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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与长三角一体化
———以近代上海安徽人为焦点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　 要〕安徽人是近代上海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人数比例仅次于江苏、浙江ꎮ 最早与上海地区发生联系

的主要是徽州人ꎬ其次才是皖中、皖北人ꎮ 安徽人在上海的职业分布相当广泛ꎬ包括商业工业系统、教育文化系

统等方面ꎬ在两方面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ꎮ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而特殊的政治舞台ꎬ是很多安徽人抒发

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抱负、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ꎬ包括李鸿章、陈独秀、胡适等人ꎮ 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

大学ꎬ内以安徽人特多ꎮ 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ꎬ安徽人以其灵动性、亲和性与创新性ꎬ成为最积极的力量ꎮ 近

代上海安徽人ꎬ表现出勤劳笃实、识时顺变、商儒兼重与家国情怀的特点ꎬ在近代中国历次进步运动中ꎬ都有独具

特色的贡献ꎬ也使得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中ꎬ融入了强烈的安徽色泽ꎮ
〔关键词〕安徽人ꎻ移民社会ꎻ长三角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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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人是近代上海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他
们在上海城市发展、经济繁荣、思想文化创新、社
会建设、政治演进等方面ꎬ领异标新ꎬ创榛辟莽ꎻ
诚实守信ꎬ吃苦耐劳ꎻ同舟共济ꎬ造福桑梓ꎻ不畏

强暴ꎬ忠贞爱国ꎬ取得了无可替代、举世瞩目的成

就ꎮ 他们的实践ꎬ极大地丰富、提升了上海的城

市精神与城市品格ꎬ密切了安徽与上海地区的联

系ꎬ强化了长三角地区一体性ꎬ为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与江南文化ꎬ注入了充满时代特征的新鲜内涵ꎮ

一、近代上海的安徽人概况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ꎬ人口来自全国

各地ꎮ 安徽人在上海移民中ꎬ名列前茅ꎬ通常排

在第三或第四位ꎮ
近代上海到底有多少安徽人ꎬ向无确切的统

计数据ꎮ 上海公共租界自 １８８５ 年开始有居民籍

贯统计ꎬ华界自 １９２９ 年开始有此类数据ꎬ法租界

则一直没有此类数据ꎮ 按照已有的数据估算ꎬ
１８８５ 年ꎬ上海安徽人不超过 １ 万人ꎬ１９００ 年不超

过 ２ 万人ꎬ１９１０ 年ꎬ不超过 ５ 万人ꎮ １９０７ 年ꎬ日
本东亚同文会发行的«支那经济全书»记载:“光
绪晚年ꎬ徽宁帮商人活动于上海者仍不下 ４. ５ 万

人”ꎬ〔１〕这个数据系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

查所得ꎬ较为可信ꎮ 民国以后ꎬ上海安徽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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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ꎬ１９１５ 年约 ７ 万人ꎬ１９２５ 年约 １０ 万人ꎬ１９３５
年约 １５ 万人ꎮ １９２４ 年ꎬ安徽旅沪同乡会成立时ꎬ
自称上海安徽人“绅商学工ꎬ无虑十余万人”ꎮ〔２〕

民国年间ꎬ安徽籍占上海城市总人口的 ３％ 左

右ꎮ〔３〕

近代上海各地移民中ꎬ比起江苏人或浙江

人ꎬ安徽人似乎不算太多ꎬ但是ꎬ比起其他省籍ꎬ
安徽人还是很多ꎮ 以 １９３５ 年而论ꎬ上海公共租

界与华界的安徽籍移民共 １２２６８２ 人ꎬ仅低于江

苏籍(１３８９０３５)、浙江籍(７７３４８７)ꎬ高于广东籍

(１０８３２５)、山东籍(４７７８３)及其他省籍ꎮ〔４〕 １９５０
年ꎬ上 海 安 徽 籍 人 口 １１８５６７ 人ꎬ 排 在 江 苏

(２３９３７３８)、浙江(１２８３８８０)之后ꎬ略低于广东籍

(１１９１７８)ꎬ但高于山东(１０９９２５)、湖北(３８５２４)、
福建(２３８２０)、江西、湖南、河南等其他省籍ꎮ〔５〕

上海安徽人众多ꎬ是由沪皖之间地缘、经济、
文化等方面密切的联系决定的ꎮ

众所周知ꎬ上海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ꎬ即上

海市(初称上海特别市ꎬ后改上海市)ꎬ是 １９２７ 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ꎬ于同年 ７ 月 ７ 日才设置

的ꎮ 那以前ꎬ上海本属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县ꎮ
而江苏省与安徽省ꎬ３５０ 年前还是一家ꎬ属于同

省ꎬ即江南省ꎮ 行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ꎬ始
于元朝ꎮ 元初ꎬ行省本是朝廷外派机关ꎬ后演变

为地方行政机构ꎮ 明朝将全国分为两京、十三布

政使司(俗称十三省)、关西七卫等行政区域ꎬ两
京即北直隶与南直隶ꎬ南直隶辖境相当于今江

苏、安徽、上海范围ꎮ 清初ꎬ改南直隶为江南省ꎮ
１６６７ 年(康熙六年)ꎬ江南省一分为二ꎬ即江苏、
安徽二省ꎬ江苏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
扬州、淮安、徐州八府ꎬ以及通州、海州、太仓三个

直隶州ꎻ安徽领安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凤
阳、庐州七府ꎬ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个直隶州ꎮ

江苏、安徽ꎬ壤地相连ꎬ人员相通ꎬ文化相近ꎮ
南直隶、江南省时代ꎬ首尾近四百年ꎬ今苏、皖、沪
地域本归同一行政机构管辖ꎬ自不用说ꎬ即使苏、
皖分置以后ꎬ行政联系依然极为密切ꎮ 安徽设省

以后ꎬ其省会最初寄设在江宁即南京ꎬ直到 １７６０

年(乾隆二十五年)才迁到安庆ꎮ 清朝地方行政

长官有总督、巡抚两种ꎮ 巡抚每省一人ꎬ总督通

常是两省或三省共一人ꎮ 自乾隆朝开始ꎬ全国按

区域设立八总督ꎬ即直隶、两江、两广、闽浙、湖
广、陕甘、四川、云贵ꎬ１９０７ 年(光绪三十三年)增
设东三省总督ꎮ 两江总督辖制范围覆盖江苏、安
徽与江西三省ꎬ治所设江宁ꎮ 这就是说ꎬ即使在

苏、皖分置以后ꎬ在总督这个层面上ꎬ它们依然属

于同一个行政长官管理ꎮ 这就像两兄弟分家了ꎬ
但还在同一个宗族里ꎬ族长还是同一人ꎮ

此外ꎬ苏、皖分省以后ꎬ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活

动依然没有分理ꎬ即乡试ꎮ 科举考试时代ꎬ乡试

是地方最高层次的考试ꎬ一称省试ꎬ考取者为举

人ꎮ 一般省份ꎬ乡试都在各省的省城举行ꎬ如浙

江在杭州ꎬ山东在济南ꎬ但是ꎬ安徽设省以后ꎬ乡
试依旧在南京的江南贡院举行ꎮ 雍正年间ꎬ安徽

士子曾奏请在安徽单设贡院ꎬ与江苏士子分开考

试ꎬ但被朝廷驳回ꎮ 于是ꎬ我们看到ꎬ自明至清ꎬ
直到 １９０５ 年科举考试终结ꎬ苏皖两地成百上千

的应试士子ꎬ都是在南京同一贡院参加乡试的ꎮ
苏州才子唐伯虎ꎬ«儒林外史»作者、全椒人吴敬

梓ꎬ大学者、休宁人戴震ꎬ常熟状元翁同龢ꎬ南通

状元张謇ꎬ新文化运动旗手、怀宁人陈独秀ꎬ参加

乡试都是在同一贡院ꎮ
江苏、安徽两省的这种行政一体、乡试同院

的特性ꎬ对于加强苏皖经济联系、人员往来与文

化认同ꎬ相当重要ꎮ 在安徽文化人心目中ꎬ南京

从来不是外省地盘ꎬ而是本地文化中心ꎮ 当然ꎬ
明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段ꎬ徽商到南京、扬州、常
州、苏州、松江等地ꎬ也都是在省内流动ꎮ 这种地

缘、行政与文化的一体性或密迩性ꎬ为近代安徽

人流动到上海ꎬ提供了远较福建、河南、山东等省

人更为厚实的基础与有利的条件ꎮ
安徽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很大ꎬ自然禀赋与人

文风习各具特色ꎬ与上海地区联系也有所不同ꎮ
淮河、长江由西向东贯穿而过ꎬ将全省分为淮北

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地块ꎬ即皖北、皖
中、皖南ꎮ 皖北地势平坦ꎬ饮食、语言文化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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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南联为一气ꎮ 皖中属于南北方过渡地

带ꎬ语言文化方面与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相近ꎬ
通行江淮官话ꎮ 皖南则是小桥流水ꎬ江南水乡ꎮ
就与上海地区联系而言ꎬ由南而北ꎬ呈递减趋势ꎬ
皖南最早最强ꎬ皖中其次ꎬ皖北又次ꎮ 就行政而

言ꎬ安徽也曾被划为皖南、皖北两大块ꎬ以长江为

界ꎮ
最早与上海地区发生联系的是皖南人ꎬ特别

是徽州人ꎮ
徽州地处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ꎬ秦在此

地置歙、黟二县ꎬ始有行政建制ꎬ以后行政隶属关

系多有变动ꎬ明清时期为徽州府ꎬ领有歙县、黟
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共六县ꎮ 徽州是比较

