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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咬文嚼字：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和商人



商

（1）商，度也（《广雅》）
商略(估计)；商算(计算)；商度(测

量)
（2）引申为商议、商讨、商量
商兑（ 《易·兑》：注：“商量

裁判之谓也”）
（3）引申为经商，贩卖货物



商业

司马迁将商业活动统称为“货
殖”。

“货殖”一词，现代辞书释为
“经商”或者“商业”。



所谓商人（merchant），就是从事商品买

卖的人。他们买卖的商品，一般数量较大，
可以从中获利。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对“商
人”的解释是“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
在英文中，几部最权威的词典对 merchant 的
解释也与此大同小异。

拉布（T. K. Rabb）指出：在近代早期的
英国，人们尚未对“merchant”一词作清晰的
界定。即使限制在对外贸易范围内，“商人”
这个群体也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从地方商人
到伦敦的大商贾，而所谓“地方商人”则包括
小贩和手工艺人。



中国古代的商人
（李埏）

（1）专事商品交换的人
（2）既从事商品生产，也从事商

品交换的人
（3）从事服务性行业致富的人
（4）经营借贷的“子钱家”（高

利贷者）



商人的种类

（中国传统的分类）

行商

坐贾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商人

与中世纪欧洲商人的差别

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是一种特
殊身份的人。

在中国，商人是普通人，即“齐
民百姓”，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
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智者有采焉”。



（二）从“末业”到“主业”：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业的发展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成之，商而通之。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
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
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





一、萌芽之始，成长之初——远古至夏
商西周的交换与商业

二、第一次飞跃——春秋战国时期的商
业

三、发展的“马鞍形”——汉唐的商业

四、新阶段的新面貌——宋元的商业

五、“夕阳无限好”——明清（前期）
的商业

六、扩大外延，双向交流——民族贸易
与对外贸易



末业

“末业”——工商业，“本业”——农业
《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
贫者之资也。”

《颜氏家训·涉务》：“耕种之，茠鉏之……

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
李翱 《疏改税法》：“由是豪家大商，皆

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
司马光 《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君昼夜服勤，不遗馀力，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
不事奇衺末业。”



雍正帝

“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
其末也”。

“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
业之贵”。











农村集市贸易

吴承明：
这种市场上的交换，主要是小生

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是属于自然
经济范畴内的交换，它的一定的发
展，不是破坏自然经济，而是巩固
自给自足。

这种交换，虽采取商品形式，但
是为买而卖，实际是使用价值的直
接交换。



城市市场贸易

吴承明：
城市市场上，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

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
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以及他们的工匠、
隶役、士兵、奴仆）用他们的收入来购买农民和
手工业者的产品。而他们的收入，基本上不外是
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即农民的剩余产品。

在这种交换中，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尽管
也经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单向流通，而没有回头
货与之交换。这种流通大体包括三个内容：（1）
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2）城居地主引入城
市的地租；（3）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
润或利息。



区域贸易
吴承明：

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概念中的市场，
以及多数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
地里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此，区域市
场内的流通，一般并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或社
会分工。这种区域市场，可视为农村自然经济的
延伸。

区域市场范围内的流通，究竟已不限于单一
的经济单位，而至少是各单位间的商品交换，作
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了。尤其是一个区域总包括一
定的城镇，区域市场内的城乡交换，反映一定的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



宋代区域市场

Mark Elvin：

这些地方市场是全国性更高层次市场
等级制的基础，连接着几乎整个中国的经
济。宋代的中国有三个主要区域：（1）以
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2）以太湖南北
两岸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南方；（3）以成
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在宋代，以上
三个区域内部各个地方之间的经济依赖都
加强了。





跨区域贸易

地区之间的、长距离的贩运贸
易（在欧洲就是国际贸易）。这种
贸易也起源甚早，但在宋以前，主
要是土特产品和侈奢品贸易。以盐
铁为首的土特产品贸易，也可以说
是地区分工。但它是纯由自然条件
形成的。



