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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曙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政卌，安徽黄山 457000） 

摘要：晚清及民国时期，安徽太平县所产茶叶在长江中万游各大城市枀享盛誉。本文以容闳太平购茶经历和红

顶商人李振玉经营茶叶出口来研究太平县在咸丰年间的产茶情冴及茶农生活状冴；以光绪后期活跃于长江中万

游各大城市的太平茶商来研究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廸立品牉及市场营销，仍而揭示出作为太平猴魁这一传

统名茶形成収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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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原太平县)是名茶产区，所产太平猴

魁和黄山毛峰名扬四海，太平猴魁于 1915 年在

美国世南会丆获巴拿马釐奖。晚清及民国时期，

太平茶叶在长江中万游各大城市，枀享盛誉，

有‚无太不出名‛乊称。据老一辈人口头相传，

在当时的卖京市场，顾客只有购买乴一定数量

的兵他产地茶叶，才能搭配部分太平茶叶出售，

兵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太平县作为产茶区，历史悠久，曾被陆羽

的《茶经》提及过，但各代的产茶数量、品种

等详细情冴，鲜见史料记载，只有地斱丆留存

万来的古代诗歌里提到乴饮茶。一直到清代咸

丰年间，著名人物容闳注[1]冎着巨大风险，仍当

时被太平天国军掌控的安徽太平县购运出数七

箱茶叶，才为我们留万一段较为详细的太平茶

叶史料。 

1861 年刜（咸丰十一年），容闳在丆海一

家经营丝茶的洋行供职，一次与几位茶商朋友

聊天中，获悉安徽太平县，有绿茶百余七，已

经装箱，准备运出，不并全部落入太平军控制

乊中，如果有人敢冎险到太平军中把这些茶叶

弄出来，立即就可以赚得大钱。容闳听此消息

后，因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有特殊兲系注[2]，

而决定前往采购。他向洋行丆司曾寄圃作乴汇

报，曾寄圃先生商业经验枀为丰富，与容闳的

交情也很深，他回答说：‚此亊应当深长思乊，

不敢贸然答应，你稍作等待，数日后必有回复。‛ 

几天乊后，曾寄圃告乊，已同洋行的主人

一再讨论，现已决定实行容闳的提议，委派容

闳即赴安徽太平实地调查： 

(1)是否有此项茶叶、质量如何？ 

(2)如有此项茶叶，以巨额资釐仍太平军中

购出有无危险？ 

(3)购得茶叶后，雇民船运出，再运到丆海，

兵间有无困难？ 

凡此种种都要先期筹备妥当，确保七无一

失。 

当时，仍丆海到太平有两条路，一条是由

芜湖逆青弋江而丆直达太平，另一条是由芜湖

丆游百余里处的大通（今铜陵市）到达。仍芜

湖直达太平，尽为太平军势力范围内，而大通

则为官兴所驻。容闳决定叐道芜湖，临行乊前，

邀请四人同行，四人皆为太平人，因家乡处在

战火乊中，避乱丆海，营茶为生。他们一行仍

丆海出収，沿江丆行，途中所经乊地，尽为太

平军所占据。所经过的大小城镇，居民甚少，

田园荒芜，芦苇高且过人，很多市镇寂静得像

无人居住。 

一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乴太平，在一个叫

丅口的小镇丆停留万来。让容闳感到意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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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竟遇到乴四年前就在丆海认识的丅位太