典型的山区ꎬ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ꎬ半分农田和

庄园”ꎮ 境内群峰参天ꎬ山丘屏列ꎬ岭谷交错ꎬ黄
山、天目山、五龙山、白际山四大山脉ꎬ围成高耸

的屏障ꎬ使得徽州成为相对封闭的区域ꎮ 区境雨

水充沛ꎬ但湿度大ꎬ云雾多ꎬ日照时数偏低ꎮ 土地

主要为红壤ꎬ酸度高ꎬ肥力差ꎬ不宜稻作ꎬ但适宜

种植茶树ꎬ栽种松杉ꎮ 这种自然禀赋ꎬ宜商不宜

农ꎮ 宋元以后ꎬ徽州导入人口日多ꎬ地狭人稠ꎬ食
用不足ꎬ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ꎮ

前世不曾修ꎬ出世在徽州ꎮ 年到十三四ꎬ
便多往外遛ꎮ 雨伞挑冷饭ꎬ背着甩溜鳅ꎬ过山

又过岭ꎬ一脚到杭州ꎮ 有生意ꎬ就停留ꎬ没生

意ꎬ去苏州ꎮ 转来转去到上海ꎬ求亲求友寻路

头ꎮ 同乡多顾爱ꎬ答应肯收留ꎮ 两个月一过ꎬ
办得新被头ꎮ 半来年一过ꎬ身命都不愁ꎮ 逢

年过节时ꎬ寄钱回徽州ꎮ 爹娘高兴煞ꎬ笑得眼

泪流ꎮ〔６〕

这是徽州地区广为流传的题为«徽馆学生

意»的民谣ꎬ也是一代又一代徽州人离乡背井外

出经商的生动写照ꎮ 宋元以后ꎬ特别是明清时

期ꎬ徽商进入鼎盛时期ꎬ成为全国最为著名的商

帮之一ꎮ
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ꎬ特别是太平天国

战争以后ꎬ徽商先前活跃的杭州、南京、苏州等城

市ꎬ遭受兵燹特别严重ꎬ当地富商纷纷避地上海ꎬ

徽商也竞相由其他城镇转移到上海ꎮ 上海从此

成为徽商高度集聚的地方ꎮ
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ꎬ对皖中、皖北人迁移

上海ꎬ起了关键性影响ꎮ 其关节点是李鸿章率领

淮军进入上海ꎮ １８６２ 年ꎬ太平军在江浙连克苏

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之后ꎬ发兵进攻上海ꎬ上海危

急! 上海地方士绅请求两江总督曾国藩发兵援

救上海ꎮ 在曾国藩的支持下ꎬ李鸿章携新募江淮

子弟六千人ꎬ开赴上海ꎮ 在上海地方士绅支持

下ꎬ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ꎬ训练洋枪队ꎬ击败了太

平军的进攻ꎬ收复了苏州等众多被太平军占领的

城市ꎬ最后将太平军镇压下去ꎮ
淮军援沪ꎬ为皖中、皖北一带安徽人进入上

海ꎬ提供了契机与便利ꎮ
首先ꎬ李鸿章由此相继担任江苏巡抚、两江

总督等重要官职ꎬ上海成为其政治发祥地ꎮ 此后

三十多年ꎬ李鸿章对上海地区的发展ꎬ一直有着

重要影响ꎮ 他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时期自不

用说ꎬ即使在他离开上海ꎬ北上担任直隶总督以

后ꎬ上海地区的许多事务ꎬ包括官员的任免、洋务

企业的创办与管理、外事的处理ꎬ他的意见都至

关重要ꎮ 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

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ꎬ都是在他亲

自擘画或鼎力支持下创办的ꎬ其管理骨干多由其

亲自拣选ꎮ 作为上海第一所、全国第二所官办外

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ꎬ是他奏请创办的ꎬ上海第

一所中外合办、以讲求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学校

格致书院是他资助兴办的ꎬ上海公共租界新建的

杨树浦自来水厂ꎬ由他亲自打开进水阀门ꎮ 这一

时期的上海道台涂宗瀛(六安)、刘瑞芬(池州)、
龚照瑗(合肥)ꎬ都是安徽人ꎻ聂缉椝是曾国藩女

婿ꎬ刘麒祥是湘军将领刘蓉之子ꎬ虽不是安徽人ꎬ
但都是与李鸿章关系亲近之人ꎮ 清末担任江南

制造局总办达六年之久的张士珩ꎬ则是李鸿章的

外甥ꎮ
其次ꎬ由李鸿章带到上海来的、由他亲自编

练的淮军及其将领ꎬ成为李鸿章的军事、政治实

力的重要基础ꎮ 这些人ꎬ大多来自皖中、皖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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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ꎮ 其中有些人ꎬ或者其子弟ꎬ日后与上海发生

关联的为数甚多ꎬ或在上海为官ꎬ或来上海投资ꎬ
或来上海读书、工作ꎮ 洋务运动时期ꎬ淮军系统

的众多骨干ꎬ受到朝廷褒奖ꎬ成为各类官员ꎬ主要

活动与产生影响的地方ꎬ北面是天津ꎬ当中是山

东ꎬ南面则是上海ꎮ 李鸿章的两大助手ꎬ周馥与

盛宣怀ꎬ主要活动地也是这些地方ꎬ都与上海有

关ꎮ 盛宣怀虽是常州人ꎬ但其父是李鸿章至交ꎬ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亲信ꎬ故盛宣怀所用之

人ꎬ有不少来自安徽ꎮ 周馥(１８３７—１９２１)ꎬ安徽

建德人ꎬ为李鸿章幕僚ꎬ历任津海关道、直隶布政

使、署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ꎬ主要任职地点

在天津与山东ꎬ但在 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０６ 年ꎬ担任过

两江总督ꎮ 正是这短暂的两江总督任内ꎬ他来上

海处理过大闹会审公堂案件ꎬ维护了民族尊严ꎬ
伸张了正义ꎮ 也正是在此期间ꎬ他拨银一万两ꎬ
划吴淞营地七十亩作为建校地址ꎬ以吴淞提督行

辕作为临时校舍ꎬ资助马相伯成功地创办了复旦

公学ꎮ 淮军系统的官员ꎬ李鸿章兄弟的后裔ꎬ刘
秉璋的后裔ꎬ龚照瑗的后裔ꎬ日后成为上海名人

的很多ꎮ 李经羲、李国杰、张士珩、吴芝瑛、刘体

智、吴葆初、张爱玲、周今觉、周煦良等ꎬ均属此类ꎮ
清末民初ꎬ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ꎬ特别是众

多现代企业的兴办ꎬ新式学校的创办ꎬ来沪安徽

人迅速增加ꎮ
安徽人到上海的交通路线ꎬ不同地区、不同

时期有所不同ꎮ 总体上分为两类ꎬ即水路与陆

路ꎮ 不同地区的水路、陆路亦有所不同ꎮ 皖南徽

商的水路有两条:一条是东路ꎬ自屯溪启程ꎬ沿新

安江东下ꎬ途径深渡、淳安、梅城(严州府治)、桐
庐、杭州ꎬ由杭州经嘉兴、嘉善、松江ꎬ再到上海ꎻ
一条是北路ꎬ由绩溪通过青弋江及水阳江ꎬ经过

芜湖ꎬ转入长江ꎬ再到达上海ꎮ 陆路有多条ꎬ或南

或北ꎬ翻山越岭ꎬ沿林间小道ꎬ可通杭州、衢州、饶
州、芜湖、南京、池州等地ꎬ辗转到达包括上海在

内的江南各地ꎮ 也有些路线是水陆交替使用的ꎮ
从徽州出境ꎬ多为顺流而下ꎬ行船较易ꎬ而由外部

进入徽州ꎬ则多为逆流而上ꎬ行船难度加大ꎬ故出

境多择水路ꎬ入境多选陆路ꎮ 水运能载重ꎬ陆运

较便捷ꎬ故轻便物资、邮政通信等以陆运为主ꎬ运
送木材等笨重物资则以水运为主ꎮ〔７〕 皖中、皖北

人到上海ꎬ如从水路ꎬ或由南京ꎬ或由扬州、镇江ꎬ
然后沿长江东下ꎮ １９１２ 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以

后ꎬ皖北、皖中的宿州、蚌埠、滁州一带人ꎬ均可乘

火车抵浦口ꎬ过江ꎬ再由南京到上海ꎮ 皖南人也

可经由南京乘火车到达上海ꎮ
查近代上海安徽人口增长曲线ꎬ其中 １９１１

年至 １９２０ 年增长较快ꎮ 以公共租界统计而论

(不包括法租界与华界)ꎬ１９１０ 年为 ５２６３ 人ꎬ
１９１５ 年为 １５４７１ 人ꎬ１９２０ 年增长到 ２９０７７ 人ꎬ〔８〕

十年之中增长了将近 ６ 倍ꎮ 此中缘由有三:一是

这些年安徽灾情严重ꎬ１９１０ 年、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５ 年、１９１６ 年ꎬ安徽灾情均很严重ꎮ
其中 １９１０ 年夏秋之际ꎬ皖北暴雨成灾ꎬ有 ３７ 个

