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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桐油贸易中的徽州油商〔∗〕

———以洪江王万和盛号油店为中心

周晓光ꎬ 张成儒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长江流域历来是徽商重要经营地之一ꎬ今湖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已有徽商聚集ꎮ 通过对民间文献

抄本«清光绪王万和盛号洪油要诀暨往来书信»中经营数据和往来书信等内容的解读ꎬ可以还原近代徽州商人

经营油号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整套行为ꎬ其经营具有品种灵活、严控质量、亲属和帮口及行会三者联动的特色ꎬ
徽商介入湖南洪江油业的主要原因有地理因素、交通条件和收益回报等三个方面ꎮ 王万和盛号个案呈现了近代

徽商在湖南的经营活动情况ꎬ同时也反映了在近代经济环境变迁中ꎬ传统商人的应对与作为ꎮ
〔关键词〕近代徽商ꎻ王万和盛号ꎻ洪江ꎻ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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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ꎬ以傅衣凌和日本学者

藤井宏等的研究成果为标志ꎬ徽商研究开始进入

学者的视野ꎮ〔１〕迄今 ７０ 多年来ꎬ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ꎮ〔２〕目前有待拓展的徽商研究领域ꎬ从经营行

业来看ꎬ盐、典、茶、木四大宗是以往研究的主要

内容ꎬ其他行业亦有专门论述ꎬ但对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油业等却关注极少ꎻ就活动区域而

言ꎬ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线是以往研究的主要方

向ꎬ但长江中游多集中于武汉地区ꎬ湖南等地涉

及相对较少ꎻ从研究时段来看ꎬ明至清中期的研

究居多ꎬ而近代以来徽商的研究则较少ꎮ 基于以

上问题ꎬ本文以徽州休宁商人所抄录的«清光绪

王万和盛号洪油要诀暨往来书信» 〔３〕 为中心ꎬ尝
试结合湖南地方资料与徽州文献ꎬ对近代徽商在

湖南洪江经营油业活动进行探析ꎬ并进而反映近

代商人经营活动的时代特征ꎮ

一、«洪油要诀暨往来书信»反映的湖南桐油

贸易中的徽州油商与油号

　 　 «洪油要诀暨往来书信»抄本为清光绪年间

往来于两湖、江西等地的徽州休宁商人王松泉所

抄录ꎬ其内容主要是关于王万和盛号油店经营活

动的情况ꎬ大致包括论洪油要诀ꎬ洪江售油章程ꎬ
从家十五里至长沙、常德水陆路程以及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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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由抄本所提供的信息可知ꎬ此油号位于湖南

洪江ꎬ经营者是居住在江西的徽州人ꎮ 至于何时

迁居江西暂未可考ꎬ而在江西的居住地ꎬ从抄本

中记录的一段水陆路程可以确定其位置ꎮ “从家

十五里至湛头场ꎬ二十里至钱墟ꎬ十里至水北ꎬ二
十里至棣村ꎬ十五里至龙屋下ꎬ十五里至白米ꎬ十
里至早米山ꎬ十里至双林ꎬ十里至刁屋下ꎬ十里至

王家店ꎬ十里至凤凰桥ꎬ十里至约杭里ꎬ二十里至

郴江ꎬ二十里至下屋ꎬ二十里至袁州ꎬ十里至十里

铺ꎬ五里至刘家巷ꎬ十里至沙亭铺ꎬ十里至罗港

桥ꎬ十里至七星铺ꎬ十里至风街铺ꎬ五里至竹园

里ꎬ十里至先丰ꎬ五里至朱亭山ꎬ十五里至芦溪ꎬ
二十里至高港铺ꎬ十里至竹十铺ꎬ十里至十里埠ꎬ
十里至萍乡ꎮ 上火车至长沙”ꎬ〔４〕 再转轮船到常

德ꎮ 湛头场在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境内ꎬ〔５〕

经营者的家距此地仅 １５ 里ꎬ随后途经的钱墟、水
北和棣村俱为新喻县(今江西新余市)内的墟

市ꎮ〔６〕据此路程信息ꎬ我们可以判断经营者当时

应定居在江西临江府东北部ꎬ其外出经商是一路

向西ꎬ行三百五十五里到达萍乡后乘火车至长

沙ꎬ再转轮船到常德ꎬ溯沅江而上便可抵达洪江ꎬ
整段路程大约有一千六百里左右ꎬ至少需要具备

三种出行方式ꎬ过程十分艰辛繁琐ꎮ 王万和盛号

在洪江的经营时段因文书记载阙如而未得其详ꎬ
在往来书信中曾提及“前日接镇江来信报ꎬ吉盈

丰油行今冬上洪ꎬ开竿做洪油”ꎬ〔７〕据相关资料记

载ꎬ吉盈丰进入洪江设庄做油始于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ꎮ〔８〕我们推测ꎬ王万和盛号经营的起始时