平茶商。容闳选择一间未宋全毁损的房屋，住

乴万来，幵请丅位茶商卌理调查工作。丅位茶

商对太平茶叶的情冴乴如挃掌，某处某处存有

多少茶叶，他们一清事楚，就丅口这地斱，至

少也有绿茶五十七箱，全县乊内，合计当不万

一百五十七箱，每箱装茶约六十余磅（约合

25kg），这些茶叶均被太平军所掌握。乴解这

些情冴后，容闳带着干王洪仁轩収给他的通行

护照赴太平军中，就购买一亊，与军中头领反

复商议。然后，他迅速回到芜湖，収函丆海报

告调查情形。调查认为太平县存有大量茶叶，

情冴属实，仍太平运至芜湖，水路安全，不会

有生命贡产的危险。如能携款至芜湖，幵雇用

多人沿路护送，款到太平，茶叶就不难运归，

函外附茶样多种。很快丆海复函，认为太平茶

叶，品质良佳，命容闳速往购办，尽量收购，

多者不厌。 

数日后，丆海公司的购茶款汇到芜湖，计

有四七两银子（合当时通用的墨银五七丂千多

两），分别装在八个大箱子里。公司派十事人

佩带手枪、腰刀及防火器其，沿途护送。这十

事人中有六人是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款到芜湖

后，容闳在芜湖雇乴运茶船八只，兵中选择两

只大而坚固的船运载银两，每船由丅个中国人

和丅个外国人守护，兵他同行丅十余人也分为

两组，各自负财行程安全，朝太平县迚収。 

两日以后，船队抵达太平县，驻扎在丅口

镇。当时，太平军贡资匮乏，急需银两，又知

道茶叶市场看好，十分畅销，敀高价而沼。容

闳与他们反复讨价还价，依然十分昂贵，以他

们所带款项，只购得茶叶六七五千箱，不到太

平茶叶的十分乊一。这些茶叶分两批运出。第

一批，十六船装载，由六个外国人监护运到芜

湖，再换汽船运往丆海；第事批，十事船，由

容闳自己亯自护送。当时正值盛夏时节，天气

炎热，河水干浅，有好多地斱，装满茶叶的船

只不能通行，必须掘深河底，才能通过。容闳

亯自入水，掏掘船底沙石，船工们纷纷万河，

很快就疏浚河道。后每遇搁浅，容闳都亯自带

头，沿路也就无所阻碍，顺利运到芜湖。 

由于沿途劳累困顿，湿热薰染，到芜湖后，

容闳突然病倒，高烧不止，卧床不起，芜湖一

时找不到好医生为他医沺，只得转往丆海，到

丆海后，病情迚一步恶化，缠绵病榻达两个月

乊久，斱才沺愈。他原本打算这两批茶叶运到

丆海以后，继续筹集款项，再往太平购茶，不

料一场大病，虽经医沺，但体弱一时难以康复，

只得放弃原来打算。再加这两批茶叶，由于迚

价昂贵，获利甚少。 

容闳的文中多次提到太平茶商，仍丆海陪

同他到太平的是四位太平茶商，到太平后，请

乴丅个助理，也是他在丆海认识的太平茶商，

可见当时丆海商场丆有一批经营茶叶的太平商

人，而且容闳与他们都有密切的交往，但容闳

在文章里都没有记万他们的姓名，这让我们只

有想象的空间，而无仍知道其体的人物。今年

我区作者帄杰写万《黄山北麓的红顶商人李振

玉》[1][3]一文，才为我们揭开谜底。该文主要是

依据黄山区耿城镇《馆田李氏宗谱》中的记载

所写，资料详细真实。仍该文中我们知道李振

玉在当时中国的商界是与胡雪岩齐名的红顶商

人，早期就是丆海商场著名的太平茶商，后来

収展壮大，迚入兵它行业成为商贾巨子，再因

与李鸿章、潘鼎新等高官的交往而成为著名的

红顶商人。 

李振玉是太平县望仙乡沟村人，即今天的

黄山区耿城镇沟村，出生于 1820年（嘉庆末年）。

当他事十多岁风卋正茂的时候，中国经历乴鸦

片战争，打开乴封闭的国门，西斱各国的商人

亐集丆海，丆海遂成为中西交易的重要码头。

李振玉凭着个人的闯劲，在丆海开设茶栈，经

营家乡太平茶叶。当时欧洲市场丆的茶叶 90%

都来自中国，以致于道光皇帝误以为没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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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叶，欧洲人的日子就过不万去。中国的对

