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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曹树基

[摘 要 ] 本文根据一批清代洗砂扎场的买卖典当契约, 通过比较不同种类砂扎的市场价格及其变化, 发现大约从

1820年开始, 石仓砂扎价格发生了崩溃性的下跌。这不仅反映了当地冶铁业的崩溃, 也反映了江南铁市场的崩溃。因为石

仓冶铁的绝大部分供应江南市场, 江南市场的萧条导致石仓铁业的萧条, 进而导致洗砂业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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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多来, 我和我的研究小组一直在浙江南部山区的松阳石仓进行一项社会经济史、建筑

社会史和乡村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有关这个村庄的现状与历史概况, 笔者已有论述, 本文不予展

开, 只有一点需要交待, 即是康熙年间陆续迁自福建上杭的阙氏, 从迁入时的几十人, 发展到今天的

3600余人。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建筑, 或者从文化的角度考察, 清代中期的嘉庆前后, 可以称为阙氏

繁荣昌盛的几十年。支撑石仓阙氏繁荣昌盛的产业, 并非农业, 而是炼铁业。

关于清代乡村冶铁业与选矿业, 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 此前未见相关研究。我们曾利用嘉庆二

十五年 ( 1820) 阙彤昌号 铁炉的收支账本 本炉往来薄 , 撰专文讨论石仓冶铁业之经营, 以

及石仓冶铁业与国内铁市场的关系。 本文则主要利用一批从乾隆十四年 ( 1749) 至咸丰十年

( 1860)洗砂扎场的买卖典当契约, 重点讨论石仓洗砂业暨选矿业与冶铁业的关系。从市场的观点

看, 洗砂扎场的价格变化, 可以灵敏反映铁业市场的变化。洗砂业之兴即冶铁业之兴, 洗砂业之衰

即冶铁业之衰。这样一来, 我们以前关于石仓冶铁业的讨论, 就可以从一个时点, 扩展为一个较长

的时段, 变化的主题得以凸现。

一 铁矿与洗砂

2007年春天, 当我们第一次进入石仓时, 村民就开始给我们讲述祖先炼铁发家的故事。村西边

的山坡出产铁砂, 遗迹仍存。随着契约文书中与洗矿及冶铁有关的记载越来越多, 我们开始相信,

这个村庄真的是以冶铁业致富的。

在现场踏勘, 石仓源西部山头一带的铁砂砂粒极为细小, 直径不到 1微米。泥土中隐约可见有

黑色的小颗粒, 即为铁砂。由此可知, 石仓源的铁砂矿, 与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 中所描绘的 凡土

锭铁土面浮出黑块, 形似称锤, 遥望宛然如铁, 拈之则碎土, 若起冶煎炼, 浮者拾之 并不相同。宋

应星的观察, 当另有所本。新修 松阳县志 对于这片铁矿有以下描述:

蔡宅铁砂小型矿床, 位于大东坝镇蔡宅村。铁砂赋存于细粒状花岗岩的风化残积层中,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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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含磁铁砂 5 6公斤, 含铁率 60 92% , 储量 58万吨。铁砂易于淘洗富集, 质量好, 易于冶

炼。

出生于 1919年并参加过 1958年 大炼钢铁 的阙成芳老人告诉我们, 在石仓, 2000斤铁砂产

1000斤铁。这一说法与 61% 的含铁率基本吻合。石仓的铁砂易于淘洗富集, 质量好, 易于冶炼。

这也是村民津津乐道的事实。在现代冶铁业中, 贫矿的含铁品位之临界点为 20% - 30%。 石仓铁

矿应当算是贫矿中的贫矿, 几乎没有开采价值。问题是, 当地的老百姓是如何从泥土中淘洗出这含

量甚微的铁砂来的?

在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 石仓村民又开始了洗砂和炼铁, 各种濒于失传的手艺差不多又

都复活了。 2009年 2月初, 在西山岗下的周岭脚村, 笔者采访了时年 84岁的阙喜球老人以及老人

的邻居们。根据村民的口述及下文所引契约之描述, 可以将石仓西部山峦上坑扎的洗砂叙述如下,

并将其过程绘如图 1。

图 1 石仓源山头铁矿砂冲洗示意图

根据石仓铁矿含铁率计算, 要淘洗出一炉铁砂, 亦即 2000斤铁砂, 需要耗费 178 6吨矿土。假

定最终淘洗出来的铁砂是矿土中铁砂含量的一半, 冶炼一炉铁需用矿土 357吨。村民引水冲山, 采

用的是 割脚冲山 的方法。工人将一座小山包的三面脚部挖空, 雨天或水充足时, 则将水引来冲涮

未挖空的一面, 导致山体向水流冲激的一面倒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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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水源不足, 除了收集矿区已有的溪流之水外, 村民修筑了一条长约数千米的沟渠, 从远处