间当在此年之前ꎮ 从记载的路程信息可知ꎬ萍乡

到长沙这段路程乘坐火车ꎬ而此段路程中萍乡至

醴陵是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通车ꎬ醴陵至株洲

是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通车ꎬ〔９〕 株洲至长沙

通车已是 １９１１ 年之后的事ꎬ〔１０〕 按照常理推断ꎬ
记载下来的行程线路应是长期沿此外出、根据丰

富经验总结而得来ꎬ所以王万和盛号经营的结束

时间当远晚于 １９１１ 年ꎮ 王万和盛号在洪江的经

营时段为清末民初ꎬ其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也

为徽商在湖南的桐油贸易及其特色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的日常经营活动除了原料

采购外ꎬ还包括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ꎮ 各类

油品包括白桐油、洪油、秀油、麻油、菜油、茶油等

品种ꎮ 洪油是店内最具特色且产量占比最高的

油品ꎮ 白桐油、洪油、秀油都属于桐油ꎬ主要作为

涂料使用ꎬ其中洪油和秀油是在原先制作工艺的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加工而制得ꎬ具体生产环节更

多更复杂ꎬ因此价格也相对更高ꎮ
生产环节是王万和盛号日常经营活动中最

基础的重要环节ꎮ 洪江处于沅江上游生产地与

下游销售地的节点处ꎬ既是货物转运集散中心又

是洪油加工地ꎬ故而在此地开设的油号一般会自

配备榨坊ꎮ 根据抄本中“榨坊章程”记载ꎬ王万

和盛号油店拥有专门的榨坊ꎬ并对制作工艺、每
日产出数量、人员安排都有详细规定ꎮ 例如洪油

是主打产品ꎬ制作过程比较复杂ꎬ需要将乌油、梓
油、洗油三种基础油按照比例调配ꎬ其中油号对

洗油的生产过程是“洗油柞(榨)壹堂ꎬ每日大约

可出二油五百零斤ꎬ系用杍油壹堂ꎬ将枯研粉和

桐油炒黑ꎬ以粥上柞(榨)打”ꎬ〔１１〕 意思是将炒焦

桐籽粉压榨出梓油后形成的枯饼研成粉ꎬ再加入

桐油炒熟榨打出洗油ꎬ其中的“二油”是指榨打

的过程有头捣油和二捣油之分ꎬ洗油制成后再加

入梓油和乌油进行熬制则可得到洪油ꎮ 此外ꎬ秀
油的制作也是油号的一项重要工作ꎬ“计秀油柞

(榨)壹堂ꎬ每日用引油五、六十斤ꎬ约出油五十

斤左右ꎻ计秀油并皮每桶灌就七十九斤半”ꎮ〔１２〕

这里将制作一堂秀油所需要的原材料、所产出油

的数量都详细表明了ꎮ 虽然秀油是重庆秀山县

的特产ꎬ洪江不是其主产地ꎬ但因为其性能优良ꎬ
市场接受度好ꎬ王万和盛号油店也制作销售ꎮ

在生产环节中ꎬ制作成本包括原料成本和人

工成本ꎮ 原料成本主要包括桐籽和燃料的采购

费用ꎬ其中桐籽的价格随市场行情变化而浮动ꎮ
影响桐籽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桐籽的

丰歉情况ꎬ二是市场上桐油的供需关系ꎮ 人工成

本是油号在榨制桐油过程中投入的核心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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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抄本记载ꎬ油号在榨制桐油的过程中需要涉及