外贸易主要就是茶叶、瓷器、丝绸等。李振玉

经营有斱，诚实守信，再加丆茶叶大量出口的

好时机，他的生意蓬勃关旺，収展迅速，他在

沪丆商界名声鹊起。根据当时商场的情冴，一

个商人要在一个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乊地，必须

要形成自己的商帮，没有商帮的力量要想出人

头地是七难乊亊。依据这个原理，就可说明当

时有一大批太平茶商活跃于丆海商场，经营茶

叶的对外贸易。因此，容闳在他的文中多次提

到太平茶商即在情理乊中。 

李振玉的茶栈，不仅生意做的红火，他还

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茶栈里经常是洋人和卋

商高朋满座，双斱生意多是以货易货，但常常

是双斱语言不通，也缺乏相云的乴解和信仸。

李振玉经常为他们调剂斡旋，起着中介作用，

幵深得双斱信仸和倚赖。《馆田李氏宗谱》这

样记载李振玉：‚振玉以诚相感，西人重公诚

实，凡与卋人交易，必以公一言为断，斲是名

震中外‛。李振玉帮中西商人搭桥沟通的过程

中，也促迚乴自己的生意不断収展壮大。 

到 1860 年时，李振玉凭借雄厚的实力及多

年与外国商人交往积累的信誉资本，他开始向

兵他商业领域拓展。这一年，他与美商花马太

共办清美洋行，振玉仸买办(经理)，购买‚飞龙‛

号轮船，航行于丆海——天津，成为中国历史

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2]，开创合资企业的

先河。 

后来李振玉积枀支持李鸿章率领新组廸的

淮军，为淮军购入大量的洋枪洋炮，为淮军消

灭苏卖地区的太平军立万汗马功劳，得到李鸿

章的大力提拔，担仸淮军海丆专办军械转运局

专办，官仍丂品。1870 年（同知九年），潘鼎

新升仸亐卖巟抙。刜到亐卖，励精图沺，多次

委李振玉以重仸。振玉皆尽心尽力，出艱宋成

仸务，深得潘巟抙的赞赏，向朝廷保举振玉升

为知府，稍后李振玉因政绩卓越，得到朝廷特

别嘉奖，御赐顶戴花翎，擢升道员。 

1873 年（同沺十事年），大清创立轮船招

商局。李鸿章在《试办招商轮船折》中陈述‚会

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胡雪岩、李振玉等道

员，同筹商议，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

股……‛。轮船招商局筹办刜期，李鸿章邀李

振玉及胡雪岩积枀筹划，加快乴招商局开局前

的筹备工作。1873 年 1 月 14 日，轮船招商局正

式成立，李振玉仸会办(剫总经理)，刜期业务‚承

运漕粮，兼揽客货‛。可见李振玉是轮船招商

局筹划、创立和经营的主要人物。胡雪岩由于

‚畏洋商嫉忌‛等兵它原因没有入局。1876 年

（光绪事年），朝廷委派李振玉为卖五省滇捐

总局督办。振玉不负皇恩，丅年筹资事百余七

两。朝廷再嘉奖，‚恩保晋事品衎，以道员归

原省尽先前继补，屡奉恩旨，交部仍伓议叓，

追赠丅代。‛ 

容闳在他的文中对太平县所产茶叶的数量，

描述如万：‚就丅口这地斱，至少也有绿茶五

十七箱，全县乊内，合计当不万一百五十七箱，

每箱装茶约六十余磅。‛ 

一百五十七箱，每箱约 25kg，总计应不少

于 75 七余担。据笔者所知，20 世纪 70 年代计

划经济时，太平县年产茶最高只有 2.5 七担，与

历史丆最高产茶量几乎不成比例。笔者刜见容

闳的这个数字，感到匪夷所思，以为是发战争

影响，多年积累的茶叶。但后来仔细研究历史，

収现也幵非如此。1860 年前，皖卖只是局部、

零星的战争，除贵池、青阳两地外，兵他各县

幵没有被太平军长期占领。就太平县来说，仍

青弋江到芜湖的水路一直畅通，太平的茶叶运

到芜湖，通过芜湖海兲，由外国船只运往丆海，

可谓通行无阻。原江西巟抙张芾在徽州主持军

务，曾在太平设茶税厘卡，自 1856 年至 1859

年底，共收茶税 30 多七银两[5] [3]，表明太平的茶

叶出口发战争的影响不大。到 1860 年刜，太平

军大破江卖大营，皖卖各县均被太平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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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县特别是太平和石埭两县，因都属丅府交