引来山水, 并挖掘水塘, 以蓄来水。村民还在山上修筑水塘。水塘大小不等, 多为半亩面积, 水深约

为 1- 2米。人们将山水引入水塘中, 水塘之水蓄满后, 放闸冲泥沙入渠道。渠道上斜置一木槽, 木

槽长约 4- 5米, 宽约 1 5米, 深约 0 4米。泥砂从水槽流过时, 工人用砂耙逆水流方向耙沙, 泥沙

轻而铁砂重, 水流将轻浮的泥沙冲走, 剩下的则为铁砂。淘过一遍的尾砂还要经过下游的几道淘

洗, 最后流入石仓溪中。

石仓溪中的洗砂与矿区洗砂相似。人们在溪中设置石坝, 又在石坝下方溪边整理出略高于溪

底的长条形台地, 开沟并置木槽于其中。木槽长约 2米, 宽约 60厘米, 高约 30厘米, 断面呈倒梯

形。坝前水满, 便开闸将水流引至槽内, 淘出铁砂。

1930年代, 杨大金观察与松阳毗邻之遂昌县的洗砂情况, 记载如下:

土人于多砂山涧旁, 辟小场, 特制长约五六英尺, 高约一英尺, 前宽一英尺, 后宽二英尺之

木槽数件, 半埋土中, 略带坡度。槽前端作一闸, 冲洗利用天然水流, 砂质轻, 铁质重, 第一次分

出之毛砂, 含砂尚多。再经冲洗, 成分较净, 色黑, 曰净砂, 含铁百分之七十。

除了 前宽一英尺, 后宽二英尺 之形状未在石仓得到证实外, 木槽的其他数据与石仓溪中砂槽

同。杨大金所称 含铁百分之七十 为约数。不过, 杨大金的描述, 并不能让我们分清其所观察的到

底是山上的 坑扎 还是溪中的 河扎 。 本文就矿区之 坑扎 与石仓溪中之 河扎 分别进行论

述, 以求完整展现石仓铁砂选矿业的方方面面, 并揭示各种不同砂扎的市场价值及其变化。

二 西山岗坑扎

(一 ) 头坑 与 二坑

笔者将石仓西部山岗, 统称为西山岗, 其间分布着大大小小若干个洗砂的 坑 或 坑扎 。在

洗砂处设有堆砂处, 称为 砂坪 , 洗砂的坑, 因设有闸门, 也被称为 扎 , 合称则为 坑扎 , 亦称 扎

场 。下文为订立于嘉庆四年 ( 1799)金永官的一份出卖坑扎契, 契文如下:

立卖契人金永官今因钱粮无办, 自愿将己置砂坪扎场壹处, 坐落廿一都夫人庙庄, 土名西

山岗二坑砂坪, 计额壹分正, 上至西山岗头坑嫩扎尾为界, 下至坑口为界, 东至阙永魁田脚为

界, 西至小坑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托中欲行立契出卖与赖新全承买为业, 当日凭中言断, 时值

价钱一千八百文正, 其钱即日随契交讫明白, 自卖之后, 任凭买主推收过户完粮受业, 倘若日后

头坑歇业之日, 任赖边开北 [辟 ] 成田, 界内耕管, 卖人不得异言争论

此坑扎可以命名为 金永官坑扎 。从下一份契约中看, 此契买主 赖新全 实为 赖辛全 之错

写。本约先是出现 砂坪扎场 , 意即堆放砂石与洗砂之处。联系下文所引 阙天开坑扎 之租契

看, 西山岗二坑砂坪 是一个小地名, 意为位于西山岗的 二坑 和 砂坪 。扎场分为 头坑 和

二坑 , 头坑 水源充足, 冲洗便利。 二坑 利用 头坑 尾水洗砂, 水源相对不足, 冲洗效率低。

村民称, 除了 头坑 、二坑 外, 还有 三坑 、和 四坑 , 其意与 二坑 相同, 契约中有 三坑 而暂

未见有称 四坑 者。小水流入大溪的地方, 称为 坑口 。这是因为, 在石仓, 溪流也被称为 坑 。

此外, 在 金永官坑扎 的西部, 还有一个业主不详的 小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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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其他契约看, 头坑嫩扎尾 说的是一个洗砂坑, 可能由两个扎组成。一个是粗扎, 用于淘