大宗商品贸易

汉代：盐、铁

唐代：盐、茶

宋代：盐、茶、粮食

明清：盐、茶、粮食

布、丝绸、木材



清代中期跨地区贸易的大宗商品
在全国产量中和全国贸易量中的比
例分别为7% 和20%。

1910年以前中国农业产品贸易，
大约有20－30 %的农业总产量进入
地方贸易， 5－7 %进入长途贸易1－
2%的进入国际贸易。但是如将所有
进入长途贸易的商品合计，则总值
应接近于贸易总值的30%－40%。







天山、帕米尔高原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汉代－唐代外贸

主要商品

出口：丝、丝织品

进口：玉石、珠宝、香料

主要贸易伙伴：中亚、西亚





宋元海外贸易

出口：丝与丝织品，瓷器，铜钱，
铁器，日常用品

进口：香料（香药犀象），铜

从“Seres”到“China”

主要贸易伙伴：
东南亚 印度 波斯 日本 中亚



马可波罗：泉州与亚
力山大并为世界最大海港
，有外商数万。

拔都他：“泉州城甚
大，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
，城中织造天鹅绒及缎，
品质钧极优良。港中船舶
极多，大者约有一百，小
者不可胜计。其中回回商
人则另成一市” 。



http://historymedren.about.com/library/atlas/blatmapasiabd.htm
http://historymedren.about.com/library/atlas/blatmapasiabd.htm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主要国际贸易路线（1400-1800）







明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日本，朝鲜

东南亚（南洋群岛）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其中以日本和葡萄牙为最重要



清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日本，朝鲜
东南亚（暹罗，越南，缅甸，

南洋群岛）
英国，美国，法国
俄罗斯
其中以英国为最重要



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

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
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
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
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
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19世纪初期中－英贸易内容

英国主要输出品：印度棉花

中国主要输出品：丝、布、茶叶、瓷器

英国1830－33年每年向中国输出毛织品
价值158万两，金属品11万两，棉织品31万
两，共约200万两。从中国输入茶叶价值
561万两，不能平衡，只好用印度棉花输出
中国。英国连同印度1830－33年输华总值
为733万两，输入总值为995万两，入超261
万两（1820－24为329万两）。



（三）从“末流”入“主流”：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成长



四民社会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

、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学以居位曰士，
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汉书·食货志》）。

周朝就已有 “四民”划分。《管子·小匡》云：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
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四民”是传统社
会构成的基石，国家之根本，“四民分业定居”，
各安其位，“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工子之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
齐语》），社会井然有秩，否则相互杂处，彼此见
异思迁，不安本业，会影响稳定。













汉代的重农抑商

政治上抑制商人，商人不得“仕宦为吏”，商
人被编入市籍。

社会地位上贬低商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

从生产、流通、价格、市场、税收等方面限制
商人活动（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五均六管），国
家控制市场（市长，市令）

禁止商人购买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
勿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开展打击商人的政治运动。杨可“告缗”：没
收“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
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商人“中家以上大抵破
（产）”。



歧视商人

商人被列入“商籍”（或“市籍”），在
出仕等方便受到歧视。汉高祖规定商人
不得乘车衣锦。晋朝规定：“非命士以
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
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
者弃市。” “市侩卖者”必须在额头上
贴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标志及“一足着白
履，一足着黑履”这样带有侮辱性的公
示方法。



一直到明代初年，这种“贱商”

的传统还可以看到。朱元璋规定：
“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
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
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到
了正德元年，还重申“禁商贩、吏
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
貂裘”。





义利之辨

《论语·子罕》篇：“孔子罕言利”，
孔子将义与利相对照，他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又说“放于利而行，多
怨。”

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坚
持一切行动首先考虑道德规范，以“义”
为准绳。孟子对梁惠王一再说“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
而先利，不夺不厌。”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孔子罕言利。”

荀子

“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
挠，是士君子之勇也。”



作为职业特点，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在对
利润的追求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是唯利是图，
不择手段去追求发财。