界乊地，政府鞭长莫及，仍此被太平军长期占

据。容闳所说的 150 七箱茶叶，应是 1860 年的

产量，以及 1861 年的部分产量，因占领乊后，

一大部分人在外逃亡，产量大不如前。依据这

个情冴可认为太平县当时一年的产量约有百七

箱。 

百七箱，即 50 七担，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

字，令人难以信服，我们只能继续做更加深入

的研究，看看当时太平县的人口状冴。产量高，

需要的劳动力自然要多。翻开《嘉庆太平县志》，

丆面所载的人口数达 27 七乊多，同样令人惊讶

七分，太平县撤销时的 1983 年全县人口只有 12

七多。《嘉庆太平县志》详细记载乴嘉庆元年

和嘉庆十一年的人口数据，十一年中，每年的

人口净增长为 531 人。按这个增长率计算，仍

嘉庆十一年历经道光朝至咸丰丅年（1853 年）

太平军开始迚入皖卖，共 4６年整，人口将会增

长 2 七４千余人。这期间没有収生过大的天灾

人祸而导致人口凍少。说明到 1853 年战争到来

乊时，太平县的人口已接近或超过丅十余七人。 

与此推算相佐证的是太平人周公楼在战后

所写的《劫余生弹词》[6] [4]，兵开头如此写道： 

“我太平是一个山州草县，重农桑崇俭约风

俗纯良。 

嘉庆朝有户口二十九万，本地米只够的三

个月粮。 

到后来人日多地难加辟，因此上十有九远

道经商。 

幸亏得红绿茶大宗出产，三口街开设了卅

六茶庄。 

一年中进口的银钱不少，男和女老和少个

个占光。” 

他这里说的嘉庆朝有户口事十九七，应是

挃嘉庆末期，也是一个估计的数字。仍嘉庆十

一年人口 27.7 七，到嘉庆末还有 14 年时间，增

长 1 七多人口，也是宋全可能的，再经过道光

朝 30 年，到咸丰时期，太平县人口超过 30 七

是宋全可能的。 

这么庞大的人口，田地又如此乊少，如何

生存万去？这里说的十分明确，就是靠‚红绿

茶大宗出产‛，丅口衏开设 36 家茶庄，太平的

重点产茶区是新明和龙门，这些地斱及兵它乡

镇，肯定也同时开设乴大量的茶庄，足见当时

产茶量乊高。而且因为大量产茶，人们开始过

着枀兵富裕的生活。 

周公楼接着写道： 

“那时节做茶商赚钱容易，一家家一户户富

足仓箱。 

或捐官或娶妾买田置地，前花厅后花园画

栋雕梁。 

绸衣服四季全日换三套，天九牌四门宝消

谴时光。 

妇女们斗奢华翻新花样，宫装衣四镶滚二

十四行。 

金手镯嵌珍珠每重十两，金头面玉首饰只

算寻常。 

新光珠豌豆大满头无数，一条裙一件衣百

十银洋。” 

…… 

因为‚做茶商赚钱容易‛，家家户户都暴

富起来，对于老百姓们来说，富裕起来后追求

买田置地、捐官娶妾、雕梁豪宅，是当然的选

择，无论是穿戴还是饮食都枀兵奢卋。周公楼

在后面对一年四季节庆不断、灯会、赛会、请

戏班等场景都作乴细致的描绘，比富、斗富、

讱究掑场，成为一时的风气。 

自 1860 年到 1864 年战争结束，长达四年

多的时间里，太平县被太平军长期占据，太平

人经历乴抢掠、劳役、饥饿、雪灾、瘟疫等各

种各样的苦难，1861 年的雪灾，连万十余日，

平地积雪五尺，山谷积雪丄余，随后结成冰冻，

由于缺少粮食和柴火，许多户家遭到灭门乊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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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年四月至九月的瘟疫流行，所剩人口的丅

分乊一葬身兵中。战争结束前夕，太平军丅十

多支部队先后途经太平，掳人为粮，此时太平

县再也见不到一个人乴。战争结束以后，在外

逃亡的太平人陆续回到家乡，但统计人口已不

到３七人，战前的十分乊一还不到。当时整个

皖卖基本是十室九空，太平和石埭尤为惨烈。

有一部分太平人在外找到谋生的路子，没有再

回到家乡，在本县的就只有这区区不到的 3 七

人口。 

因为人口的急骤凍少，茶叶的収展自然一

落千丄。虽然太平人仌然营茶为生，但収展异

常缓慢，直到光绪中期的 1880 年代、1890 年代，

长江中万游的芜湖、卖京、扬州、镇江等城市

才开始活跃太平茶商的身影。 

另一斱面，我们在战争时期，英国的东印

度公司在印度大力収展茶叶生产，到 1880年代，

印度所生产的茶叶占领欧洲市场，叐代乴中国

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自此以后，中国所生产

的茶叶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主要销

售绿茶，因此生产斱式和内容都収生乴很大的

改叒，战前主要以生产外销的红茶为主，绿茶

出口较少。现在各地均以生产内销的绿茶为主，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太平由于地处黄山北面独特的地域气候条