到众多部门和人员ꎬ榨油司、洗油司、熬油司、掌
庄司是核心生产部门ꎬ其中每个部门内部又细分

工种ꎬ且人工工钱存在差异ꎮ 例如ꎬ以王万和盛

号的规模来说ꎬ榨油司“共打六人名目ꎬ炒匠一百

八十ꎬ正槌八十ꎬ牵槌两个二十ꎬ打杂四十ꎬ赶牛

三十”ꎮ〔１３〕此外还有签子客、光桶、灌封、管账、跑
街等辅助性人员ꎮ 油号在日常运行中除需要按

时给员工支付工钱外ꎬ还需定期发放一些福利ꎮ
抄本记载:“一、计每届开锅、完庄ꎬ办园棹(桌)
酒一席ꎬ或四盘四碗ꎬ油司去请码头上脚班人来

吃ꎬ不俱伊有多少ꎬ旅有一席为例ꎮ 一、计掌庄、
熬油ꎬ每月两过牙祭ꎬ每人肉半斤ꎬ每日小叶例一

批ꎮ 完庄每届掌庄司赏酒钱一串二百文ꎬ又熬油

司酒钱一串文ꎬ小工四百ꎮ” 〔１４〕 以上这些支出都

为人工成本的范畴ꎮ
运输和销售环节是王万和盛号日常经营活

动中盈利的关键环节ꎮ 油号在制作完成油品后ꎬ
根据不同类型将油进行包装ꎬ多数情况下是用篓

或木桶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多用木桶以皮纸涂猪

血豆腐等混合物进行封装ꎬ重量在六十斤左右居

多ꎮ 除了部分通过门店在本地出售ꎬ更多的是运

输到外地销售ꎬ基本是在端午节前制作完成ꎬ趁
着春夏之交水涨运出外销ꎮ 洪江地区产出或转

运的油ꎬ大部分都是通过多段接驳式的水路运输

方式运往镇江ꎬ基本运输流程是先由脚力工人挑

去码头装船ꎬ雇民船运至常德ꎬ至常后换汽船前

往汉口ꎬ抵汉后再换江轮发往镇江ꎮ〔１５〕 在此过程

中将产生相关费用ꎬ包括交通运输费和政府抽取

的厘金等ꎮ 据抄本记载ꎬ“一、计装油至常ꎬ每石

水力钱一百二十文ꎬ水大一百五十文ꎬ装支秀油

水力钱一百五十文ꎬ水小一百八十文ꎻ一、计辰州

洪油厘金ꎬ十足钱一百五十九文六(厘)ꎬ过江四

十八”ꎮ〔１６〕从以上费用来看ꎬ相等重量不同种类

的油品ꎬ运输价格是不同的ꎻ相同的运输货物遇

到不同的运输环境ꎬ价格也会有差异ꎮ 因此油号

的经营成本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ꎬ资金的运转情

况关乎经营是否能持续稳定进行ꎮ 抄本在多处

记载了不同地区的运输费用与抽取厘金的数目ꎬ
为后续经营提供参考ꎬ以免出现资金断裂导致破

产的情况ꎬ从中也直观地反映了王万和盛号油店

在运输环节是较为细致谨慎的ꎮ 关于具体销售

情况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ꎬ从洪江运出的桐

油多销至江浙地区ꎬ其中镇江是重要的集散地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在镇江也开设了分庄ꎬ到达镇江

的桐油向北可通过京杭大运河里运河段销往苏

北、豫南、皖北、山东等地区ꎬ向南可通过京杭大

运河南段销往苏南、浙江地区ꎬ向东继续沿长江

到达上海ꎮ〔１７〕

二、近代湖南桐油贸易中徽州油商经营特色

徽商能在明清时期发展壮大ꎬ在众多地域性

商帮中脱颖而出ꎬ既凭借其独特的组织方式、优
越的地理区位、深厚的文化底蕴ꎬ也与其具备的

经营特色有极大关系ꎮ 时至近代ꎬ随着政治、经
济等环境的剧烈变动ꎬ传统徽商呈现出式微的趋

势ꎬ但衰落并不意味着消亡ꎮ 徽商审时度势ꎬ在
近代环境变迁大潮中ꎬ依然探索着具有行业、地
域以及时代特性的经营模式ꎬ以寻求商业的中兴

之路ꎮ 在湖南洪江经营油业的王万和盛号ꎬ便是

典型一例ꎮ 据抄本记载ꎬ在经营活动中ꎬ王万和

盛号形成了鲜明的经营特色ꎮ
第一是多品种灵活经营ꎬ因地制宜ꎬ因时制

宜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主要经营白桐油、洪油、秀

油、麻油、菜油、茶油等油品ꎬ其中既有工业用油ꎬ
又有可食用油ꎮ 桐油是一种不可食用的工业用

油ꎬ通过对油桐籽榨打等工艺制得ꎬ近代以来用

途甚广ꎬ在油漆、防水纺织品、印刷油墨、军用品、
电器用品、动力燃料的制造过程中都发挥着作

用ꎬ〔１８〕湖南是其主要产地之一ꎮ 洪油也是以油

桐籽为原料ꎬ通过改良桐油制作工艺和重新配方

特制而成ꎬ其特性是色泽金黄ꎬ清澈明亮ꎬ具有比

白桐油更好的防潮、防腐、防蛀的通用性ꎬ是洪江

主要出口货物之一ꎮ 秀油同样是在原先桐油制

作基础上改进工艺得来ꎬ因是重庆秀山县特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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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称作秀油ꎮ 以上三种虽然都是桐油ꎬ因性能