州县遭灾ꎬ被淹面积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ꎬ饥民

有二百万左右ꎻ１９１４ 年全省发生蝗、旱、风、雹灾

害ꎬ尤以蝗害严重ꎬ皖北大多数州县收成不及常

年六成ꎻ１９１６ 年发生特大水灾ꎬ霍邱、全椒等十

八县灾情尤重ꎮ 二是民国以后ꎬ上海工业发展较

快ꎬ特别是面粉业、纺织业等技术门槛较低、劳动

密集型的企业ꎬ吸纳灾民的能力较强ꎮ 三是津浦

线自 １９１２ 年开通以后ꎬ对于皖北难民向江南地

区移动ꎬ提供了方便ꎮ 这三方面结合起来ꎬ推力、
拉力共同作用ꎬ使得上海安徽人快速增多ꎮ

二、职业分布及其特点

安徽人在上海职业分布相当广泛ꎬ包括商业

工业系统、教育文化系统等方面ꎮ
(一)商业工业系统

在上海经商的安徽商人最早是徽商ꎬ主体也

是徽商ꎮ
徽州人经商ꎬ原无固定路线、固定处所、固定

商品ꎬ哪里有商机ꎬ就奔向哪里ꎻ什么东西能挣

钱ꎬ就做什么生意ꎮ 正如胡适所说ꎬ“徽州人四出

经商ꎬ向东去便进入浙江ꎻ向东北则去江苏ꎻ北上

则去沿长江各城镇ꎬ西向则去江西ꎻ南向则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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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ꎮ〔９〕从岭南到塞北ꎬ从华中到关外ꎬ山陬海澨ꎬ
孤村僻壤ꎬ无处不到ꎮ 明代许栋、王直、徐海等ꎬ
甚至泛海到日本和南洋诸岛ꎬ进行贸易ꎮ

明清江南ꎬ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ꎬ经济发

达ꎬ城镇繁荣ꎬ徽商便是江南最为活跃的商业力

量ꎮ 从盐、茶、木材、土布到文房四宝ꎬ凡是可以

成为商品的东西ꎬ背后必有徽州人ꎮ 从杭州、湖
州到苏州ꎬ从南京、扬州到上海ꎬ包括那时属于南

直隶或江苏省、今属于上海地区的松江、嘉定、南
翔、真如、宝山、大场、罗店、川沙、青浦、朱家角、
金山、奉贤、南汇、周浦、崇明等大小城镇ꎬ到处活

跃着徽商的身影ꎮ “无徽不成镇”的民谚ꎬ简洁

地道明了徽商与城镇的共生关系ꎮ 胡适对此解

释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ꎬ那这个地方就

只是个村落ꎮ 徽州人住进来了ꎬ他们就开始成立

店铺ꎻ然后逐渐扩张ꎬ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

镇了”ꎮ〔１０〕胡适的高祖在乾嘉年间就在浦东川沙

镇ꎬ开了爿名叫“胡万和”的茶行ꎮ 川沙原为滨

海小村ꎬ嘉庆十五年设抚民厅ꎬ到清末宣统三年

才改厅为县治ꎮ 胡万和经营有方ꎬ财源兴旺ꎮ 到

胡适祖父一辈时ꎬ胡万和老店已有很好发展ꎬ在浦

西上海县城开了茶叶分店ꎬ在汉口开酒店ꎮ 因此ꎬ
当地有民谚云:“先有胡万和ꎬ后有川沙县”ꎮ〔１１〕

有些徽商经营得法ꎬ久而久之ꎬ便定居在相

关城镇ꎮ 歙县盐商程辅ꎬ明代已定居在松江ꎬ成
为松江盐商领袖ꎮ 休宁人程嘉燧ꎬ初寓杭州ꎬ后
寓嘉定ꎬ为著名书画家ꎬ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

并称为明末“嘉定四先生”ꎮ 李流芳亦来自徽

州ꎬ祖籍歙县ꎬ其先人在明万历年间已定居南翔ꎮ
歙县汪通保ꎬ明末定居上海ꎬ为著名典当业商人ꎮ
休宁商人程元利ꎬ明代留寓嘉定ꎮ 新安盐商张

涛ꎬ康熙时定居在嘉定ꎮ 乾隆年间ꎬ松江府著名

五家布商ꎬ除一家籍贯不详外ꎬ其余四家都是徽

商ꎮ 明清时期ꎬ上海地区的盐商几乎全是徽州

人ꎮ〔１２〕

就商业门类而言ꎬ徽商在上海地区所经营的

主要为盐业、茶业、典业、木业、餐馆业与墨业等

六类ꎮ

盐业ꎮ 盐是徽商最早经营、发家的商品ꎮ 明

清时期扬州、杭州、淮安的盐商ꎬ多为徽商ꎮ 明朝

建立之初ꎬ为了对付漠北蒙古势力ꎬ被迫在北方

沿边驻扎重兵ꎮ 为解决军粮问题ꎬ政府制定开中

法ꎬ号召商人输粮于边ꎬ政府发给盐引ꎬ到内地支

盐行销ꎮ 徽州商人不怕吃苦ꎬ运粮输边ꎬ千里迢

迢ꎬ获得盐引ꎬ也获得了大利ꎮ 其时ꎬ苏州、松江

两府是行销浙盐的重要口岸ꎬ而两浙盐业一向为

徽商所操纵ꎮ 于是ꎬ川沙、南汇等产盐地区ꎬ都成

了徽商的天下ꎮ 咸丰、同治年间ꎬ为了镇压太平

军ꎬ筹措军饷ꎬ曾国藩整理盐务ꎬ推行督销制ꎬ在
各地设立督销局ꎬ并开征盐厘ꎬ这极大地压缩了

盐商的盈利空间ꎮ 徽商的盐业经营就此逐渐式

微ꎮ
茶业ꎮ 茶叶是江南人最喜爱的日常饮品ꎬ也

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ꎮ 茶叶是徽州最重要

的特产ꎬ各县皆产ꎮ 所以ꎬ徽州六邑之人普遍经

营ꎮ 开埠以后ꎬ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ꎬ上海

逐渐成为外销茶叶最重要的口岸ꎮ 原先经由广

州出口的茶叶ꎬ纷纷转由上海出口ꎮ 徽商在上海

设茶号茶庄ꎬ开茶店茶栈ꎬ办茶厂ꎬ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ꎬ还有大量装上沙船ꎬ销往海外市场ꎮ １８９５
年(光绪二十一年)ꎬ徽州外销的绿茶和红茶约

１３２０ 万斤ꎬ其中绝大部分经由上海销售ꎮ 清末

民初ꎬ仅绩溪人在上海就设有 ３３ 家茶号ꎮ １９３１
年前后ꎬ上海专事茶叶对外贸易的十余家洋庄

中ꎬ徽帮就占了 ７ 家ꎮ 到抗日战争前夕ꎬ歙县商

人在上海经营的茶号已数以百计ꎮ 黟县人在天

津路开设的公兴隆ꎬ绩溪人汪立政在河南路开设

的汪裕泰等ꎬ都是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著名茶

栈ꎮ 其中ꎬ汪裕泰规模最大ꎬ下设 ６ 个发行所ꎬ
１９４９ 年有职员 ７２ 人ꎬ经营 ３０ 多个品种ꎬ号称

“茶叶大王”ꎮ〔１３〕

典业ꎬ即典当业ꎮ 徽商在上海经营典当业很

多ꎮ 明末徽商吴继善居吴淞ꎬ汪海等居松江ꎬ均
从事典当业ꎮ 明末歙县商人汪通保在上海开当

铺ꎬ颇善经营ꎬ诚信待客ꎬ以种种优惠条件吸引顾

客ꎬ终成巨富ꎮ 至清末ꎬ上海 ６９ 户典当ꎬ休宁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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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所开者有 ３０ 户ꎬ占 ４２％ ꎬ其中的典业公所董

事徽商余鲁卿、汪安山ꎬ则均独资开设典当铺三

家之多ꎮ〔１４〕光绪年间ꎬ日本人调查上海、汉口各

地的商帮ꎬ发现典当的朝奉(即掌柜)ꎬ“其非由

徽人担任者ꎬ几于无有”ꎮ 冯剑辉研究表明ꎬ近代

上海杨浦、黄浦、南市、奉贤、松江等地ꎬ很多地方

都有徽商经营的典当ꎬ松江县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ꎬ先
后开过 ２９ 家典当ꎬ几乎全由徽州人开设ꎮ １９４４
年上海典当业同业公会 ８７０ 户会员中ꎬ徽州帮占

１５１ 户ꎮ 近代上海徽州典商特点是数量多ꎬ分布

密ꎬ资金雄厚ꎬ实力坚强ꎬ地位突出ꎮ〔１５〕

木业ꎮ 徽州是江南重要木材输出地ꎮ 唐代

以后ꎬ中国经济重心南移ꎬ特别是南宋王朝定都

于临安(杭州)以后ꎬ新都城建设需要大量木材ꎬ
徽州近水楼台ꎬ木业迅速发展起来ꎮ 明清时期ꎬ
徽州木业继续兴盛ꎬ木材资源地从徽州本土扩展

到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上游的云贵川地区ꎬ木
材消费市场则主要在长江下游ꎬ南京、杭州是两

大集散地ꎮ 木业商人在徽州六邑中相当普遍ꎬ但
以婺源人最为著名ꎮ 婺源木商从徽州运出木材ꎬ
主要通过水道ꎬ一是由严州通过新安江至浙江ꎬ
二是由绩溪通过青弋江及水阳江ꎬ再到达江南各

地ꎮ 婺源木商生意做大以后ꎬ取木并不局限于徽

州ꎬ还派人到浙江、福建等地伐木ꎮ 明清时期ꎬ特
别是开埠以后ꎬ随着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ꎬ沪上