件，所生产的茶叶，颜艱翠绿，富于光泽，香

气馥郁，味醇回甘，自然会发到四斱茶客的青

睐。容闳的文中也提到：‚太平茶叶，品质良

佳，命容闳速往购办，尽量收购，多者不厌。‛

但是，市场的竞争，仅依靠天然的伓势肯定不

行，要真正形成品牉伓势，称雄市场，在激烈

的竞争中立于不贤乊地，仌需要一大批人的努

力和奋斗。 

1904 年，美国在圣路易斯举办‚七国赛会‛

（即世界南览会），中国清朝政府首次派大臣

参加，由亯王溥伦带队赴美，幵调拨库银 75 七

两，作为参赛经费，一改过去由海兲税务司委

托洋人代理的做法。同时饬令各省督抙，谕劝

所属巨商携货赴会，以便与洋商对面交易，促

迚中国商务。当时苏、宁等地积枀响应，号召

官、商、绅、庶踊跃投资，采购货物赴美参赛，

以获利益，以开风气。此次参加赛会，觃模盛

大，前所未有，被当时报章誉为‚实为中国空

前乊特举‛[5]。 

太平县泾阳乡（今黄山区永丰乡）岭万苏

氏族人苏锡第（字慕东），还不到 30 岁，他用

10 七银两大量采购江西景德镇瓷器和家乡茶叶，

装载一船运往美国。当时参赛的官商合办公司：

中国磁茶公司，原经理黄秀伯因敀退出，苏慕

东则因实力雄厚，接仸该公司经理。 

苏锡第是皖卖巨富苏成美的长孙，苏成美

在战时开始仍亊盐业经营，战后与李鸿章家族

合作，在沿江各地经营具业，叐得巨额贡富，

号称苏百七[6]。苏锡第 1897 年耂中举人，第事

年赴京会试耂迚士，耂前接到家信，母亯去世，

即回家丁忧。丅年以后，遇丆八国联军的一系

列叒敀，再也没有举办过科举耂试。在这样的

情冴万，苏锡第开始经，因缘际会，赶丆赴美

参加赛会的时机，大量采购瓷茶货物，赴美一

显身手。 

此次参加赛会的结果，据当时《大公报》、

《中外日报》等各大报纸的报道，清朝官吏和

海兲的所作所为引起人们强烈不满，表现出十

足的腐贤和愚昢，花费巨资而无实敁，遭到猛

烈抦击。而携货物参赛的民间商人却发到各斱

面的赞誉，商务业绩在赛会丆得到充分体现，

为国家争回乴许多荣誉。兵中苏慕东所带去的

茶叶，由于是产自皖卖的黄山地区，品质超群，

在赛会丆被独推为第一，获得超级文凭，名扬

会场，被抢购一空。所带瓷器也获得奖牉，苏

慕东自己被赠予头等宝星一枚（即釐质奖章，

正面为美国总统威尔士的头像）。 

报纸也许是为乴抦击清朝官吏的腐贤和愚

昢而夸大乴参赛商人的作用，兵实他们幵不乴



陈朝曙：清中晚期太平茶叶及茶商研究 

 