有所差异ꎬ价格也有高低之别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

通过对不同品种设置价格梯度的方式ꎬ使得油号

的消费受众大为增加ꎮ 此外ꎬ除了这三种不可食

用的工业用油外ꎬ油店还经营麻油、菜油等数种

可食用的家庭用油ꎮ 这些家庭食用油有广阔的

消费市场ꎬ虽然在经营利润上低于工业用油ꎬ但
多品种灵活经营的手段增强了抵御外部市场变

化所带来风险的能力ꎮ 晚清民国ꎬ湖南桐油主要

是外销出口ꎬ市场在省外特别是国外ꎬ外部形势

变化对桐油的需求量影响极大ꎮ 例如ꎬ“中国桐

油纯以欧美各国为销场ꎬ如外洋各国需要桐油量

增加ꎬ则汉口洋商ꎬ即须大量收买ꎬ于是桐油供少

于求ꎬ价即上涨ꎬ反之ꎬ如外洋各国需要桐油量减

少ꎬ汉口洋行势必停手收买ꎬ则供多于求ꎬ价即因

以下落也”ꎮ〔１９〕 近代国际环境动荡无常ꎬ在桐油

市场低迷时期ꎬ多品种经营的优势就得以显现出

来ꎬ因为此时油号可以依靠销售日常食用油维持

经营ꎬ等待外部形势的转变ꎮ 在多品种经营的同

时ꎬ油号还能根据所处地区、不同时间、利润大

小ꎬ随时对自身经营活动进行调整ꎬ灵活应对市

场行情ꎮ 王万和盛号油店开设在洪江ꎬ洪江是洪

油的制作和转运集散地ꎬ在此经营洪油拥有成熟

的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ꎬ相比之下ꎬ油号同时经

营的秀油虽然利润也相对较高ꎬ但是其主产地是

重庆秀山县ꎬ不具备洪油的“地利”与“人和”的

优势ꎬ因此从抄本中的“洪油要诀”部分和关于

榨油、售油的记载都能体现出ꎬ洪油较秀油受重

视程度更高ꎬ是油号的主要经营产品ꎮ 若将比较

范围扩大ꎬ秀油虽没有洪油产量高、受重视程度

大ꎬ但却比其他的食用油受重视得多ꎬ只因秀油

作为工业用油比其他家庭用油利润更高ꎮ 以上

经营行为反映了王万和盛号油店的经营具有多

种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色ꎮ
第二是全方位监控流程ꎬ质量为先ꎬ诚信经

营ꎮ
王万和盛号的油品生产涉及原料采购、加工

制作、运输销售等环节ꎮ 抄本内容对这些环节均

有涉及ꎬ表明该号对流程的把握较为全面ꎮ 尤其

是其中洪油的加工制作ꎬ为油号经营活动的重中

之重ꎬ故在质量为先的理念下ꎬ监控称得上是全

方位的ꎮ 抄本«洪油要诀暨往来书信»中第一部

分“论洪油要诀”ꎬ用大量文字详细论述了如何

检验油品质量ꎬ将保证油品质量放在整个经营活

动中的首位ꎮ
“要诀”首先介绍了洪油的制作过程ꎬ特别

是对如何辨别好油、次油作了详尽的描述ꎮ “洪
油者ꎬ洪江所出之油也ꎮ 其做法以桐杍烧灼ꎬ然
后上研ꎬ研成细粉ꎬ将粉用锅炒愚ꎬ以水焖粉成

沱ꎬ及后工匠上柞(榨)打油ꎮ 近来人心不古ꎬ弊
端百处ꎬ其柞(榨)户经纪百计ꎬ鄙维假冒甚多ꎬ
以致鱼目混珠ꎮ 图此业者ꎬ不得不详审精察ꎬ以
分泾渭耳ꎮ 其看法总以香味为主ꎬ清亮为上ꎬ身
厚为佳ꎬ脚轻为妙ꎬ以藩签扯簱ꎬ油玩乃知清亮