洗粗沙; 一个为嫩扎, 用于淘洗细沙。前者为粗洗, 后者为精洗。这由两个扎组成的扎, 不是 金永

官坑扎 , 而是业主不详的 头坑 。

此份契约还进一步规定, 如果 头坑 停业, 本坑即本契约所售之坑就必须歇业。究其原因, 本

坑所用为 头坑 下游之水及 头坑 用过之尾砂。如果 头坑 停业, 水流不再, 泥砂不来, 二坑

无法工作, 只能垦作农田了。由此而推测, 头坑 的价值要远远大于 二坑 。我相信 三坑 与 四

坑 的价值亦呈递减状, 除非有新的水源供应。

周岭小湖位于西山岗北面之山头村, 与西山岗联为一体, 我们仍以西山岗称之。虽然至今乡民

称其为 小湖 , 但湖泊或池塘已不存在, 昔日的蓄水洗砂之处已经被垦成片片梯田。道光五年

( 1825), 阙银魁将自己的周岭小湖头坑租给他人淘洗, 立契如下:

立出包坑字人阙银魁, 原因自置周岭小湖头坑壹条共三股, 内己分壹股, 今因缺工, 今来立

约出包与李天养兄边承包淘洗壹载, 当日三面言断, 充纳坑租洋银壹拾贰元正, 其洋银即日交

兑, 不少分厘, 其坑任凭上坑扦洗生理, 其坑本月十五上坑, 洗至对期 满坑, 交还坑主, 另包他

人, 承人无得异言, 当日面言, 坑内水塘、水路源头租, 承人自办, 不干坑主之事, 其水塘租谷, 坑

主自收, 自系两相情愿, 恐口难信, 立出包字为照。

从这份 出包契 看, 阙银魁坑扎 之承包是不完整的。既不包括坑内水塘, 也不包括水路源

头。承包人如需淘洗铁砂, 还要另租水塘和水源。契文又说, 其水塘租谷坑主自收 , 似乎坑主自

有配套水塘, 只是水塘并不出租给承包人。细读契文, 阙银魁虽只拥有本扎之三分之一, 但他却是

作为本扎之全权代表将扎出租的。否则, 很难理解三分之一之扎如何出租。在不配套水塘的情况

下, 一个坑扎的租金为洋银 12元, 折合纹银 8 7两。道光初年, 石仓年利率为 20%。在年利率为

20%的情况下, 租金一般为价值的五分之一。 如此, 阙银魁坑扎 的市场价格可能高达 43 3两。

阙银魁坑扎 价格高昂的最大秘密在于它是 头坑 。也就是说, 这个坑扎拥有相当充足的水

源, 在不将自配水塘租出的情况下, 承包人仍然可以向其他人租得水塘和水源, 可见这一坑扎条件

之优越。作为 头坑 的坑扎, 铁砂含量高, 砂源充足, 其坑扎的价格高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如果

与下文所述嘉庆十八年 ( 1813) 金永官坑扎 的价格相比, 道光五年 阙银魁坑扎 的价格已经偏

低, 已经是一个下跌的价格。

(二 ) 飞涨与崩溃

回到 金永官坑扎 的买卖中来。就在金永官将其坑扎出售的 12年之后, 亦即嘉庆十六年

( 1811), 新业主赖辛全病故, 其弟赖辛连将其兄名下的 金永官坑扎 出售, 其约如下:

立卖契人赖辛连今因兄故, 丧具无措, 自愿将兄辛全自置砂坪扎场一处, 坐落松邑廿一都

夫人庙庄土名西山岗贰坑砂坪, 计额粮税四钱正, 上至西山岗头坑嫩扎尾为界, 下至自己扎尾

坑口为界, 东至阙永魁田脚为界, 西至小坑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托中欲行立契出卖与阙松奎承