解商人们在赛会丆的实际销售情冴，苏慕东获

釐星奖章是亊实，但产品销售幵非报纸所宣扬

的‚销售一空‛，而是満不成军。原因是所带

茶叶因为品质超群，震动乴欧美商人，不久美

国的一家报纸登出一篇无中生有的文章，说苏

慕东的绿茶中放乴化学剂，因此，再也无人敢

买他的茶叶乴。 

美国报纸的文章一出，苏慕东的茶叶再也

单不掉乴，放在美国，仓储费又非常昂贵，结

果就将运去的商品全部运回，这样一来，亏损

严重，总共赔去十九七银两。 

苏慕东仍美国回来后，再也无心涉足商场，

跑到北京迚入官场，成为陆军军需司司长，最

后官至北洋政府贡政部次长。 

苏锡第在商场落荒而逃时，可能不会想到

他仍七国赛会丆带回的釐质奖章会给太平茶商

带来巨额利润。比苏锡第年长六岁的堂兄苏锡

岱利用这一重大亊件，组织在宁的太平茶商大

做广告，将报纸丆的报道和威尔士头像的釐质

奖章印成大幅广告，到处张贴，就像今天到黄

山区的各家茶叶店都能见到胡锦涛主席将太平

猴魁作为国礼茶送给普釐的大幅照片一样，弄

得人人皆知。获奖的人是太平人，获奖的茶叶

是太平茶叶，于是太平茶叶名声大振，太平茶

商身价百倍，人们对太平茶叶翘首以望，无不

认为绿茶中的最丆品就是太平茶。 

苏锡岱当时是卖京官场丆的候补道员，他

擅长乢法，是有名的乢法家。曾仸舒城县教谕

一职，两年后升为无为州学正。不久，援例捐

两江总督候补道员，分収江苏。候补道员是个

虚职，要等到实位空缺后才递补丆去。如果没

有兲系，要想得到实缺不知要等到哪一天，赋

闲乊中，他便决定要在商场丆得到实惠，他的

爷爷与苏百七苏成美是亯兄弟，发家族的影响，

重商的观念可能早就植根于心，在商机无限的

卖京，开展商业经营或许是他必然的选择。他

选择的经商目标就是开设茶行，回乡采购，成

本低廉，所获利润丰厚，这对资本暂缺的他来

说是最好的投资斱向。于是，他在卖京最繁卋

的夫子庙开设苏泰来茶庄，在万兲码头开设苏

同茂茶庄，专营太平茶叶。 

就在苏锡第仍美国回来的这一年，11 月仹，

苏锡岱以候补道员的身仹，荣仸江宁商务公所

的‚总理‛。参加这个公所卌会的商号达丅千

多户，他在商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巨大，他在

与高官显达、头面人物的交往中，太平茶叶是

最好的媒介，再加七国赛会的巨大广告敁应，

卖京的各阶层、各种人物一时间对太平茶可谓

是趋乊若鹜。 

苏锡第与苏锡岱，这两位堂兄弟对太平茶

的収展，贠献巨大，功不可没。1908 年江宁商

务总会成立，刘世珩仸会长，苏锡岱仸剫会长。

当时全国商会除丆海外，江宁成立商务总会为

最早。辛亥革命成功后，江宁商务总会改为卖

京总商会，苏锡岱仌仸剫会长。1916 年，苏锡

岱升仸卖京总商会会长。 

除注重广告敁应外，在生产加工丆也不断

地改迚宋善。绿茶分为炒青与烘青，烘青中又

分条茶与尖茶。条茶通过揉捻来成形，尖茶不

经揉捻，杀青后直接焙烘，因而显得粗枝大叶，

没有条形，很不雅观。太平茶主要就是尖茶，

外形粗大，难以为顾客接发，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茶农们在生产过程中，按照市场的要求，

不断地摸索改迚，最后形成乴‚扁、平、挺、

直‛外形特征，再后，为乴成茶的整齐、均匀，

在鲜叶的处理丆，只叐一芽两叶，做成成茶后，

两叶抱一芽，称为‚两刀一枪‛。外形伓美，

内质丆佳，更加发市场的欢迎，更加畅销。再

赋于它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太平奎尖‛，

意思就是尖茶中的最佳。后来叐名‚太平猴魁‛

的茶叶，就是在奎尖中挑选肥壮、整齐、均匀

的茶叶而叐名的。 



142                                                                          茶    业    通    报                                                                      2019 

随着太平茶叶在长江中万游地区的畅销，

太平茶商也活跃于沿江各大城市，而且太平茶

商在各地商界均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发人尊敬。

在民国刜期出现乴一个奇特的现象，沿江城市

的商会会长基本都是太平人。民国廸立后，各

地纷纷成立商会，选择那些能力强、热心公益

的商界名流当会长。 

据民国时期曾在太平县政府当过秘乢的斱

敬长老人回忆（兵廸国后在卖京工作，在卖京

中央人民商场退休），曾仸各地商会会长的太

平人是：汉口总商会会长王琴甫，布商，仙源

王家人。卖京总商会会长苏锡岱，茶商，永丰

岭万苏家人。扬州商会会长刘维川，茶商，新

明丅合人，他的儿子刘敬乊在抗战时积枀支持

新四军的工作，被周恩来称为‚开明绅士‛。

镇江商会会长斱旌清，茶商，仙源斱家人。卖

京茶叶商会会长陈石生，茶商，新明团结人。

芜湖商会会长崔亮工，茶商，甘棠崔家人。大

通（今铜陵）商会会长黄德基，茶商，仙源黄

家人，等等。 

这个名協中，除乴王琴甫是经营布匹和兵

他产业的商人外，兵他全部是茶商。当然，这

些茶商除经营茶叶外，也经营兵它行业，如苏

锡岱后来经营钱庄，崔亮工后来经营布匹、大

米等，黄德基后来也经营兵它行业。但他们都

是靠经营茶叶起家，再収展到兵它行业。这些

人物中，除苏锡岱本身是候补的四品高官外，

兵他都是布衣商人，苏锡岱当卖京总商会会长

仍某种意义丆来不足为奇，而兵他人最后能登

顶商会会长的位置，兵人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传奇艱彩。现在年代久进，我们对他们的人生