者ꎬ满簱全红ꎬ气象光昌ꎬ身厚者则签亦厚ꎮ 气色

□浓者、脚轻者ꎬ签上明朗ꎬ毫无夹杂ꎬ加之香味

扑鼻ꎬ即为顶上之油”ꎮ〔２０〕 以上是签子客通过味

觉、视觉、触觉等途径综合判断何为上等的洪油ꎮ
签子客即是专业质检人员的称呼ꎬ他们用竹签将

油挥挑起来像瀑布似抖动的动作被称为 “扯

簱”ꎬ以此可检测出油的品质优劣ꎮ 除此之外ꎬ签
子客还需要负责在梓油、洗油等油品的制作过程

中把控监督ꎬ对从上游收购的油进行评级定价等ꎮ
“要诀” 还揭示了如何辨别洪油掺假的方

法ꎮ “以茶菇舂粉用水煮潮ꎬ上柞(榨) 打出其

色ꎬ满旗(簱)通红ꎬ推以识透ꎬ亦将杍油盖面ꎬ则
颜色气味ꎬ与杍油无二ꎬ此则名为‘两节瓜’也ꎮ
下锅一熬则脚底成板ꎬ皮面起盖ꎬ不但无油ꎬ及将

杍扯入脚内ꎮ 去矣ꎬ其吃亏岂浅鲜哉ꎮ 要认此

油ꎬ除非将上面杍油别出ꎬ留下脚底ꎬ内以签扯

之ꎬ或将此油放入口内ꎬ其味淡而且涩”ꎮ〔２１〕 这里

披露了洪油造假的内幕ꎬ即用桐籽榨出的油与其

他类似液体相混杂ꎬ这种相混杂的油名为“两节

瓜”ꎮ 应对的分辨方法也有三种:一是熬制后观

察脚底是否成板及皮面是否起盖ꎻ二是手动去除

上层油后用油签测试下层的油ꎻ三是通过品尝是

—６８１—

　 ２０２２. ６学术史谭



否淡且涩来辨别ꎮ 此外ꎬ“要诀”最后部分还介

绍了诸多其他掺假和鉴别方法ꎮ 如用一种名为

“籐哩”的植物ꎬ将其熬成半胶状ꎬ其外形和洪油

一样ꎬ初看难以察觉ꎬ必须要先用手搓揉ꎬ再放于

鼻息间细闻才可分辨ꎮ “要诀”指出ꎬ在不同季

节作假情形也有差异ꎮ 在寒冬时节ꎬ掺木油和菇

油ꎻ春天一般掺棉花油ꎬ或者较为便宜的茶油ꎬ具
体情形视当时环境而定ꎬ花样可谓层出不穷ꎮ 这

些假品ꎬ较为简单可靠的分辨方法是备一碗开

水ꎬ将油滴入ꎬ洪油入开水依然保持滴状ꎬ其他油

则会散开ꎮ 大抵做假洪油的方法ꎬ在“要诀”里

都有涉及ꎬ分辨的方式则主要是综合视觉、味觉、
嗅觉、触觉以及经验判断ꎮ〔２２〕 辨别真假以保证质

量ꎬ严控质量以体现诚信ꎮ “要诀”为学徒、同行

亦或是后来欲从事洪油生意者提供了宝贵的质

检经验ꎬ也反映了徽州油商注重商品质量、诚信

经营的理念ꎮ
不仅在具体环节和质检方面ꎬ对于宏观经

营ꎬ油号也总结了一套经验ꎬ其核心则是重质量、
讲诚信ꎮ 如抄本中强调ꎬ在经营活动中“可赖同

人ꎬ和衷共济ꎬ 毋受行家之篁感而自相猜凝

(疑)ꎬ毋逆时求售而自生花样ꎬ毋逞技是好而自

大局暗ꎬ施执巧而贻伊戚”ꎬ〔２３〕 意为必须要懂得

团结合作ꎬ做事沉稳ꎬ不可投机取巧、自生花样而

徒生忧患ꎮ 此外ꎬ在经营过程中还要做到三个方

面:一是资金成本要预算清楚ꎬ二是市场行情要

时刻把握ꎬ三是自主权不能旁落他人ꎬ如此才可

确保经营稳定长久ꎮ 总之ꎬ以上经验内容多方面

展现出徽州油商对“诚信”的坚守ꎬ在经营中极

其注重质量ꎬ且善于将日常积累的经验用文字的

形式记录流传ꎮ
第三是聚众力多方联动ꎬ交流信息ꎬ把握行

情ꎮ
洪油的生产具有季节性特征ꎬ在经营过程中

会出现投入本金大、回笼周期长的现象ꎮ 因此ꎬ
如何控制生产规模、掌握销售时机ꎬ便成了经营

者规避资金积压风险、获取最大商业利益的关键

问题ꎮ 而要解决这一难题ꎬ准确掌握市场信息、

灵活把握市场行情ꎬ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和保

证ꎮ
据抄本记载的内容来看ꎬ王万和盛号主要通

过亲属、帮口、行会三者联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

把握市场行情ꎬ决定生产规模和销售时机ꎮ 抄本

中有一半左右篇幅记录了王万和盛号的商业往

来信函ꎬ涉及镇江、苏州、上海、汉口等地ꎬ具体内

容则主要是传递市场行情ꎬ兼及一些日常关怀ꎮ
如“仁兄大人阁下ꎬ屡接来札ꎬ各情领悉ꎬ承示本

洪因见下面世情不好ꎬ本柞(榨)减做千担ꎬ只作

做〔２４〕五千来担ꎮ 兹洪示亦拟减千担ꎬ只作做三

千担ꎬ两处共做八千来担”ꎻ〔２５〕“年关生意亦难卖

完ꎮ 前日接镇江来信报ꎬ吉盈丰油行今冬上洪ꎬ
开竿做洪油ꎬ应下之销ꎬ彼镇开有少做数下为妥ꎮ
弟前日去洪之信ꎬ已将此情详明并商ꎮ 本洪少做

兼宜缓办ꎬ缘下面各号陈洪存之尚多ꎬ年关均难

望售完ꎬ上面新油必均不得赶办ꎬ闻各处桐杍均

丰结ꎬ川、襄亦然ꎬ现在下面桐、秀油价均凶跌无

买手ꎬ将来新油价必廉无疑ꎬ本柞(榨)寔(实)宜
缓办ꎬ只可赶做吉贰帮洪油ꎬ来下应镇年关生意

足矣”ꎮ〔２６〕这些信札ꎬ多来自亲属ꎬ信中内容是在

了解到下游销售市场情况后ꎬ通过对当下价格、
各油号存油数量、原料丰收三方面进行分析评

估ꎬ给上游生产方总庄提出兼做、缓办的建议ꎮ
除亲属外ꎬ在经营过程中ꎬ帮口和行会也发挥着

作用ꎮ 帮口是地方上或行业中ꎬ商人以地缘等关

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帮派ꎬ行会则是商人因经营

同一行业而搭建起来的组织ꎮ 镇江是桐油一个

重要的销售市场和转运地ꎬ此地既有行会ꎬ也有

帮口ꎬ王万和盛号油店运来镇江销售的洪油价

格ꎬ并不能完全由商家决定ꎬ许多行为需要和组

织保持一致ꎮ 信札中提到ꎬ“近日镇行多我帮谈

叙洪油ꎬ意欲照前原盘开揭一盘ꎬ而我帮口紧ꎬ不
涨不卖ꎬ光景看月底、月初可开盘否”ꎮ〔２７〕 有组织

的存在ꎬ既可以更好地共享市场行情ꎬ也可以增

强抵御风险的能力ꎮ 这种亲属、帮口、行会三者联

动促进经营的方式ꎬ具有地域、行业的鲜明特色ꎮ
明清时期徽州就已形成商成帮、学成派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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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ꎬ其中商帮的概念ꎬ张海鹏先生解释为“以地域