买为业, 当日凭中言断, 时值价铜钱柒十千文正, 其钱随契交讫明白

一批原联再照 一批扎场边出扎水塘一丘再照

与嘉庆四年 ( 1799)赖辛全购入的 金永官坑扎 比较, 两份契约中坑场的四至是完全相同的,

不存在扩大规模的可能性。细加比较, 两份契约中不同之点还是有三: 一是嘉庆四年之契称为 计

额一分正 , 嘉庆十六年之契称为 计额粮税四钱正 。前者以银计额, 后者以粮税计额, 原因不明。

二是新的契约中增加了一条: 一批扎场边出扎水塘一坵 。原来的坑扎没有水塘, 是利用头坑的尾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明年的今天, 一周年。

绝对一点地说, 如果租价与市场价等, 物业主人不可能选择出售其物业, 而一定会选择出租其物业。在 20% 的年利

率下, 如果租价不足该物业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 业主一般会选择出售物业而不是出租。在不计复利时, 年率 20% 可以令

其在五年内资本翻番。如计复利, 翻番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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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尾砂进行工作的。现在的坑扎增加了新的水塘, 坑扎的规模实际上是扩大了, 功能也完备了, 不

需要视头坑而定自己的生死了。三是坑场的价格从 1 8千文 , 涨至 70千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 通过引入新的水源, 赖辛全实际上已将一个价值不高的 二坑 坑扎改造成

头坑 坑扎了。只是由于所洗矿砂为头坑洗剩之尾砂, 所以, 称为 二坑 仍然是准确的。考虑到

三坑 、四坑 不断的淘洗, 以及尾砂进入石仓溪后还要经过十几个砂扎的淘洗, 可以认为 头坑

所洗出的铁砂,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 也可以将这种自备水源的 二坑 当作 准头坑 来看待。

嘉庆四年处于 二坑 时代的 金永官坑扎 实际的市场价值是 10 8千文, 那么, 改造后的 金永官

坑扎 价值至少增加了 5 5倍。如果将下文中的 找价 计入, 金永官坑扎 价值增加了 5 7倍。

嘉庆十六年 ( 1811)四月初十, 在赖辛连将 金永官坑扎 出售给阙松奎的一个多月后, 金永官

之子要求坑扎的新业主阙松奎补偿本坑扎的价格, 其契如下:

立找绝契人金春发兄弟等原父手与赖新全交易二坑扎场一契, 坐落二十一都夫人庙庄, 土

名界至已载明, 今因新全病故, 新全之弟新连返籍管业不便, 将此二坑扎场转卖与阙松奎、赖登

光为业。因父患病无措, 无奈转恳亲友向劝业主阙松奎、赖登光边手内找出额外铜钱贰千肆百

文正, 其钱即日亲收足讫, 不欠个文。自我之后, 永远不敢异言, 如再滋事, 甘受叠骗之论。恐

口难信, 立找绝契为照。

新全之弟新连返籍管业不便 一句, 透露出了赖氏的移民身份。石仓阙氏与其他十七个姓氏,

在明代及清代陆续从福建上杭迁入石仓, 称 闽汀十八姓 。赖辛连返籍, 返的就是上杭原籍。细究

这份找契, 还可发现, 在上一契中, 阙松奎是买主, 而在此契中, 业主是阙松奎和赖登光两人。

再来讨论 金永官坑扎 的第四次交易。就在阙松奎购入本扎的两年之后, 即嘉庆十八年

( 1813), 阙松奎将其 典卖 给阙天开。所谓 典卖 , 即保留赎回权之 卖 。其约文如下:

立卖二坑契人阙松奎,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自置投税二坑半条, 坐落本都庄土名周岭

西山岗二坑, 与赖登光仝置, 共成壹条, 上至西山岗头坑扎尾为界, 下至嫩扎口为界, 左至砂坪

与及买主田为界, 右至山骨石坝为界, 并及砂坪、砂槽、出扎水塘壹丘俱属在内, 托中笔向前亲

立文契, 将自己股下半条送与本族叔祖天开承买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时值二坑价铜钱伍