建筑需要大量木材ꎮ 上海南市董家渡—南码

头—陆家浜路一带ꎬ民国时期有“十里长街百家

木客”之称ꎮ 据 １９１２ 年木业界同业集会时记载ꎬ
当时参加木业公所的会员有 １６ 家木行ꎬ均集中

于南市外马路一带ꎮ 至 １９２３ 年ꎬ南市木行街已

有元亨、仁丰、聚丰等 ３０ 家木行ꎬ内有 １０ 家木商

自置木船 ２９ 艘往来于闽沪之间ꎮ 其中ꎬ资力雄

厚、牌子最老ꎬ首推婺源胡氏ꎬ其先世经营徽杉ꎬ
运销杭嘉湖地区ꎬ上海开埠后ꎬ到南市创立胡裕

昌木行ꎮ 胡氏有六子ꎬ由六房胡执卿继任经营ꎬ
筹资造船ꎬ运销杉木ꎮ 胡执卿之子胡义儒、胡文

儒又合资设瑞昌木行发展父业ꎮ 胡家运销木材

致富ꎬ成为闻名遐迩的木业巨子ꎮ〔１６〕

餐馆业ꎮ 徽菜是上海主要菜系之一ꎬ与京、
扬、宁、粤并称为沪上五大帮ꎮ 近代上海著名的

徽馆ꎬ有大东门的大辅楼ꎬ小东门的醉白园ꎬ老西

门外丹凤楼(后改大富贵)ꎬ海宁路口的海华楼ꎬ
九江路的太和园ꎬ福州路的中华第一楼等ꎮ 从

１８９４ 年到 １９２４ 年ꎬ绩溪人就在上海开办了 ５６ 家

徽馆ꎬ从业人数两千多人ꎮ〔１７〕 来自绩溪的徽厨ꎬ
用精湛的技艺烹饪出的徽菜别具风味ꎬ深受顾客

的青睐ꎬ其名肴有杨梅园、凤回巢、沙地鲫鱼、银
芽山鸡、火腿炖边笋、松鼠熘黄鱼等ꎮ

墨业ꎮ 以徽墨为代表的“文房四宝”ꎬ在上

海很受欢迎ꎮ 所谓四宝ꎬ即纸笔砚墨ꎬ史称四宝

之中有三项数徽州第一ꎬ即澄心堂纸、李廷珪墨、
龙尾砚ꎮ〔１８〕明清时期ꎬ徽商在上海经营的文房四

宝独擅市场ꎬ尤以徽墨为最ꎮ 上海著名徽墨店ꎬ
多设在县城内四牌楼及河南路一带ꎮ 胡开文、曹
素功、詹大有、二妙堂等ꎬ都是徽墨名店ꎮ 徽商在

上海经营纸张贸易者也很多ꎮ 徽人方德宣从各

纸店中收集废纸ꎬ用以加工再生纸ꎮ 这一行当竟

使他发财致富ꎬ被誉为“纸边大王”ꎮ
除了以上六个商业门类ꎬ随着近代上海城市

的繁荣ꎬ分工细化ꎬ行业增多ꎬ徽商营业范围也随

之扩展ꎬ诸如歙县人经营京广杂货ꎬ黟县人经营

草货、皮革、绸缎ꎬ休宁人经营衣庄ꎬ婺源人经营

漆业ꎬ在各行各业中都很有地位ꎮ 此外ꎬ房地产

业、纺织业、粮食业等ꎬ也多有徽商涉足ꎮ 还有一

批人成为洋行买办ꎬ婺源人吴懋鼎为上海汇丰银

行买办ꎬ绩溪人胡寄梅先后担任英商中华汇理银

行、英商有利银行、英商怡和洋行、华俄道胜银

行、比利时华比银行买办ꎻ胡二梅担任信义洋行

买办ꎬ歙县人程德成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ꎬ歙县

人周宗良(祖籍歙县ꎬ生于宁波)任德商谦信洋

行买办ꎮ
近代上海工业方面ꎬ安徽人经营的不算多ꎬ

但有一些颇有影响ꎬ最突出的是阜丰面粉公司ꎮ
这家公司由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于 １８９８ 年(光绪

二十四年)创办ꎬ在苏州河畔莫干山路ꎬ是中国第

一家较大规模的机制面粉企业ꎮ 公司于 １９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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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ꎬ到 １９１３ 年ꎬ每年赢利均在 １０ 万两左右ꎬ以
后不断发展ꎬ到了 １９３６ 年日产面粉达 ２６０００ 包ꎬ
１９３７ 年又扩建 ２４０００ 吨自动化圆筒仓库ꎬ成为当

时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面粉厂ꎮ 孙氏兄

弟为安徽寿州(今寿县)人ꎬ其叔祖为咸丰朝状

元、两朝帝师孙家鼐ꎬ父亲是江苏候补道孙传樾ꎬ
母亲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ꎮ 孙

家是寿县远近闻名的大地主ꎬ人口众多ꎬ在寿县

约占有一半土地ꎬ故有“孙半城”之称ꎮ〔１９〕

近代上海开办工厂的安徽籍资本家不多ꎬ但
在上海工作的安徽籍工人不少ꎬ其中比较集中的

是纺织行业ꎮ 据 １９３０ 年的一份调查ꎬ上海纺织

厂工人按籍贯分ꎬ江苏第一ꎬ上海第二ꎬ安徽排第

三位ꎮ 在许多纺织厂中ꎬ特别是日商纺织厂中ꎬ
安徽籍通常高于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省ꎮ〔２０〕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ꎬ正如调查资料所显示ꎬ“在
上海开办的最多的日商纱厂里ꎬ主要集中了苏北

籍和安徽等省籍的工人ꎮ 这些工人在上海缺少

亲戚好友关系ꎬ他们都是应招进厂ꎬ况且日商厂

比较苦ꎬ压迫也较深ꎬ使一般人望而生畏ꎮ 而相

比之下ꎬ苏北、安徽等籍工人因原籍地都较贫困ꎬ
天灾人祸不断ꎬ故大都较能吃苦耐劳ꎬ来上海后

又大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ꎬ因此ꎬ集中在日商纱

厂中较多”ꎮ〔２１〕１９４６ 年中纺一厂职工中ꎬ江苏籍

２６２８ 人ꎬ占 ８３. ４％ ꎻ安徽籍 １７０ 人ꎬ占５. ４％ ꎻ浙
江籍 １６０ 人ꎬ占 ５. １％ ꎻ其余的还有山东、湖北、河
南、河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工人ꎬ但比例都很

低ꎮ〔２２〕

(二)教育文化系统

商儒兼重ꎬ文教昌明ꎬ是安徽一大传统ꎮ 光

绪末年ꎬ安徽学者胡郁文曾历述明清以来安徽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非凡成就与显赫地位ꎬ激励寓

沪安徽人继承先贤ꎬ光大传统ꎬ再造辉煌ꎮ 他说:
试以我安徽近世史证之ꎬ婺源江愼修精

研音律ꎬ而创为传声术ꎬ近世讲音乐传电信ꎬ
均不能越其范围ꎻ宣城梅勿菴劬力于天算ꎬ所
着算书八十余种ꎬ近世畴人子弟孰不瓣香奉

之ꎻ乾嘉之朝ꎬ士大夫争慓汉学ꎬ其时尤表表

者ꎬ如休宁戴东原ꎬ歙县凌次仲ꎬ均以考订名

物制度ꎬ卓然称大师ꎬ设生今日物质文明之

时ꎬ非科学界之巨子耶! 文学则海峰惜抱ꎬ为
一代泰斗ꎬ天下言文章者莫不皈依顶礼姝姝

然称桐城派ꎮ 洪杨之祸ꎬ李文忠以儒生起淮

上ꎬ卒能戡大难ꎬ建勋伐ꎬ尤足为军事界特色ꎮ
呜呼ꎬ几多奇才硕士ꎬ相联襼接踵于百余年

间ꎬ其时外界之刺激ꎬ固不若今日文化之输

入ꎬ又不若今日而竟能怀瑰抱树伟绩ꎬ若此吾

辈思之ꎬ宜何如龙睇虎视ꎬ踔厉奋发ꎬ以与诸

先哲人抗手争席而为安徽未来之历史ꎬ留一

纪念之片影耶!〔２３〕

近代寓沪安徽人继承了商儒兼重的传统ꎬ在
文化教育方面有突出表现ꎮ 诚如胡适所说:“由
于长住大城市ꎬ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ꎬ
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ꎮ 徽州人的子弟由

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ꎬ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

地的学校要好得多ꎬ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ꎬ他们

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ꎮ 因此在中古以后ꎬ有些徽

州学者———如 １２ 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ꎬ尤其

是 １８、１９ 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

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

高的位置ꎬ都不是偶然的”ꎮ〔２４〕

寓沪安徽人在教育文化方面一大贡献ꎬ是创

办或资助兴办一批学校ꎮ 这些学校主要有上海

广方言馆、格致书院、上海安徽中学、持志大学ꎬ
其中有的是面向安徽人的ꎬ更多的是面向整个社

会的ꎮ
奏请创办上海广方言馆ꎬ是寓沪安徽人一大

贡献ꎮ １８５６ 年至 １８６０ 年ꎬ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再次惨败ꎮ 战败的一大原因ꎬ是中国不了解

外国情形ꎬ不了解世界大势ꎬ无法做到知己知彼ꎮ
战争结束以后ꎬ开办外语学校、培养涉外人才的

事宜ꎬ被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ꎮ １８６２ 年ꎬ京师同

文馆创办ꎮ １８６３ 年ꎬ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

海开办同类学校ꎮ 朝廷迅即批准ꎬ广方言馆破土

兴建ꎮ 这所学校历时 ４２ 年ꎬ到 １９０５ 年停办ꎬ是
上海由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ꎬ是极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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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的学校ꎬ也是晚清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中

(另一所是设在广州的广东同文馆)成就最大的

一所ꎮ 该校培养的学生遍于国中ꎬ涉及外交、教
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ꎬ其中汪凤藻等