柏拉图：“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
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
会轻视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
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
该受到指责的”。

西塞罗：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的、
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
话就捞不到好处”。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阻
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
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
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
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
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
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
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
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
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
卖奴隶就是证明。



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一、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
负。

二、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

三、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四、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五、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六、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七、能用人。因才四用，任事有赖。
八、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九、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十、能知机。售宁随时，可称名哲。
十一、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

生。
十二、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

行。



元稹《估客乐》

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
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
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
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
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
便无乡里情。……求珠驾沧海，采珠上
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
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
童眉眼明。



王阳明



王阳明的“格物致良知”说

商人、田夫，市民、村夫都具有
“良知”。致良知，是使心本有之良知，
得以“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这
样，人就可以为贤为圣。圣贤功夫从庙
堂、书斋走向市井、村落。这就是他所
谓的“满街是圣人”的含义。他提出：
“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

这些看法是王阳明企图打破传统的
“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



王阳明的心学，抬高商人地位
的经济伦理，为商人所乐于接受。

王阳明的高足王艮、钱德洪、
王畿、邹守益、刘邦采、罗汝芳等
齐集徽州，主讲盟会。王学在徽州
掀起大波，令人耳目一新，纷纷
“崇尚《传习录》，群目朱子为支
离”。



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
道”、“百姓日用即道”，徽
州就有“士商异术而同志”、
“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良
贾何负闳儒”的风俗和说法。
王学崇商的观念被渗透到家法、
族规、乡约中去。



李梦阳：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
，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
利而不污”。

李贽在《焚书》中热情地赞颂当
时的商业之风，说“圣人不能无势利之
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并
说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
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
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归有光：

“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
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



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士、农、
工、商”的传统的职业构成的顺序，
到了明代也发生了变化。“贾为厚利，
儒为名高”。这意味着“商”已置于
“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这一“新四民观”和“以营商为第
一生业”的习俗，表现了徽商根据明
儒的立教，大破战国以来商居末位的
传统职业次序。



商人地位的提高

“工商皆本”
商人进入官僚队伍：捐纳、

贡献
官（僚）、商（人）、地

（主）三位一体



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 “三位一体”

方行

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
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同
时，商业和高利贷较之土地虽多风险，但有
较高的回报率，因而地主也希冀货币财富而
经商放债。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逐渐形成
了“三位一体” 。

这种“三位一体”可以使地租、商业利
润、利息相互转化，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
的方向。它又把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和最高额
的生息形式揉为一体，从而产生比较稳定的
财富增殖。















《劝世歌》：

生意人，听我劝，第一学生不要变。最怕做得
店官时，贪东恋西听人骗。争工食，要出店，
痴心忘想无主儿，这山望见那山高，翻身硬把
生意歇。不妥贴，归家难见爹娘面，衣裳铺盖
都揽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怜见，
四处亲朋去移借。到不如，听我劝，从此收心
不要变，托个相好来提携，或是转变或另荐。
又不痴，又不呆，放出功夫擂柜台，店官果然
武艺好，老板自然看出来。看出来，将你招，
超升管事掌钱财。吾纵无心掌富贵，富贵自然
逼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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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圣人——关羽

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

关公“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

事，不负所托”，历来被奉为

“诚信忠义”的化身。明清时的

晋商更是将其作为道德偶像和精

神支柱。山西商人足迹所至之处，

几乎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

圣庙”作为会馆，供奉着关公圣

像。



解州关帝庙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
中认为，士的基本精神是：“除了献身
专业工作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
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
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
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
，“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对于这
种宗教承当精神，余英时先生解释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协助反抗倭寇入侵，
挑选骁勇善战的五百名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
年，江苏松江倭寇进犯，山陕商人“协力御之”。

康熙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介休范毓宾自
费办售军粮，“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
，不扰闾阎”，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
度蒙受重大损失，都由个人承担下来，所运军粮都
是“克期必至”，且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光绪三十一年，山西人民发动“争回矿权运动”