拾千文正, 其钱即日随契两相交兑足讫, 不少个文, 其二坑仍从买主出包收租管业 其二坑

即日凭中言断, 每年出包租钱仍从买主, 钱本每千每年壹分陆扣讫, 有余之租钱以作归与钱本,

其钱本逐年归讫清楚之日, 其二坑还卖人淘洗, 买主无得执留, 恐口无凭, 立卖二坑契付与买主

为据。一批即交原联壹纸存照。其二坑税每年该股下派分完纳贰钱正, 亦在租钱内扣完纳讫

再照。

将本契与两年前的卖契相比, 上下四至的写法略有不同。两年前的买主阙松奎与赖登光, 是本

契的卖主。两年前阙松奎与赖登光买入的是整个坑扎, 因为, 找价 之后, 便为断卖。整条坑扎的

价格为 72 4千文。两年后, 阙松奎 托中笔向前亲立文契, 将自己股下半条 坑扎出卖, 由于卖主还

保留赎回的权力, 所以售出的仅仅为 面 价。半条坑扎的田价上升至 50千文, 一条坑扎的 面 价

高达 100千文。以两年前 找价 与 卖价 之比计算, 嘉庆十八年 ( 1813)整条 金永官坑扎 的全部

价格应为 103 3千文, 两年间的价格上涨 42 7% 。

依本契之约定, 阙天开在购得本扎 面 权之后, 可以将其出包给他人, 并收取租金。本契规定

每年出包租钱仍从买主 , 但年利只能是 16%, 较通行的 20% 利率还要低一些。当钱本逐年还清

之后, 其二坑还卖人淘洗, 买主无得执留 。嘉庆十八年本扎承包人不详, 嘉庆十九年 ( 1814), 阙

永功租得本扎。其约如下:

立包扎头字阙永功, 今来向到本家叔祖天开手内包得, 坐落土名西山岗二坑半门, 当日三

面言断, 每年充纳租钱捌仟文正, 其扎本年三月十五日起洗, 至递年对期交还扎主另包他人捡

洗, 包人无得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立包扎字为照。

阙永功系阙正乾之子, 阙兆元之孙。阙松奎之父永山, 系阙兆元之弟兆亨之孙。他们与阙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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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属同一宗族, 却是不同的两支。在本契中, 扎 底 主人阙松奎充当 在见 中人。从本契文看, 阙

永功付给阙天开的年利确为 16% ( 8 /50)。对于阙天开而言, 16% 的放贷利率虽然不算高, 但我猜

想阙天开可能获得本坑扎铁砂独家购买权。在上引石仓冶铁业的论文中, 我曾指出, 阙松奎之弟阙

献奎所办铁炉, 一年开工只有 20天, 限制其开工不足的最大原因在于铁砂短缺。相反, 阙天开之

炉, 炉火三月不熄 , 原因在于其控制了较为充足的铁砂。两年以后, 此扎的承包权转至阙永达手

中, 年租金不变, 仍为 8千文。

尽管从后面发生的故事看, 收回是不合算的, 但阙松奎最后还是收回了本扎。阙松奎做梦也没

有想到, 十几年后, 中国的铁市场发生了巨变, 于是就有了 金永官坑扎 的第五次交易。道光十一

年 ( 1831) , 阙松奎之子阙长庆 将这一坑扎当与阙天开, 其契如下:

立当西山冈二坑字人阙长庆, 今因无钱吉 [急 ]用, 自情愿将父手置民坑扎半条, 托中将粗

嫩扎场立字出当与本族天开叔祖手内, 当过铜钱本伍千文正, 其钱利三面言定, 每千每年行利

加贰起息, 其钱并本利的至来年对期一足送还, 不得欠少分文

一批日前囗有印契一纸, 当钱伍拾千文正。

请注意此契中有 一批日前囗有印契一纸, 当钱伍拾千文正 一句, 说的是嘉庆十八年阙松奎将

本扎之一半以 50千文的高价 当 出, 在这里, 当 即抵押。如果说嘉庆十八年本扎之一半尚能当

得 50千文高价的话, 道光十一年的当值只有嘉庆十八年的十分之一了。依 值十当五 之通例,

金永官坑扎 此时市场价格只有 10千文, 价格下跌了 90% 。只不过, 对于抵押而言, 有时抵押物

价值与贷款数额可能并不成正比, 所以, 依据当值确定抵押物之市场价值可能存在问题。

然而, 在差不多同一个地点, 包氏的一个坑扎所经历的两次买卖, 却可以证明道光年间石仓铁

砂坑扎的价格下跌。道光九年 ( 1829) , 其 退扎头字 如下:

立退坑扎字人包利朝仝侄贞海等, 今因无钱使用, 自情愿将祖父遗下坑扎壹门, 坐落松邑

廿一都蔡宅庄, 小土名下包处, 坑扎八股内坐贰股半, 自情愿托中立字出退与叶德宗大旧 [舅 ]