９ 人位至公使ꎬ陆徵祥、胡惟德位至外交总长ꎬ并
代理过国务总理ꎮ 广方言馆办理过程中ꎬ领导与

管理层面上ꎬ有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ꎬ即李鸿章、
冯桂芬与涂宗瀛ꎮ 李鸿章是创意者ꎬ最为关键ꎮ
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官员中发此先声ꎬ在于他在办

理洋枪队过程中ꎬ在与西洋人接触过程中ꎬ深切

地感受到了解外国情势、了解世界大势的重要

性ꎬ深感开眼看世界的迫切性ꎮ 冯桂芬在学校章

程制订、课程安排、教习聘用方面ꎬ为具体执行

人ꎮ 学校规模的扩大ꎬ则成于涂宗瀛ꎮ 学馆最初

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后ꎬ敬业书院之西ꎬ规模较

小ꎮ １８７０ 年ꎬ上海道兼江海关道涂宗瀛将其移

入江南机器制造局ꎬ规模大为扩展ꎮ 冯桂芬是苏

州人ꎬ为李鸿章幕僚ꎻ涂宗瀛是安徽六安人ꎬ为李

鸿章部下ꎬ是在李的力荐下得任上海道台的ꎮ 所

以ꎬ上海广方言馆的创设与管理ꎬ安徽人作用最

为关键ꎮ
鼎力支持上海格致书院ꎬ是安徽人在近代上

海教育文化方面的另一大贡献ꎮ 格致书院成立

于 １８７６ 年ꎬ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中外

士绅协力创办的ꎮ 这是一所专门展示、介绍、普
及近代科学知识的学校ꎬ经费由中外人士共同筹

集ꎬ管理人员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ꎬ徐寿、傅兰

雅、王韬、赵元益、潘慎文是这一书院不同时期的

实际主持人ꎮ 这是晚清专事科学知识普及教育

最为著名的学校ꎬ也是洋务运动时期酝酿、讨论、
传播变法思想最为集中的学校ꎮ〔２５〕 该校得以创

办并长期维持ꎬ得力于两股力量ꎬ一股是麦华陀、
傅兰雅等西方在沪有识之士ꎬ一股是以李鸿章为

首的开明官绅ꎮ 书院开办经费中ꎬ两位安徽籍的

总督ꎬ即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出力

最大ꎬ捐款都在千两以上ꎮ 书院匾额 “格致书

院”四个大字ꎬ由李鸿章亲自书写ꎮ 书院日常运

作经费ꎬ特别是书院举办以西学、洋务为核心内

容的论文征集、课艺出版经费ꎬ主要靠上海、天
津、宁波、青岛等沿海开明官员资助ꎮ 这些官员

大多是李鸿章幕僚ꎬ很多人是安徽籍ꎬ诸如ꎬ盛宣

怀ꎬ登莱青道ꎬ李鸿章幕僚ꎻ吴引孙ꎬ宁绍道台ꎬ安
徽歙县人ꎻ聂缉槼ꎬ上海道ꎬ湖南衡山人ꎬ曾国藩

女婿ꎻ龚照瑗ꎬ上海道ꎬ合肥人ꎻ薛福成ꎬ浙江按察

使ꎬ江苏无锡人ꎬ李鸿章幕僚ꎻ胡燏棻ꎬ天津道ꎬ安
徽泗州人ꎻ邵友濂ꎬ上海道ꎬ浙江余姚人ꎬ李鸿章

姻亲ꎬ李的侄女嫁给邵的儿子为妻ꎻ周馥ꎬ天津

道ꎬ安徽建德人ꎬ李鸿章幕僚ꎻ李正荣ꎬ登莱青道ꎬ
合肥人ꎬ李鸿章表弟ꎻ刘麒祥ꎬ上海道ꎬ湖南湘乡

人ꎬ湘军刘蓉之子ꎬ曾国藩姻亲ꎮ 书院课艺获奖

的学生ꎬ也有不少是安徽籍ꎬ如左忠训(桐城)、
张玠(桐城)、单秉钧(滁州)、李国英(合肥)、李
经邦(合肥ꎬ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子)ꎮ〔２６〕 可以

说ꎬ格致书院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以淮系官绅

为主体的开明官绅鼎力支持下开办的新式学校ꎮ
安徽人在上海所办的另一著名学校ꎬ是何世

桢(１８９５—１９７２)、何世枚(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兄弟创

办的持志大学ꎮ 何氏兄弟为安徽望江人ꎬ著名盐

商后裔ꎬ其祖父辈移居上海ꎮ 何氏兄弟均在上海

接受教育ꎬ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ꎬ留学美

国密西根大学ꎬ获法学博士学位ꎬ归国后ꎬ开办律

师事务所ꎮ １９２４ 年ꎬ他们在东体育会路创办持

志大学ꎬ附设中学部ꎮ 大学设中文、政治、英文、
商科四个学系ꎬ１９２５ 年开学ꎬ有 １０ 个班ꎬ学生

４６０ 人ꎬ后增设法律系ꎮ １９３０ 年ꎬ因无理科而改

名持志学院ꎮ １９３１ 年ꎬ移址水电路新校区ꎬ规模

大为扩展ꎮ １９３２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ꎬ水电

路校舍毁于日军炮火ꎬ学院移址续办ꎮ 这是一所

典型的私立大学ꎮ 创办经费是何氏家族世代积

累的财富ꎮ 学校创办时ꎬ何氏兄弟郑重地将其祖

父何芷舠尊为创办人ꎬ父亲何声焕为继志创办

人ꎮ 取名“持志”ꎬ取何芷舠(字汝持)字号中的

“持”字ꎬ但推原其始ꎬ则出于婺源籍理学家朱熹

自定的“六步读书法”ꎬ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最

后两字ꎮ 该校以何世桢为校长ꎬ何世枚为教务

—９８—

安徽人与长三角一体化



长ꎬ何世模(何世桢大哥)为总务长ꎮ 何世桢是

国民党重要成员ꎬ精力多放在政治方面ꎬ故校务

主要由何世枚负责ꎮ 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

后ꎬ校舍再次遭毁ꎮ 何世桢率师生共同努力ꎬ或
重新建设ꎬ或赁屋上课ꎮ １９４０ 年停办ꎮ 持志教

学讲求质量ꎬ法学、国文尤为突出ꎮ 近代上海法

学人才在全国首屈一指ꎬ其来源分四大门派ꎬ持
志为其一ꎬ另三个门派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

法政学院和上海法学院ꎮ 持志法学出名ꎬ与何氏

兄弟均为归国法学留学生有关ꎬ与他们在法学界

重要地位有关ꎬ何世桢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

法院院长ꎮ 持志可以聘请很好的法学教授ꎮ 曾

担任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倪征燠便在此校任

教ꎮ 著名学者陈望道、姚明辉、胡朴安、胡寄尘、
曹聚仁等ꎬ都曾在此任教ꎮ 持志毕业的日后卓有

成就的学生有顾廷龙、胡道静、吴组缃等ꎮ 持志

并非专门为安徽人所设ꎬ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ꎬ
但因创办人的安徽背景ꎬ故学校教师、学生不少

是安徽人ꎮ 胡道静(泾县)、吴组缃(泾县)是安

徽人ꎬ教员胡朴安是安徽人ꎬ为胡道静伯父ꎮ 何

氏家族的何世棻在持志大学附中任中学部主任ꎬ
何世模之女何祚娴先后在持志大学附中和持志

大学读书ꎮ
寓沪安徽人在教育文化方面另一贡献ꎬ是创

办了一批专为教育安徽子女的学校ꎬ包括上海安

徽中学ꎬ徽州旅沪同乡办的新安学校、徽宁学校、
歙县私立小学、职业夜校与补习学校ꎬ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上海安徽中学ꎮ 该校初名安徽旅沪公

学ꎬ１９０７ 年 １ 月成立ꎬ设预科、本科二级ꎬ并附设

师范科ꎮ 校址初设老垃圾桥ꎬ后几经迁徙ꎬ最后

设在闸北中兴路ꎮ 校长初为定远人方守六ꎬ１９２１
年后为南陵人李振亚ꎮ １９２３ 年ꎬ其中学部第一

届学生毕业ꎬ«申报»曾有专门报道ꎮ 这是一所

颇有规模、也注重质量的学校ꎬ成立以后ꎬ上海学

界每有重要活动ꎬ包括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有

该校师生参加ꎮ 旅沪安徽团体开会ꎬ安徽籍重要

官员抵沪ꎬ该校都有代表出席ꎮ １９３１ 年改名私

立上海安徽中学ꎬ改由英山人李次山任校长ꎮ

１９３７ 年因“八一三”事变爆发而停办ꎮ 该校经费

来源中ꎬ不动产(校址)由安徽旅沪同乡会补助ꎬ
日常费用来自安徽同乡会补助、学费收入、校董

会筹措ꎮ 校董有许世英、高一涵、郑通和、章益等

旅沪安徽名人ꎮ
在上海教育系统担任教职的安徽人ꎬ群星璀

璨ꎬ不胜枚举ꎮ 诸如ꎬ执教于复旦大学的教授有:
章益(滁州)ꎬ复旦大学教授、校长ꎻ陈传璋(怀
宁)ꎬ数学系教授、主任ꎻ杨武之(合肥)ꎬ数学系

教授ꎬ杨振宁父亲ꎻ方令孺(桐城)ꎬ中文系教授ꎻ
胡裕树(绩溪)ꎬ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ꎻ金悫(滁县)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物理学

教授ꎻ陶延桥(芜湖)ꎬ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

化学系教授ꎮ 执教于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与华东

师范大学的教授有:谢循初(当涂)ꎬ光华大学心

理学教授、教育系主任ꎬ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ꎻ汪
英宾(婺源)ꎬ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光华大