为中心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ꎬ以‘相亲相助’为

宗旨ꎬ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

体”ꎮ〔２８〕延及近代ꎬ传统徽商式微ꎬ上述的表现形

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ꎬ商人活动不再以地域为中

心ꎬ而是以同行业结成的行会为主体开展ꎬ进而

维护经营利益ꎮ 从总的趋势来看ꎬ血缘、地缘在

商业活动中的作用逐渐弱化ꎮ 不过ꎬ从王万和盛

号油店的经营活动看ꎬ同业行会的影响力虽然已

经开始显现ꎬ但是血缘和地缘仍然发挥着较强的

作用ꎮ 往来信函的亲属在下游经营着分庄ꎬ相互

间有直接的货款往来ꎬ日常交流也甚是频繁ꎮ 如

“代沪柞(榨)各记买物件ꎬ发票银钱数单ꎬ又汉

结总单一纸ꎬ又△△兄家收汉本号兑交钱若干并

零件等ꎮ 收信一封ꎬ所叙汉情一切ꎬ谅邀台鉴矣ꎮ
前△△舟到汉ꎬ带来△△家信一封ꎬ又衣包一个ꎬ
均照收到”ꎮ〔２９〕 王万和盛号的个案表明ꎬ血缘和

地缘在近代徽商经营活动中仍然发挥着作用ꎬ当
近代市场与金融体系尚未构建完成之前ꎬ商业经

营者还需依靠血缘与地缘的因素来对冲风险ꎬ因
此传统徽商经营方式的改变无疑是一个缓慢而

渐进的过程ꎮ

三、徽州商人介入湖南桐油贸易的原因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其货无所不居ꎬ其地无

所不至ꎬ其时无所不骛ꎬ其算无所不精ꎬ其利无所

不专ꎬ其权无所不握” 〔３０〕 的全国性大商帮ꎬ其经

营领域与活动范围十分广泛ꎮ 王万和盛号在晚

清关注湖南桐油业ꎬ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基于徽商在湖南经营的传统ꎮ
湖南地理特征是三面环山ꎬ境内有长江和珠

江两大水系流经ꎬ作为南北方以及东西向的过渡

地带ꎬ历史上商业贸易地位非常重要ꎮ 徽商作为

“其地无所不至”的商人群体ꎬ很早就进入了湖

南地区从事商业活动ꎮ 明代徽州休宁人黄汴在

«一统路程图记»序中称:“余家徽郡万山之中ꎬ
不通行旅ꎬ不谙图籍ꎬ土狭人稠ꎬ业多为商ꎮ 汴弱

冠ꎬ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ꎬ览洞庭之胜ꎬ泛大江ꎬ
溯淮、扬ꎬ薄戾燕都”ꎬ〔３１〕说明在明隆庆年间已有

徽商在湖南活动ꎮ 会馆、公所等建造ꎬ是商人大

量聚集的明证ꎬ而明清时期的湖南各地已有此类

建筑ꎮ 如长沙十一铺东茅巷建有徽国文公

祠ꎬ〔３２〕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洪江司门口建有徽州

会馆ꎮ〔３３〕在湖南经营的徽商中ꎬ也涌现了一些著

名人物ꎮ 如黟县商人王立本“字培滋ꎬ城东人ꎮ
监生ꎮ 性孝友ꎬ家贫ꎬ贸易湘潭、芜湖两地ꎮ 仗义

疏财ꎬ所至贤豪长者ꎬ乐与之游ꎮ 湘邑有念佛林ꎬ
前明战场地ꎮ 嘉庆十八年ꎬ大水ꎬ白骨暴露ꎬ本恻

然捐赀百金ꎬ邀同志集千金以外ꎬ本董其事ꎬ筑土

掩埋ꎬ不惮劳苦ꎮ 又于二十一年买土名大坞地ꎬ
税二亩余ꎬ与族人贫窘者埋葬”ꎮ〔３４〕 还有婺源商

人朱昌孝ꎬ“弃砚就商ꎬ设钱肆于湖南德山ꎮ 婺邑

木商往来必经其地ꎬ簰夫不下数千人ꎬ有客死者ꎬ
租地藁葬ꎬ甚且委诸草莽ꎮ 孝输赀首倡ꎬ买山一

局为义阡ꎬ中构一堂曰笃谊”ꎮ〔３５〕 在目前已有的

湖南徽商研究中ꎬ王振忠利用光绪戊戌环川

«(璁公房修)詹氏支谱» «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

同新章»和«墨业准绳»抄本对清至民国初年婺

源詹氏墨商在湖南长沙与衡阳两地的经营情况

进行了探究ꎮ〔３６〕陈瑶则聚焦于清代湘潭县徽商ꎬ
揭示了徽州盐商在清初湘潭县的重建中发挥的

作用ꎬ指出清初湘潭县是汉口淮盐输入湘江流域

的转销市场ꎮ〔３７〕这些记载与研究表明ꎬ明清时期

的徽商在湖南有着经商的传统ꎮ
从王万和盛号油店所在的洪江地理区位来

看ꎬ“处湘省西陲ꎬ东北临黔阳ꎬ东南近绥宁ꎬ位于

会同县之东北部而受辖于会同县ꎮ 沅水为湘省

之大水ꎬ洪江扼其上流ꎬ常德控其下流ꎬ粤、桂、
蜀、鄂、滇、黔之货ꎬ欲运常德而出沪汉者ꎬ必经洪

江ꎬ为水运之起点ꎬ故商贾辐辏ꎬ成为湘西唯一之

商场ꎬ更为洪秀油之总集散地ꎮ” 〔３８〕 连通西南地

区与东部沿海的优越地理区位及其便捷的水运

交通ꎬ既造就了明清时期洪江商业贸易的繁荣ꎬ
也吸引了众多徽商在此开展经营活动ꎬ形成经商

传统ꎮ 尤其是明清徽州木商ꎬ他们主要采伐川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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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木材ꎬ长途贩运至木材需求量大但缺少森林的

