而无不及ꎮ
据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上海商品检验局调

查ꎬ〔３２〕该年度皖南茶叶税ꎬ洋庄茶按茶价千分之

六ꎬ本庄茶征千分之十五ꎬ除此之外ꎬ尚有当地特

殊捐税———
茶税(原名引税ꎬ今称茶叶营业税)ꎬ原

税额每百斤征二元二角五分ꎬ民国二十三年

每箱只收二角ꎬ因是年由茶商吴俊德包税ꎬ出
箱增多ꎬ实际分配ꎬ每箱费用大减ꎮ 惟自廿四

年起则已改由财政厅派员直接征收ꎮ 民国二

十四年税每百斤征一元一角二分五厘ꎮ 民国

二十五年每百斤征税四角八分ꎬ另捐牌照费

一元ꎮ
茶业公会补助费ꎬ每箱二角ꎬ并代征休宁

县电杆碉堡费每箱二分ꎮ
惟善堂补助捐ꎬ每箱六厘ꎬ由杭州浙江新

安惟善堂征收ꎮ
公济保婴捐ꎬ每箱二分ꎮ
公济捐ꎬ每箱三分ꎬ由屯溪公济局征收ꎮ
茶商公立学校捐ꎬ每箱八厘ꎬ由休宁县茶

业公会征收ꎮ
以上为正常捐税ꎬ此外尚有各项临时捐款ꎬ

计有———
巡查队ꎬ茶市临时组织ꎬ每日至茶号巡查

一次ꎮ 阳湖各号每家月捐十元ꎬ上下黎阳各

号每家月捐十六元ꎬ栗树园、柏树各号每家月

捐十二元ꎮ
保甲特捐ꎬ每处六元ꎮ
电杆碉堡费ꎬ每号十五元(休宁县茶业

公会每箱已代征三分ꎬ似属重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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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树培基小学捐ꎬ每号十二元ꎮ
屯溪公园捐ꎬ十元至十四元不等ꎮ
新建启明校舍捐ꎬ(每号)十六元ꎮ
歙县南石潭重建太平石桥捐ꎬ十五元不

等ꎮ
茶秤牙税ꎬ每号三十五元至四十五元不

等ꎮ
打印费ꎬ由屯溪至杭州ꎬ经过查验卡ꎬ均

须纳税单之查验打印费ꎬ计街口二处一元二

角ꎬ朱家村八角ꎬ牛坑二角ꎬ黄公潭四角ꎬ浙江

淳安二角ꎮ
由此能看到团防、学校乃至公园等所谓“新

办地方公益”对于茶商缴纳捐税的压力ꎬ与清光

绪年间屯溪公济局成立之初相比ꎬ茶商们所面对

的地方公益范围大幅扩展了ꎮ

四、讨　 论

光绪年间ꎬ屯溪茶业公所设在屯溪公济局办

公ꎬ按照现在的说法ꎬ即是 “一套人马ꎬ两块牌

子”ꎬ通过向公济局缴纳善捐ꎬ茶业商董们参与主

导屯溪公济局的地方善举ꎬ同时促成官府再三示

谕停止向茶商们征收名目繁多的陋规费ꎮ 宣统

年间ꎬ茶业商董、公济局绅董洪廷俊甚至还受徽

州知府刘汝骥所托ꎬ向六邑徽商们发起捐助重修

府衙谯楼的活动ꎮ 茶商的依附性格ꎬ同时也蕴含

着追求商业利益的考量ꎬ那就是通过兴办地方善

举ꎬ官府为其“义行”赋予某种正统性ꎬ这也为其

行商提供了“护身符”ꎮ 从王朝国家的角度看ꎬ
兴办地方善举ꎬ端赖于绅商的善捐ꎬ此可视为贡

赋制传统ꎮ 绅商将商业经营所获财富ꎬ部分地转

移到诸如善堂、会馆、宗祠、庙宇、社学等地方善

举中ꎬ其身份及商业活动本来就是在贡赋制的框

架内得以开展的ꎬ他们参与主导地方善举ꎬ是帝

国官僚体系过度盘剥并尽力减轻财政压力的结

果ꎬ这本身即是一种“贡赋”ꎻ但同时ꎬ这也为绅

商们赢得文化领导权、获取收入提供了一种可能

性ꎮ
清末新政时期至民国初年ꎬ因兴办新式学

堂、开办警政、加强地方防务等所谓“新办地方公

益”ꎬ商人们的捐税负担较前大幅增加ꎬ名目繁多

的诸种捐税纷至沓来ꎮ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看ꎬ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所提出的财政需求过大ꎬ
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不相适应ꎻ而在征税体制上仍