学与沪江大学报学系教授、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

授ꎻ黄敬思(芜湖)ꎬ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ꎻ束世澂(芜湖)ꎬ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教授ꎻ洪范五(绩溪)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长ꎻ陈誉(芜湖)ꎬ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系主

任、教授ꎻ史存直(合肥)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ꎻ黄仲苏(舒城)ꎬ华
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ꎻ周煦良(至德)ꎬ
文学翻译家、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ꎮ 此外ꎬ樊映

川(舒城)ꎬ上海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数学系教

授ꎻ汪倜然(黟县)ꎬ中国公学国文教授、中华艺

术大学英文及西洋文学教授ꎻ胡朴安(泾县)ꎬ上
海大学、持志大学教授ꎻ洪野(歙县)ꎬ上海美术

专科西画教授ꎬ上海大学美术科主任ꎻ蒋光慈(霍
邱)ꎬ上海大学教授ꎬ著名作家ꎻ范任(桐城)ꎬ就
读上海震旦大学文科ꎬ留学比利时ꎬ归国后任教

于震旦大学ꎻ汪育春(黟县)ꎬ上海财政经济学院

教授ꎻ程门雪(婺源)ꎬ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ꎻ
谭声乙(合肥)ꎬ华东纺织工学院力学教研室主

任ꎮ 至于胡适(绩溪)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陶行

知(歙县)创办生活教育社及上海工学团等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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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世人所熟知ꎬ不具述ꎮ
近代上海文化方面ꎬ包括新闻、出版、文学、

艺术等ꎬ是寓沪安徽人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ꎮ 影

响最大的是怀宁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ꎬ绩溪

人汪孟邹创设亚东图书馆ꎬ在近代出版史、红色

文化史上ꎬ都是必然重点论述的人与事ꎮ 汪孟邹

之侄也是上海出版名家ꎮ
歙县人王旡生为«神州日报» 编辑、«天铎

报»编辑ꎬ参与创办«独立周报»ꎻ余空我任«新闻

报»社会科主编ꎻ王仲奇为著名中医师ꎬ擅治内伤

杂病ꎻ严工上ꎬ著名作曲家兼演员ꎬ与黎锦光、陈
歌辛、姚敏、梁乐音等齐名ꎬ精通昆曲ꎬ出演过«一
江春水向东流»等百余部影片ꎬ其女严月娴ꎬ亦为

演员ꎬ主演过«春蚕» «春之花»等影片ꎻ周剑云ꎬ
明星影片公司经理ꎻ叶以群为左联著名文化工作

者ꎬ主编或参编«青年文艺» «文艺阵地» «文联»
等进步刊物ꎻ程璋ꎬ著名画家ꎬ“豫园书画善会”
发起人之一ꎻ黄宾虹为近代山水画一代宗师ꎬ著
名书法家ꎬ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校长ꎻ许光辉(后改

名许如飞)创办上海飞达凹凸彩印厂ꎮ
绩溪人章衣萍参办«语丝»杂志ꎬ任上海大

东书局总编辑ꎮ
婺源人汪汉溪长期担任«新闻报»总理ꎬ是

上海新闻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ꎬ其子汪伯

奇、汪仲卫ꎬ分别担任«新闻报»总经理、协理ꎻ汪
英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习毕业后ꎬ曾任申

报馆协理ꎬ«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ꎻ汪优

游ꎬ著名话剧演员ꎬ创作的独幕剧«好儿子»是五

四运动后最初创作的话剧剧本ꎬ风行一时ꎮ
桐城人胡璋ꎬ颇有影响的画家ꎬ创办 «苏

报»ꎻ吴芝瑛ꎬ与秋瑾同办«中国女报»ꎻ潘玉良ꎬ
著名画家、雕塑家ꎻ李萍倩ꎬ电影导演ꎬ成长于上

海ꎬ１９４９ 年后活跃于香港ꎮ
安庆人程小青为翻译家、文学家ꎬ翻译英国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ꎬ担任上海世

界书局«侦探世界»半月刊编辑ꎬ创作«霍桑探

案»小说多部ꎬ编写«董小宛»«雨夜枪声»等多部

电影剧本ꎻ陈撄宁为道教界著名人士ꎬ曾任上海

仙学研究院教授ꎮ 休宁曹志功创办三日刊小报

«中报»ꎬ并任«申报»«晨报»编辑ꎻ余大雄为«神
州日报»编辑、小报«晶报»主笔ꎻ舒绣文(安庆)ꎬ
著名演员ꎬ主演«民族生存»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进步电影ꎮ

芜湖人王莹ꎬ著名演员ꎬ曾在上海艺术剧社、
明星电影公司多部电影中担任主演ꎬ出演«赛金

花»«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中主角ꎬ闻名遐迩ꎮ 无

为人王淑明、田间为左联作家ꎮ
合肥人范鸿仙ꎬ先后参与«神州日报»«民呼

日报»«民吁日报» «民立报»ꎬ任主笔或社长ꎬ为
革命党中著名报人ꎻ龚澎ꎬ幼年随父寓居上海ꎬ毕
业于圣玛利亚女子中学ꎬ后曾回母校任教ꎬ１９３８
年赴延安ꎬ长期跟随周恩来工作ꎬ历任«新华日

报»记者、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新闻组组长ꎬ在香港

主编«中国文摘»ꎻ顾守熙ꎬ上海天主教界名人、
震旦大学法学教授ꎮ

天长人卜万苍ꎬ为著名摄影师与电影导演ꎬ
历任大中华、明星影片公司摄影师ꎬ民新影片公

司剧务主任兼导演ꎬ联华影业公司、新华影片公

司等多家影片公司导演ꎻ铜陵人刘棣怀为围棋高

手ꎮ
至德人周叔迦ꎬ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ꎬ

后转向佛学ꎬ为佛教界名人ꎬ任中国佛教学院副

院长兼教务长ꎬ被印度摩阿菩提会推为终身会

员ꎻ周今觉ꎬ既是数学家ꎬ又是中国集邮界的顶级

人物ꎮ
太湖人赵朴初ꎬ佛教界著名人士ꎬ历任中国佛

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ꎮ
泾县人胡朴安、胡道静、潘序祖等都是著名

学者ꎻ旌德人周而复是著名作家ꎮ
近代安徽人才分布ꎬ南方文人多ꎬ北方武人

多ꎮ 因着政治的因缘ꎬ由李鸿章—袁世凯—皖系

军阀的脉络ꎬ皖中、皖北的武人ꎬ发展空间多在天

津、北京一带ꎬ徐树铮、段芝贵、倪嗣冲、姜桂题、
吴光新等ꎬ都主要在北方发展ꎮ 但是ꎬ由于上海

城市极大的包容性ꎬ也由于上海与安徽的历史联

系、距离较近ꎬ一些靠军功起家的安徽官员ꎬ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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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海作为居留地ꎬ或者作为其家人的居留

地ꎮ 李鸿章之孙李国杰、李国焘ꎬ淮军将领刘秉

璋之子刘体智ꎬ周馥之孙周今觉、重孙周煦良等ꎬ
吴长庆之子吴葆初ꎬ龚照瑗之子龚心钊ꎬ均定居

上海ꎮ
近代上海有时候有政治避难所的功能ꎮ 有

些本不在上海生活的政客ꎬ当其他地方难以安身

时ꎬ也会选择上海作为避难之所或最后归宿之

地ꎮ 合肥人段祺瑞在北方政治失势以后ꎬ最后便

到上海做起寓公ꎬ研究佛法ꎬ颐养天年ꎮ 皖系军

阀另一重要人物、萧县人徐树铮ꎬ也曾在政治失

意时ꎬ即 １９２２ 年至 １９２４ 年之间ꎬ在上海隐居将

近两年ꎮ

三、政治贡献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而特殊的政治舞台ꎬ
是很多安徽人抒发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抱负、进
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ꎮ

关于安徽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ꎬ有人概括

为:“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ꎻ没有胡适

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ꎻ没有陈独秀就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ꎮ” 〔２７〕 这固然是极而言之ꎬ
也言过其实ꎮ 但是ꎬ如果对三人影响范围与程度

加以适当限制ꎬ改为:如果没有李鸿章则洋务运

动历史就将重写ꎬ没有陈独秀则中国共产党创建

史就将重写ꎬ没有胡适则新文化运动历史就将重

写ꎮ 这个说法ꎬ就经得起推敲了ꎮ 这三人开展的

这三项活动ꎬ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ꎬ都与上海密

切相关ꎬ或者说ꎬ都是从上海起步的ꎮ 仅此ꎬ已足

以说明近代安徽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动ꎬ在中

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何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ꎮ
近代上海在很长时间里ꎬ是中央政府权力难

以充分施展的地方ꎬ即所谓法外之地ꎬ这使得发

生在上海许多事件ꎬ每每具有放大效应与特殊功

能ꎬ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政治漩涡中心ꎮ «新青

年»创办ꎬ新文化运动开展ꎬ中国共产党成立ꎬ中
国国民党成立ꎬ五卅运动爆发ꎬ中共地下党活动ꎬ
“一二八”事变ꎬ“八一三”事变ꎬ左联文化活

动ꎬ多个民主党派的活动ꎬ这些都发生在上海ꎬ又
都是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ꎮ 作为近代中国

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力量ꎬ安徽人在每一事件

中都有非凡表现与重要影响ꎬ诸如陈独秀、胡适、
柏文蔚、张治中、王明、王稼祥、柯庆施、李克农ꎬ
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蒋光慈、张恺帆、阿英、刘王