江南地区销售ꎮ 西南地区出运的木材若通过沅

水运输ꎬ则大部分需集散于洪江ꎬ因此明清时期

洪江即有大量流动性的徽州木商ꎮ 已有研究表

明ꎬ在木材的大规模砍伐、长距离转运和经销过

程中ꎬ徽州木商表现得十分活跃ꎬ成为势力最大

的地域性木商ꎮ〔３９〕正是基于徽商在湖南(特别是

徽州木商在洪江)经商的传统ꎬ以地缘和血缘为

纽带的徽州商人将该地作为重要的经营地ꎮ
其次是得到成熟市场环境的保障ꎮ
从产业发展来看ꎬ湘西桐油的生产历史悠

久ꎮ 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ꎬ当地百姓只依靠种植

五谷无法生存ꎬ需要兼营其他农副产品以补贴家

用ꎮ 道光年间ꎬ湘西的一通碑文中提到:“吾乡之

中ꎬ贫寒日甚ꎬ生产不繁ꎬ土地皆瘠ꎮ 山广田少ꎬ
非膏腴之地可比ꎬ所出之利ꎬ别无大宗ꎬ其五谷杂

粮ꎬ不足以供日常之用ꎬ惟桐茶此地方之一大利

也ꎮ” 〔４０〕 湘西地区由于长期处于中原文化圈之

外ꎬ生产力原本较为落后ꎬ“改土归流”后ꎬ清廷

不断发布促进油桐树种植政令ꎬ桐油产量逐步增

加ꎮ 如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上谕:“舍旁田畔ꎬ及荒

山不可耕耘之处ꎬ度量土宜ꎬ种植树木ꎮ 桑柘可

以饲蚕ꎬ枣栗可以佐食ꎬ柏桐可以资用ꎬ即榛楛杂

木亦足以供炊爨ꎮ 其令有司课种植等因ꎮ” 〔４１〕 近

代以前湖南的桐油销售大多在省内流通ꎬ出口的

数量较少ꎻ而“五口通商”后ꎬ随着外国人逐渐认

识到桐油的广泛用途ꎬ桐油的外销数量逐渐增长

起来(见图 １)ꎮ 以海关税则视之ꎬ民国元年以前

桐油没有被列入诸项税则之中ꎬ仅附属于植物油

类ꎮ 从 １９１２ 年开始有详细数据可考ꎬ当年全国

各省输出桐油总量为 ８４１５７２ 担ꎬ其中湖南输出

桐油量为 １３１１２６ 担ꎬ在各省中位列第二ꎮ〔４２〕 从

湖南省内出口物价值方面比较ꎬ以 １９１２ 年长沙、
岳州两关出口情况为例ꎬ总出口值为 １２８６１３５５
关平两ꎬ其中桐油出口值为 １３７０８９３ 关平两ꎬ所
占比重为 １０. ６６％ ꎬ位居前列ꎮ〔４３〕 从数字比例可

见ꎬ近代湖南桐油业发展迅猛ꎬ湖南桐油市场伴

随着全国桐油业的发展稳步前进ꎬ不论是在全国

范围内还是在湖南省内都表现出了强势的经济

效益ꎮ

图 １　 １８７８ 年至 １９２８ 年中国桐油出口数据〔４４〕

　 　 作为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ꎬ洪江桐油运输环

节也是自有章法ꎬ相对成熟ꎮ 洪江优越的地理位

置、便捷的运输条件决定了其商业的繁荣ꎬ因洪

江得名的洪油更是其特产ꎮ 据载ꎬ“在沅水流域

行驶ꎬ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ꎬ可称为巨无霸

的船只ꎬ应当数‘洪江油船’ꎮ 这种船多方头高

尾ꎬ颜色鲜明ꎬ间或且有一点金漆装饰ꎮ 尾梢有

舵楼ꎬ可以安置家眷ꎮ 大船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

油ꎬ上行可载两千件棉花ꎬ或一票食盐ꎮ 用橹手

二十六人到四十人ꎬ用纤手三十人到六七十人、

—９８１—

近代湖南桐油贸易中的徽州油商



必待春水发后方上下行驶ꎬ路线系往返常德和洪

江ꎮ” 〔４５〕从种植、生产、运输到销售ꎬ以洪江为中

心ꎬ形成了成熟的桐油市场体系ꎮ 包括王万和盛

号油店在内的徽州商人不远千里来此经营油业ꎬ
看中的正是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ꎮ