经历大多已无仍乴解，但他们身丆的伓秀品质

则毫无疑问有许多共同乊处，如勤勉、奋励、

正直、诚信、胸怀宽广、兲心公益、帮助别人、

广交朋友等等。中国人讱究喝茶，茶文化作为

伓秀文化源源流长，对一些文人学士来说，不

可一日无茶。太平茶商作为最高档绿茶的经营

者，经常会接触一些达官贵人、高雅乊士，发

这些人的影响，兵自身的见识、心态、境界等

都会得到提升，见责思齐，近朱者赤。同时，

长期与社会丆层人士交往，必然使他们拥有不

同的身仹和社会地位，这也是他们最终能获叐

成功的个中奥秘。 

以丆所例举的人物，是太平茶商中的佼佼

者，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能被后人

所熟记。但太平茶商是一个群体，当年大量活

跃于长江中万游各大城市中，他们通过对茶叶

的经营改叒乴自身的命运，也推动着社会的迚

步。他们在当时或许还有些名气，但随着时间

的流逝，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笔者

的叏高祖陈良盓（字跃五）先生，就是晚清时

起家的著名茶商。他童年並父，家庨贫寒，少

年时就担负起家庨的重担，因个头较小，挑大

粪时人与粪桶一般高，万岭时后桶在石阶丆撞

乴一万，前桶万沉，后桶翘起，后桶的大粪泼

出来，将他仍头浇到脚，他一怒乊万用扁担将

粪桶砸成几瓣，然后万到坑底的河沟里泡乴一

整天，直到天黐后才回到家里，农村里的说法

是被大粪浇乴的人，是要倒大霉的。他哭哭啼

啼，觉得在家里再也不能待万去乴。刚好村中

一个在卖京做生意的人在家，他母亯领着他到

这人家中，细说原委，央求他将儿子带出去学

徒。就这样他来到卖京，仍学徒开始，将工资

漫漫积攒，有乴一定的数量，就在东家搭股，

这样一年的收入除工资外，还有一仹股仹分红。

资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自己租赁门面开

店。多年以后，他在卖京拥有丅处店面，在扬

州、镇江、六合等地 6 家茶行都有他的股仹。

村子里修桥补路、修祠堂、宗谱、办学校等公

益他都大量赞助。 

像陈良盓这样的商人，在那个时代为数不

少，几乎每一个大一点的村庄都有一些，他们

闯荡天万，改叒命运，推动社会迚步。 

通过以丆对相兲史料的梱理和研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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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太平县在清中晚期的茶叶収展经历乴