立明、章伯钧等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都

非同一般ꎮ
述及寓沪安徽人政治方面的作为与影响ꎬ不

能不说到上海大学ꎮ
上海大学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经办的大学ꎬ

大学的骨干力量是邓中夏、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

人ꎬ大学的办学宗旨、系科设置、教员聘请ꎬ也主

要是由共产党人决定的ꎮ 当时有“文有上大、武
有黄埔”之说ꎬ上大与黄埔并提ꎮ

上海大学师生来源ꎬ有个突出现象ꎬ就是安

徽人特多ꎮ 教师当中ꎬ高语罕(寿县)、蒋光慈

(霍邱)、尹宽(桐城)、阮永钊(芜湖)ꎬ都是安徽

人ꎬ都是共产党员ꎮ 非中共党员的教师ꎬ何世祯

(望江)、何世枚(望江)、朱湘(太湖)、洪野(歙
县)、胡朴安(泾县)、吴志青(歙县)ꎬ都是安徽

人ꎮ 上海大学的学生来自安徽的相当多ꎮ 据研

究ꎬ从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ꎬ即上海大学

存在的不到五年的时间里ꎬ大学部各系毕业 １９
班ꎬ毕业学生 １３０２ 人ꎬ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四
川、福建、广东、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学生较

多ꎬ安徽籍学生总数(至少 １５１ 人)排名第三ꎮ〔２８〕

这与上海城市移民的省份结构吻合ꎮ 考其原因ꎬ
主要三点ꎬ一是地缘ꎬ安徽与上海距离较近ꎮ 二

是人缘ꎬ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ꎬ
创办人主要是安徽人ꎬ校长王理堂(安徽人)ꎬ校
务长陈 武(河南人)、会计汤石庵(安徽人)ꎬ教
员胡朴安(泾县)、汪仲山(婺源)等ꎮ 新文化运

动领袖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ꎬ这对安徽学生

特有号召力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ꎬ陈独秀相当

注意做安徽知识分子的工作ꎬ柯庆施就是在他的

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ꎮ 恽代英、萧楚女等人ꎬ
多次到安徽宣城、芜湖等地教学、演讲ꎬ领导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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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活动ꎬ吸引了一批安徽青年ꎮ 第三ꎬ学费低

廉ꎬ改为上海大学后ꎬ对一些困难学生免费ꎬ这对

来自皖中、皖北的安徽学生很有吸引力ꎮ 东南高

等专科师范学校招生的时候ꎬ打着陈独秀等人的

旗号ꎬ〔２９〕招收的第一批学生ꎬ以安徽人为主ꎬ占
一半以上ꎮ 寿县人孙多森、孙多鑫兄弟所办阜丰

面粉厂ꎬ是当时上海最大面粉厂ꎬ所招职工绝大

多数为安徽人ꎬ工厂就在闸北ꎮ 这为安徽籍学生

特别是寿县籍学生就读上大ꎬ提供了方便ꎮ
在上海大学浓郁的革命氛围熏陶下ꎬ许多安

徽籍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ꎮ 据统计ꎬ上大安徽

籍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有 ３８ 人ꎮ 在离开上海大学

以后ꎬ他们奔赴全国各地ꎬ有的考入黄埔军校ꎬ如
许继慎、曹渊、杨溥泉、吴震等ꎻ有的远赴莫斯科

中山大学深造ꎬ如王稼祥、朱怀德、方运炽、孟庆

树(王明妻子)等ꎻ有的返回安徽从事革命活动ꎬ
如王步文、薛卓汉、王绍虞、周传业、周传鼎、俞昌

准等ꎻ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

动ꎬ如吴霆在东北、黄天伯在豫西、徐梦周在陕西

等ꎮ〔３０〕

述及寓沪安徽人政治方面的作为与影响ꎬ不
能不提到新四军的因素ꎮ 新四军总部在江南ꎬ先
是在安徽泾县ꎬ后来进入江苏盐城ꎬ其活动主要

在江南地区ꎬ就在上海周围ꎮ 上海与新四军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ꎮ 新四军官兵有相当部分来自安

徽ꎬ其中不少与上海有关ꎬ有的先前活跃在上海ꎬ
有的日后生活在上海ꎮ

四、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安徽人在上海ꎬ不能不说到安徽人在长

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ꎮ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ꎬ是 ２０１８ 年正

式确立的ꎬ但是ꎬ长三角一体化作为一项地区性

社会活动ꎬ并非始于近些年ꎬ而是由来已久ꎬ有个

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ꎮ
任何区域一体化ꎬ都是区域内各种要素进行

整合的过程ꎮ 这种整合ꎬ基于两个基本条件ꎬ一
是资源禀赋差异性ꎬ二是资源整合可行性ꎮ 就资

源禀赋差异性而言ꎬ长三角地区地形多样ꎬ有山

地、丘陵、平原、湿地ꎬ有湖泊、大江、小河ꎬ平原中

有的含碱性高ꎬ有的含碱性低ꎮ 这种差异性ꎬ使
得区域内物产呈现多样性特点ꎬ有利于区域内经

济品种专业化的提高ꎮ 就资源整合可行性而言ꎬ
只要区域内没有不可逾越的山川障碍ꎬ只要生产

力(包括交通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ꎬ在以互通

有无为核心内涵的自发秩序驱动下ꎬ人们便会朝

着一体化方向行进ꎮ
历史上ꎬ自宋代以后ꎬ产业方面ꎬ特别是明清

时期ꎬ长三角区域内就形成了产粮区、桑蚕区、植
棉区、制盐区有机分工ꎬ这是区域内自发整合的

结果ꎮ 交通方面ꎬ从杭州到扬州运河的开通ꎬ太
湖流域多项水利工程的实施ꎬ沪宁铁路、沪杭甬

铁路的开通ꎬ多条公路的建设ꎬ长三角区域内河

航线轮船的运行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长三角一体

化的自发努力ꎮ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地区内的

人员流动ꎬ包括商人、学人、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

人员ꎬ出于发展需要在区域内的频繁流动ꎬ诸如

徽商到杭州、苏州、常州、扬州、上海等地创业ꎬ绍
兴师爷到江苏、安徽等地发展ꎬ特别是近代宁波、
温州、绍兴、无锡、常州、合肥、安庆等地难计其数

的商人、学人到上海谋发展ꎮ 产业分工、交通发

展、人员流动ꎬ所有这些ꎬ都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的自发表现ꎮ
在此过程中ꎬ安徽人作用尤为突出ꎬ表现为

灵动性、亲和性与创新性三个特点ꎮ
就灵动性而言ꎬ徽商是长三角地区最早的灵

动力量ꎮ 他们从大山里走出ꎬ或东或西ꎬ或南或

北ꎬ不畏险阻ꎬ艰苦创业ꎬ活跃在南京、扬州、杭
州、苏州、上海等地ꎬ经营盐、茶、木、布等项生意ꎮ
徽商的活动ꎬ促进了区域内商品流通ꎬ刺激了区

域内专业化生产ꎬ实质上启动了区域一体化的进

程ꎮ 上面引述的胡适的那一段话ꎬ便从比较的角

度ꎬ说明安徽自然禀赋不及江浙ꎬ故安徽人较江

浙人更加积极进取ꎬ敢于冒险ꎬ“拼命的向外发

展”ꎮ〔３１〕这是安徽人较江浙人更早因商业而流动

的根本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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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亲和性而言ꎬ徽商随着商业的拓展ꎬ会在

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ꎬ南京、扬州、杭
州、苏州、上海等地ꎬ都有一些徽商留寓ꎮ 他们与