再次是受到洪江油业丰厚利润的诱引ꎮ
商人的经营活动ꎬ其最终目的无外乎追求最

大化的利润ꎮ 无论经商地的选择ꎬ亦或所从事行

业的权衡ꎬ莫不与此紧密关联ꎮ 近代洪江油业丰

厚的商业利润ꎬ也是吸引王万和盛号油店在此设

号从事桐油生产、转运的重要因素ꎮ
洪江桐油业具有雄厚的资本与庞大的营业

额ꎮ 明代洪江的商品经济便已非常发达ꎬ清代光

绪年间又进一步发展为商业大镇ꎬ洪油、木材与

鸦片是洪江经济的三大支柱性产业ꎮ 其中关于

洪油产业的情况ꎬ根据记载ꎬ“晚清时ꎬ经营洪油

的商号有张积昌、高灿顺、恒源永、庆元丰等十几

家ꎬ资本占全市商业资本的三分之一ꎬ常年产销

量 １０ 万余担ꎬ最多达 ２０ 万担以上”ꎬ〔４６〕 其中张

积昌在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已是洪江首富ꎬ因积资钜

万又号称“张百万”ꎮ〔４７〕 仅从以上商业数值来看

已是非常可观ꎬ若按行业类别再进行比较ꎬ桐油

业在洪江商业中的优势则更加明显ꎮ 洪江各业

中资本最雄厚者为洪油业ꎬ其次为钱业ꎬ随后的

绸布业、南货业和金银首饰业等资本额都不及洪

油业一半ꎬ从资本数额方面比较ꎬ洪油业是洪江

当之无愧的第一行业ꎮ 大量资本集中到洪江洪

油业的根本原因ꎬ在于其丰厚的商业利润ꎮ 据民

国调查数据显示ꎬ洪江的洪油业资本额为 ５１ 万

元ꎬ营业额约为 １８０ 万元ꎬ营业额约为本金的 ３. ５
倍ꎬ〔４８〕可见该行业的利润之高ꎮ

晚清时期洪江出现过众多油号ꎬ其开业与歇

业时间不一ꎬ经营时长不等ꎬ情况各异ꎬ其中吉盈

丰是洪江众多油号中开业相对较早ꎬ歇业相对较

迟ꎬ总经营时长达六十年之久的油业老号ꎬ因此

吉盈丰油号的经营状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ꎬ其经

营实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洪江油业各阶段大部

分油号的发展情况ꎮ 吉盈丰最早于清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在镇江的江北岸七濠口创立ꎬ主营油麻ꎬ
在油业方面前期主要是代西帮客销售西洪ꎮ 清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在湖南洪江创办吉盈丰巽记ꎬ
设庄自榨生产本牌洪油销往镇江ꎬ并注入二万两

白银作为本金用于经营ꎬ投产当年便对镇江桐油

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此后吉盈丰油号持续加

大投入ꎬ年产最高为 １２０００ 桶ꎬ最低也不少于

８０００ 桶ꎬ其中最盛的一届(每四年一届)共盈余

２０ 余万两ꎬ分析红利 ２０ 万两ꎬ营业额由每年 ３０
万两飙升至 ６０ 万两ꎮ 吉盈丰内部分为乾记、巽
记和昌记ꎬ其中除乾记在镇江外ꎬ巽记和昌记都

设在洪江ꎬ在此后发展中各号终并归于巽记ꎬ除
洪江油庄外其余各庄也都全部撤销ꎬ直到 １９４７
年在外部恶劣环境的持续影响下最终歇业ꎮ〔４９〕

吉盈丰油号长达六十年的经营情况非常典型地

反映了洪江桐油业高利润的特点ꎮ 正是高额的

商业利润ꎬ吸引了包括王万和盛号油店在内的徽

州商人介入湖南桐油贸易ꎬ且经营规模越做越

大ꎮ 据抄本相关资料记载ꎬ王万和盛号油店的桐

油生产常年在 ６ 千担以上ꎮ〔５０〕

徽州商人在湖南桐油业中的经营活动使自

身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ꎬ也促成了近代湖南桐油

业兴盛的局面ꎬ推动了当地航运业不断发展ꎬ加
大了湘西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互动ꎮ 有关王万和

盛号在近代湖南经营油业的研究ꎬ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意义ꎮ 其一ꎬ丰富了徽商在湖南经营的案

例ꎮ 此前关于徽商在湖南的经营活动记载较少ꎬ
内容则是寥寥数语ꎬ且多关于流动的木商与盐

商ꎬ而王万和盛号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油商经营实

例ꎬ扩大了研究者对湖南徽商经营行业的认知ꎬ
同时也为近代湖南桐油的研究提供了个案佐证

和较为详细的个体经营数据ꎮ 其二ꎬ传统徽商在

近代的式微已成为学界共识ꎬ面对时代的变迁ꎬ
徽商进行了转型应对ꎬ抄本反映的洪江徽州油商

的经营特色ꎬ为近代徽商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一

例有代表性的个案ꎮ 洪油是近代研发出的桐油

品类ꎬ桐油业也是于近代方才兴盛起来的ꎬ王万

和盛号油店把握住时代经济风向ꎬ在洪江开设油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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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桐油贸易中的徽州油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