，历经三年，从英国商人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开办
成立“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其间渠本翘领衔，
振臂一呼，晋商、票号纷纷解囊，旬日即筹集银150

万两。



朴基水

以前学者推算在鸦片战争之前70年间，清代行商
向官府的捐输额数最高为937万两。但是笔者通
过对多方资料的仔细比对后认为捐輸额数超过了
1,353.7万两。其中做为解决内忧外患的军事费捐
輸最多, 额数高达789万两, 占到了全体总额数的
58%。

此外治水事业或救济贫民的费用,为皇帝或高官
准备礼物的费用等也是捐献的主要名分。 其中
怡和行的捐献额数据推算约有369万两以上，在
所有行商中是向官府捐献最多的一家。在伍秉鉴
主持怡和行时期约向官府捐献358万两以上, 占了
全体行商捐献额数的3成。





商人的发展

唐玄宗：“朕天下之贵，（王）
元宝天下之富”。

唐代的胡商：商胡、胡客
唐末田神功破扬州，“商胡波斯

被杀者数千人”。
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破广州，

杀胡商十二至二十万人。



http://www.chinabogu.com/photo/photo_Pdchayue.asp?bianhao=8&page=3
http://www.chinabogu.com/photo/photo_Pdchayue.asp?bianhao=8&page=3


宋代来华外国商人（蕃客）远自
西亚、东欧，贸易范围远至“层拔
国”（今津巴布韦）。

元代的色目商人：中亚人、西亚
人、欧洲人。

回回、答失蛮、木速蛮（谋速鲁
蛮﹑没速鲁蛮﹑铺速满）、也里可
温、术忽（或主吾、主鹘、珠赫）



泉州清净寺 (建于1009年)



明清时期

本土商人的兴起

十大商帮
徽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

商、江右商、晋商、陕西商、山东
商、福建商、广东商（广府帮、潮
州帮）



大商人的资本量

明代万历时，徽州商人“藏镪
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
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
安”。

徽州歙县的“盐筴祭洒而甲天下
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
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



“严世藩……尝与所厚旨天下富豪居
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
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
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
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
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
国者五十万”。

由此可见，在明朝嘉靖、万历时，积资
五十万两以上的是天下头等富豪。这种富
豪，全国只有十七人。其中山西三姓、徽
州二姓，应是商人。



清代山西巨商“亢氏号称数千
万两”。不少大商，都足以百万
计。

清代大商人的资本已达百万
两级、最高以千万两计的水平。
而在明代，商人资本达银二三十
万两的算中贾，五十万两以上的
是大贾，达一百万两以上的是极
少数。



徽商

在明代，最大的商人已拥有百
万巨资，当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
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赀8100英
磅的额数。

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激增
至千万两之巨。



广东行商

广东十三行，以同文行、广利
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

行商以潘有度、卢观恒、伍秉
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潘
有度列富商之首。据说其家产总和，
比当时朝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



Nathan Mayer Rothschild (1808-1879)



伍秉鑒 (Howqua) (1769-1843)



Nathan Rothschild（死于1836 
年），是19世纪初期西方最富有的
人，其财产在1828年时价值530万
美元。

伍秉鉴（浩官）的财产价值
5600万美元。

美国《 Wall Street Daily 》
2001年把伍秉鉴列为世界千年50富
之一。



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

by Cynthia Crossen



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Cynthia Crossen (Crown Publishing Group ,  2000)

When Thieves Were Kings - Machmud of Ghazni

The Raider Who Came to Stay - Genghis Khan

The Man in the Middle - Mansa Musa

Ungodley Rich - Pope Alexander VI

Money Begets Money - Jacob Fugger

Dreamers Gamblers and Suckers - John Law

Men and Machines - Richard Arkwright

Addicted to Trade - Howqua

Outmanning the Men - Hetty Green

The $100 Billion Man - Bill Gates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
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
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
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
户之民乎！



恩格斯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
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
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
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
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
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
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
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
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
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
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
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
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
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
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
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
，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
衰落”。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本次讲课到此结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