当地人和谐相处ꎬ甚至成为当地名门大户ꎮ 但

是ꎬ徽商又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ꎬ叶落归根

是其传统ꎮ 这样ꎬ徽商便成为沟通徽州与留寓之

地联系的桥梁ꎬ成为文化上的亲和因素ꎮ 程嘉燧

由休宁而杭州而嘉定ꎬ成为当地著名学者ꎬ胡适

先祖由绩溪而川沙而上海ꎬ胡雪岩由绩溪而杭州

而上海ꎬ汪立政及其后裔由绩溪而上海而苏州、
杭州等地ꎬ经营汪裕泰茶庄ꎬ都是安徽人富于亲

和性的突出表现ꎮ
就创新性而言ꎬ安徽人敢于流动ꎬ见多识广ꎬ

商儒兼重ꎬ也就善于创新ꎮ 以安徽人在上海经营

不算很多的工业而言ꎬ其创新特点也很鲜明ꎮ 孙

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阜丰面粉厂ꎬ之所以规

模大ꎬ质量好ꎬ长盛不衰ꎬ关键在于创新ꎮ 他们购

置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ꎬ使用最便宜的劳动力

(寿县劳动力成本比苏州、上海一带便宜)ꎬ制订

最严格的操作工艺与管理制度ꎬ生产出质量最好

的面粉ꎮ 该厂生产的“自行车”牌面粉ꎬ不仅在

上海及附近地区闻名ꎬ还畅销华北、华南等地ꎮ
为了与洋商生产的面粉竞争ꎬ该厂除了在包装重

量上超过洋粉、价格上低于洋粉之外ꎬ特别在面

粉质量上下功夫ꎮ 他们根据小麦的不同品种与

化学成分ꎬ如紫皮麦筋质高、粉色差ꎬ黄皮麦与白

皮麦粉色好、筋质低ꎬ合理搭配使用ꎬ规定了严格

的比例配制管理制度ꎮ 每批小麦进仓都经过化

验定性ꎬ在下麦入磨时按比例搭配ꎮ 为了防止各

种小麦在临入磨时混杂差错ꎬ他们将下麦工人编

成不同小组ꎬ穿不同颜色的背心ꎬ分别推送不同

品种小麦ꎬ按次序送料ꎮ 现场专设职员监督ꎮ 由

于该厂有先进的机器设备ꎬ制订了严格的工艺操

作与生产管理制度ꎬ保持了产品质量的长期稳

定ꎬ使自行车牌面粉深受用户欢迎ꎬ成为当时的

名牌产品ꎮ
灵动性、亲和性与创新性ꎬ三个特点相互促

进、相互支撑ꎬ使得安徽人在上海很多领域里ꎬ都

能出类拔萃ꎬ成就非凡ꎬ使得他们在长三角一体

化的过程中ꎬ起到了催化剂、粘合剂与创新源的

作用ꎮ

五、文化品格

寓沪安徽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ꎬ有如

此突出的表现与影响ꎬ是由安徽人群体品格ꎬ说
到底是由安徽文化决定的ꎮ 这主要有以下四点ꎬ
即勤劳笃实、识时顺变、商儒兼重与家国情怀ꎮ

勤劳笃实ꎮ 安徽人特别是徽州人ꎬ因山多地

少ꎬ自然禀赋较差ꎬ单靠务农难以维持正常生活ꎬ
只能另辟谋生渠道ꎬ于是四出经商ꎬ盐茶典木ꎬ皆
为营生对象ꎮ 陌生的环境ꎬ人地生疏ꎬ更需要勤

劳诚信等美德ꎮ 徽商中流传着“人宁贸诈ꎬ吾宁

贸信”的格言ꎬ〔３２〕“信”即诚信ꎬ信守诺言ꎬ诚实办

事ꎬ诚恳待人ꎬ童叟无欺ꎮ 对此ꎬ胡适有精当的解

释ꎮ 他说:“江浙一带ꎬ土地腴沃ꎬ出产富饶ꎬ居民

安土重迁ꎬ故富于保守性ꎬ而且因为生活过于丰

裕的缘故ꎬ不免流于懒惰ꎮ 徽州人非冒险进取ꎬ
不足自存ꎬ故拼命的向外发展ꎻ向外发展ꎬ若没有

特别优点ꎬ也不能得人欢迎的ꎬ于是对于商业上

必需的美德ꎬ如勤俭、耐劳苦、守信实不得不

加意讲求ꎮ 他们与江浙人两相比较之下ꎬ优劣自

见ꎬ各店铺之乐用徽州人ꎬ就是这个道理”ꎮ〔３３〕 这

种勤劳笃实的品格ꎬ被形象地称为“徽骆驼”ꎮ
识时顺变ꎮ 安徽是淮南王刘安、魏武帝曹

操、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ꎬ识时顺变在安徽文化

中有悠久的传统ꎮ 商人较农人ꎬ流动性大ꎬ接触

人多ꎬ见多识广ꎬ更为灵活ꎬ更知通变ꎮ 对于徽商

而言ꎬ勤劳笃实与识时顺变ꎬ并不矛盾ꎬ而是互为

因果ꎬ因为要面对恶劣的环境ꎬ必须脚踏实地ꎬ寻
求出路ꎮ 脚踏实地并不是株守故土ꎬ而是实事求

是ꎬ相机行事ꎮ 于是ꎬ十二三岁便外出学徒ꎬ寻找

发展机缘ꎮ 勤劳笃实由此外化为识时顺变ꎮ 而

识时顺变要取得成功ꎬ必须以勤劳笃实为基础ꎮ
个人发展如此ꎬ国家大事也如此ꎮ 李鸿章顺应时

代变动需求办理洋务ꎬ他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ꎬ已成为后人概述近代变局的标准用语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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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以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官僚家

世ꎬ转而经营现代工业ꎬ陈独秀发起创立中国共

产党ꎬ胡适揭橥新文化运动ꎬ都是识时顺变的举

动ꎮ 吴汝纶以科举正途之进士ꎬ不遗余力倡导西

学ꎬ为严复所译«天演论» «原富»等多种西书写

序ꎬ正是顺应时变的典型ꎮ 他为桐城学堂所书楹

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ꎬ合东西国学问

精粹陶冶而成”ꎬ横批“勉成国器”ꎬ显示的正是

安徽人顺应时变的路径与宗旨所在ꎮ
商儒兼重ꎮ 安徽是朱熹的故乡ꎬ一向崇文重

教ꎬ素有“东南邹鲁”之称ꎮ 这里产生过方以智、
梅文鼎、江永、戴震、俞正燮等星光灿烂的大学

者ꎬ出现过影响广远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与桐

城派古文ꎮ 浸润在这一传统中ꎬ寓沪安徽人高度

重视教育ꎮ 近代上海移民中ꎬ各地同乡组织都很

重视教育ꎬ但是ꎬ像寓沪安徽人这样ꎬ既有省一级

同乡组织办的学校ꎬ又有府一级、县一级同乡组

织办的学校ꎬ还有像上海大学、持志大学那样ꎬ虽
然没有打同乡组织的名号ꎬ但以招收安徽学生为

多的学校ꎬ这种情况并不多见ꎮ 以何世桢、何世

枚兄弟为代表的何氏家族ꎬ周馥的后裔周今觉、
周煦良等ꎬ均有多人留学海外ꎬ陈独秀、胡适、蒋
光慈、陶行知等ꎬ也都有留学经历ꎬ这都是商儒兼

重的表现ꎮ
家国情怀ꎮ 美学中有“距离产生美”的著名

命题ꎬ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

美等的过程中ꎬ保持适当距离ꎬ如时间距离、空间

距离和心理距离ꎬ能增强审美主体的审美效果ꎮ
这一命题移植到移民文化中ꎬ同样适用ꎮ 无论是

国内移民ꎬ还是国际移民ꎬ移民群体在离开原居

地ꎬ与故乡、故国保持一定距离以后ꎬ对故乡、故
国的思念、热爱之情ꎬ都会强烈许多ꎮ 月是故乡

明ꎬ人是故乡亲ꎬ华侨特别爱国ꎬ移民特别爱乡ꎬ
已是普遍现象ꎮ 富有经商传统的徽州人ꎬ在这方

面表现得尤为突出ꎮ 留寓上海的安徽人ꎬ家乡情

结特别浓重ꎮ 安徽每遇自然灾害、军阀侵扰ꎬ或
安徽人在某地受人欺凌ꎬ寓沪安徽人必率先伸出

援手ꎬ或捐款ꎬ或进行司法援助ꎮ

安徽人家乡情结浓重ꎬ一个突出案例是阜丰

面粉厂的经营ꎮ 孙多森、孙多鑫兄弟所办阜丰面

粉厂ꎬ创办资本 ３０ 万两银ꎬ全部来自孙氏家族及

其亲友ꎬ其中 ２０ 万来自孙氏家族ꎬ另外 １０ 万来

自其亲友ꎮ 面粉厂员工有 ９０％ 来自安徽ꎬ很多

工人是孙家先前的雇工ꎮ 公司的人事安排ꎬ除了

极少数系家族确实短缺的专业技术人员之外ꎬ其
余都是宗族内部人员ꎮ 公司六任厂长中ꎬ没有一

个聘用外人ꎮ 即使为培养一般管理人员而招收

的练习生和一般工人ꎬ也都是从孙氏族内亲友中

的所谓贫寒子弟和本乡佃农中选取ꎮ〔３４〕 需要指

出的是ꎬ家乡情结浓重并非安徽人特有ꎬ而是近

代上海移民社会的普遍现象ꎮ 上海很多机构、企
业ꎬ都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ꎮ 湘军将领

李兴锐、聂缉椝在掌控江南制造局时ꎬ局中所招

员工相当部分来自湖南ꎮ 湖南人聂云台、聂潞生

兄弟经营的恒丰纱厂ꎬ所培养或使用的工程师ꎬ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湘籍人ꎬ工人也大都是湘鄂

籍ꎮ 荣家企业所用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也多为

无锡人ꎬ但是ꎬ比较起来ꎬ阜丰厂所体现的家乡情

结尤为突出ꎮ
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ꎬ爱乡情感与爱国主义

是同一结构ꎬ不同的仅是所涉范围大小而已ꎮ 正

基于此ꎬ安徽人在近代各项爱国主义运动中ꎬ都
有突出表现ꎮ 上文述及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

的辟路前驱ꎬ陈独秀在建党活动中总揽全局ꎬ胡
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振臂一呼ꎬ陈延年、陈乔年在

反动派淫威前视死如归ꎬ张治中对来犯日军殊死

拼搏ꎬ王亚樵刺杀反动军阀与卖国奸贼屡次舍生

忘死ꎬ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致力平民教育鞠躬尽

瘁ꎬ都是显例ꎮ
勤劳笃实、识时顺变、商儒兼重与家国情怀ꎬ

四者各有侧重ꎬ又相互联系ꎬ相得益彰ꎮ 四方面

综合起来ꎬ便使得寓沪安徽人在近代中国历次进

步运动ꎬ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

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建党、五卅运动、北伐战

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ꎬ在各行各业ꎬ包括经济

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思想创新ꎬ都有富含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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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化底蕴、而在各类移民文化中独具特色的

贡献ꎬ使得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中ꎬ融
入了强烈的安徽色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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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刘登阁编著:«如何与全国各地的人打交道»ꎬ北京:中

国致公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７４ 页ꎮ
〔２８〕〔３０〕吴玉才、孔海棠:«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上海大学安徽

籍师生群体考»ꎬ«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２９〕其招生广告载有一批著名学者名单ꎬ陈独秀也名列其

中ꎬ不过署名是“陈独修(新文学家)”ꎮ 见«学校汇刊»ꎬ«申报»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ꎮ

〔３１〕〔３３〕雪林:«与胡适之先生的谈话»ꎬ«生活»１９２８ 年第

３ 卷第 ２０ 期ꎮ
〔３２〕«古歙岩镇镇东石磡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ꎬ安

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商业志»ꎬ合肥:安徽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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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１１学人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