利用传统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ꎬ从而导

致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ꎮ〔３３〕 一个很

有意思的细节是ꎬ１９３４ 年徽州茶税由茶业公会

(即清末的茶业公所)商董吴俊德包税ꎬ该年茶

税额大幅减少ꎮ 这与以往有关包税商的“赢利型

经纪”面相似乎不太相符ꎬ也许其背后是茶业公

会据理力争的结果ꎬ只可惜只此一年ꎬ其后由财

政厅直接征收ꎮ 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ꎬ仍
然是极大地延续了帝国的贡赋制传统ꎬ茶叶经济

仍不脱传统农业经济之窠臼ꎬ无法为国家财政广

开税源提供新的商业税ꎬ商人们此前的那种矛盾

性格也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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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１２〕«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ꎬ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刊

本ꎬ见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ꎬ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９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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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ꎬ范忠信、晏锋译ꎬ北京:法律

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１６〕〔民国〕葛云芬等修、江峰青等纂:«婺源县志»ꎬ民国十

四年(１９２５)刻本ꎬ卷四十二“人物志”十一、“义行”八ꎮ
〔１８〕 〔清〕 洪廷俊辑: «徽属义赈征信录»ꎬ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刻本ꎬ夏明方点校ꎬ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

政书集成»(第十一册)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总第

７９５７ 页ꎮ
〔１９〕〔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屯溪公济局绅洪廷俊等禀

批”ꎬ«官箴书集成» (第十册)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５０３
页ꎮ

〔２０〕〔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致屯溪茶业公所洪其相议

员廷俊”ꎬ«官箴书集成»(第十册)ꎬ第 ５７３ 页ꎮ
〔２１〕〔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禀重修谯楼文”ꎬ«官箴书

集成»(第十册)ꎬ第 ５６７ 页ꎮ
〔２２〕宣统元年(１９０９)ꎬ六十五岁的洪廷俊当选省议员ꎬ在

所有当选人中年龄最大ꎬ见〔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复选举

当选人、候补当选人名册”ꎬ«官箴书集成»(第十册)ꎬ第 ５６０ 页ꎮ
〔２３〕〔３３〕〔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

年的华北农村»ꎬ王福明译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０５、２３６ 页ꎮ
〔２４〕〔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详府中学抽收箔捐情形

文”ꎬ«官箴书集成»(第十册)ꎬ第 ５４８ 页ꎮ
〔２５〕〔清〕刘汝骥:«陶甓公牍»ꎬ“徽州府详办初等农业学堂

文”ꎬ«官箴书集成»(第十册)ꎬ第 ５６３ 页ꎮ
〔２６〕“皖南茶厘总局正卢、次戴为咨会事”ꎬ安徽省黄山市

屯溪区档案馆藏档ꎬ“屯溪公济局”档案全宗ꎬ卷号:２ꎮ
〔２７〕“街口厘金总局为咨覆事”ꎬ“屯溪公济局”档案全宗ꎬ

卷号:２ꎮ
〔２８〕 “筹办团防捐票”ꎬ “屯溪公济局” 档案全宗ꎬ卷号:

３８ － １ꎮ
〔２９〕«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ꎬ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刊本ꎬ

“民国元年十二月公济局启”ꎬ见丁鸿雁:«‹新安屯溪公济局征

信录›整理与研究»ꎬ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３０〕«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ꎬ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刊本ꎬ
“民国元年十二月茶务总会同人公启”ꎬ见丁鸿雁:«‹新安屯溪

公济局征信录›整理与研究»ꎬ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９７ 页ꎮ

〔３１〕“屯溪公济局局董江福桢禀文”ꎬ“屯溪公济局”档案全

宗ꎬ卷号:１０８ꎮ
〔３２〕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上海商品检验局合编:«屯溪

茶业调查»ꎬ调查报告第二号ꎬ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铅印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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