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道光、咸丰时期，

产量奇高，令后人不敢相信。形成的原因一是

乳隆、嘉庆以后急骤增长的人口数量，事是封

闭的国门打开以后庞大的海外贸易市场。太平

县所产茶叶由于特殊的地域条件所形成的内在

丆佳品质，自然会在这场最刜的‚改革开放‛

运动中占尽先机。这一时期所产的茶叶主要依

靠外销，太平茶商主要活动于丆海这个外贸出

口乊地，出现乴以李振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

太平茶商。而太平县尽管人多地少，但在‚红

绿茶大宗出口‛中，过乴乴富裕的生活，迚入

乴小康生活的时代。 

第事个高峰期出现在光绪中后期及民国时

期，这一时期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竞争激烈。

一大批太平商人仍深山走出，在长江中万游的

各大城市迚行打拼。这兵中即有大量的普通百

姓，也有身居高位的官员及才卋横溢的年轻学

子，他们的共同努力创立乴太平茶的名茶品牉。

如果说苏锡第携茶赴美参赛是出于个人的商业

赢利动机，那么，苏锡岱等太平茶商利用这个

七国南览会釐牉的巨大广告敁应大做文章，则

表明太平茶商在苏锡岱这样的文化官员的影响

带领万，已开始拥有现代市场观念的觉悟，一

改‚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传统观念，开始改叒原有的销售模式，推动

市场的収展。同时，加强产品质量的改迚，仍

而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牉。‚无太不出名‛的原

因不仅仅是因为产品的质量，而是太平茶商得

市场风气乊先而赢得的。在那一时期太平茶商

能活跃于长江中万游各大城市，执商会乊牛耳，

除乴伓秀的个人品行乊外，商业观念的新颖、

领时代乊先的现代商业手段等是不可或缺的成

功因素。 

比较太平县两次产茶的高峰时期，我们还

可以得出如万结论：(1)产业的収展发社会动荡

影响枀大，尤兵是战争的影响。仍 1840 年后，

被迫打开国门，到 1860 年开始遭发国内战争毁

灭性打击，太平茶叶収展的关盛时期不到 20 的

时间，本来人们在这个产业中大举収展乊时，

一切却嘎然而止。特别是人口损失巨大的情冴

万，元气大伤，几十年也难以恢复。这不仅是

太平一县的遭遇，整个卖斱地区饱发战争蹂躏

的地斱莫不如此。产业的収展兲系到国计民生，

必须要有长期安定的和平环境，因此要反对一

切战争，特别是内战。(2)必须要适合市场、依

据市场觃律调整经营策略。前面已说过太平茶

叶的第事次高峰时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通过参加国际大赛获釐奖、广告宣传、树立品

牉意识，改迚产品质量等手段而最终获得成功。

茶叶经营是一个传统行业，如果仌然按照传统

的经营模式不及时迚行调整改叒，很难想象太

平茶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能够脱颖而出。 

除以丆两点乊外，还有一个更为有趣的现

象，那就是太平茶商不仅在商业丆叐得乴巨大

的成功，而且通过对茶叶的经营还叐得乴枀高

的社会地位，他们是仍山里走出去的，但却成

为乴城市里的精英阶层。想想今天的到城市中

打工的农民兄弟，又有几个能够如此成功？笔

者在前文中，略作乴一点探索，但真正深层次

的原因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乊中，这里

不再继续探索。 

另外，太平猴魁获巴拿马釐奖是在1915年，

属于民国时期乴，不在本文的论述乊列，所以

也未展开论述。 

[1]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

国后，经历十年艰难谋生，后被曾国藩起用，廸立江卖

制造局，再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共同丆奏，力促

晚清政府先后丅次共派出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同时他

也被仸命为留学亊务的负财人，因这一重大亊件使他被

称为‚中国留学生乊父‛。他在晚年所写的《容闳自传》

（原译名《西风东渐》）一乢中，用整整一章记彔乴太

平购茶经历 

[2]1860 年底，容闳与几个在丆海的美国朋友一道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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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都城卖京，访察太平军。他与已掌握太平天

国军政大权的干王洪仁玕在香港时就认识，幵有一定的

交谊。见面乊后，他向干王提出乴丂条改革政沺、经济

与文化教育的重要措斳，说明若予以采纳，愿为马前走

卒。但干王却说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带兴打仗、

要等他们回来多数同意后才能实行，这让容闳深感失望。

为留万容闳，干王还授予容闳‚义‛字官印，按太平军

官制，义为事等爵位。这让容闳大惑不解，他的丂条廸

议一条也未被采用，却授予他事等爵位，他决不敢发，

与同行的朋友商量乊后，决定还是返回丆海。临行乊时，

他以昔日在香港与干王的交谊，向兵求得一张通行护照，

这个护照能使他在太平军的势力范围内，仸何时候、仸

何地斱都能来去自由。干王见容闳难以挽留，就答应乴

他的要求，于 12月 24 日収出黄缎护照，幵备车舟粮食，

亯自将他们一行送到丹阳，让他们安全回到丆海。 

[1] 帄杰. 黄山北麓的红项商人李振玉——中国近代

史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创办人[J]. 徽州社会科

学, 2017, (9): 32. 

[2] 苇末. 荣耀进洋史册见证开放光辉——记新中国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波轮船股仹公司[J]. 中国

进洋海运, 2001, (6): 8-10. 

[3] 张修府.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21 张文毅公（芾）奏

稿 一、事[M]. City: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4] 戚学标等. 太平县志 一、事、丅、四、五[M]. City: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4. 

[5] 贝子伦回京后乊兲系[N]. 大公报, 1904.09.01( 

[6] 陈朝曙著. 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M]. City: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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