边承退为业, 其扎头当日凭中言断, 扎价钱贰千伍伯文正, 其钱即日随退字交讫, 不少分文

下包位于蔡宅的西北角山岗上, 也属于本文定义的 西山岗 范围。本契所揭 包利朝坑扎 是

按股份划分产权的, 包利朝与其侄包贞海退出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 2 5股, 售价为 2 5千文。在石

仓, 股份之转让以及亲戚间的不动产买卖, 多称为 退 。关于石仓 退契 , 我们有专文论述。 包

利朝坑扎 全部股权为 8股, 道光九年 ( 1829)其市场价值应为 8千文。

由于我们并不知道 包利朝坑扎 在道光九年以前的市场价格, 所以, 我们不知道何时达到其市场

最高值。也可能道光九年 包利朝坑扎 之值即其最高值, 也可能是一个已经下跌之值。道光十八年

( 1838) ,包贞甲 (包贞海之兄弟 )将 包利朝坑扎 中属于自己的 5股退与大舅叶德宗, 其契文如下:

立退坑扎字人包贞甲, 今因无钱应用, 愿将祖父遗下坑扎壹门, 并值砂坪一应在内, 坐落廿

一都蔡宅庄, 小土名下包处, 八股头均分, 自己八股内贞甲坐五股, 上至吴姓嫩扎, 下至桥, 左至

墈, 右至田墈为界, 今俱出四至分明, 自愿托中立字, 出退与叶德宗边入手承退为业, 三面言定

坑扎价铜钱壹千文正, 其钱即日随字两相交讫, 不短分文

包利朝坑扎 平均每股只值 200文, 合计只值 1 6千文, 较之道光九年的 8千文, 价格下跌了

80%。对于如此大幅度的价格下跌, 只能用 崩溃 来形容。

直到光绪三年 ( 1877), 西山岗还留下了一份 张元旺坑扎 之 退契 , 说的是张元旺将其位于

蔡宅山上的 张元旺坑扎 之十分股中一股出售给蔡氏, 得价 2100文。值得注意的是, 此扎包括头

坑、二坑、三坑, 水圳、水路及各种工具, 全部的价值只不过 21千文。折合白银仅为 12 2两。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契中人物的关系, 是依光绪 阙氏宗谱 的记载来确定的。全书如此, 不一一说明。

曹树基、李楠、龚启圣: 残缺产权 之转让: 石仓 退契 研究 , 历史研究 2010年第 3期。

张宏斌: 论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 , 史学月刊 198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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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仓溪河扎

经过实地踏勘与文献比对, 可以确定石仓溪中的河扎数量为 18个, 其中两个位于上游, 一个位

于下游, 其他 16个位于中游。从石仓溪发育的形态看, 石仓溪的上游位于周岭脚三接桥以南, 来自

石仓源的水流与来自后宅溪的水流在三接桥汇合, 进入中游。一路流经石仓之大小村庄, 于下茶排

村水口, 进入下游。为了叙述的方便, 本文将溪中河扎, 从下游往上游逐次论述。

与坑扎价格体系不同的是, 迄今为止, 尚没有找到一座河扎连续性的买卖记录。本节的论述,

只能采取前后时代价格比较的方式, 比较的不是某一座河扎, 而是一批河扎。由于受到水源与河床

形态的影响, 每座河扎的产砂能力是不同的, 所以, 其市场价格也是有差异的。然而, 这种差异是在

一定范围内的, 是有限的。当差异过大,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市场价格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河扎之间

的价格差异。

(一 ) 乾隆河扎之价格

西山岗上矿砂经过淘洗后, 全部排入石仓溪中。人们在溪中建扎洗砂。溪中之扎称为 河扎 。

河扎所洗之砂, 实际上是矿区洗过以后的尾砂。由于西山岗一带地势较高, 水流湍急, 淘过的泥沙

中仍然含有大量的铁砂。这就为石仓溪中的洗砂提供了砂源。

在下茶排村, 一份订于乾隆十四年 ( 1749)的退河扎契文如下:

立退扎人赖松泰今因缺钱用, 自情愿将祖遗下河扎壹股, 土名坐落叶庄洋尾徐潭, 壹股内

叁小股均分, 内抽松泰名下壹股, 今来退与余士尧前来承领, 当日三面断定, 得过河扎工本银柒

两贰钱正, 其银即收足, 不欠分文, 其扎自退, 任凭余士尧前去承洗出拚, 赖松泰不敢与 [异 ]言

阻挡争执, 恐口无凭, 立退扎字为照。

一批其扎三小股轮流出拚后, 不得争执, 再照。

本契所涉河扎位于石仓溪下游的茶排村, 又名为下茶排。 土名坐落叶庄洋尾徐潭 , 其中

洋 字可能为书者衍植。加此 洋 后, 就可能与上游距其 450米左右的 洋段尾 相混淆。 祖遗

下河扎壹股 似乎是说此河扎由多股构成。然细加分析, 则不能确定, 因为, 一批其扎三小股轮流

出拚后, 不得争执, 再照 一句, 表明此扎除了三小股组成外, 不存在其他的股东。这 壹股 , 可以

看作 赖松泰河扎 的全部。不过, 补充的此句, 被人用毛笔删除。依本人对石仓契约保存过程的了

解, 这不可能是后人所为。这一删节, 可能涉及对于 轮流出拚 的理解。

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 石仓村民中普遍流行一种 出拚 山林的合作方法, 山主出山, 种山者出

人力或树苗, 双方议定三十年或四十年之后, 由山主与种山者将成材之杉木, 五五分成、四六分成或

三七分成。在石仓现已发现的 扎契 中, 仅此一例有 出拚 字样, 且为 轮流出拚 。此说与我们

理解的山林出拚, 不能对应。可能后来契约主人发现此说不妥, 而将其删除。

三分之一的 赖松泰河扎 售得 7 2两白银, 全部河扎值 21 6两白银。茶排村一份订于乾隆三

十四年 ( 1769)的卖 河扎 契文如下:

立永卖水碓、河扎, 胡春仁、春仪仝侄元有等, 今有祖母身故, 缺少殡资, 今将祖父遗下水

碓、水磨一座, 并及地基外余地一片在内, 土名坐落叶庄。又河扎一门, 土名坐落茶排石桥头,

并及沙坪正 , 四至具明, 今来出卖与胞弟春信入手承买, 当日凭中三面断定, 二业共九七价银

叁十两正, 其银即日收足, 不欠分文, 其业自卖之日为始, 任凭买主收租修整, 并及河扎淘洗, 卖

人不得异言争执, 其贰业日后并无找赎, 其水碓自己买主三房椿 [舂 ]米, 不敢量碓租 , 二家各

无反悔, 今欲有凭, 立卖水碓河扎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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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水碓旧林无租量, 日后换过新林量碓租, 再照。

胡春仁河扎 位于上茶排村村口的石桥头, 正是石仓溪水流湍急之处。在本契中, 由于水碓与

河扎同时出售, 所以无法单独析出河扎的价格。从总价上看, 两处财产总计售得银 30两, 假定生产

性的河扎与粮食加工性质的水碓价格之比为 2 1, 此契中的河扎价值约 20两。假定水碓与河扎价

格相等, 河扎价格则为 15两。

仍旧在茶排, 乾隆六十年 ( 1795)的一份 河扎 契是这样的:

立退河扎字人胡德寿, 今因急用, 自情愿将父遗下河扎一门, 坐落二十一都茶排庄, 土名樟

树下, 自愿出退与阙天有兄弟四人入手承退, 当日三面断出工本铜钱壹拾叁千伍百文正, 其扎

任凭阙边出包检洗, 退人不得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立退河扎字为据。

胡德寿河扎 位于 赖松泰河扎 与 胡春仁河扎 之上游。此契说是 退 出 河扎 , 仍然是

出售的意思。至于 工本铜钱 , 看似溪中修扎之工钱, 实则为河扎之价值。乾隆六十年的银铜比价

为 1: 1000, 时值 13 5千文的 胡德寿河扎 价值 13 5两。

沿石仓溪往上游方向走, 至下宅街。乾隆三十二年 ( 1767), 刘石寿将自己名下位于下宅街的半

门河扎, 当与阙正雄, 其契文如下:

立当银票人刘石寿, 今因无银应用, 自情愿将祖父遗下分阄内河扎半门, 土名坐落下宅水

碓边, 合来出当与阙正雄兄边, 当过九柒呈色银本伍两正, 当日三面言断, 行利每两每月依乡例

起息。其银的至本年冬成十月内并囗一足送还, 不敢欠少分文

刘石寿河扎 的一半当值为 5两银子, 整座河扎的当值只有 10两。虽然当值不一定是典当物

的价值,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刘石寿河扎 的价值, 一定不会少于 10两。如果 值十当五 , 其价值

则为 20两。

河床水量、泥砂含铁砂量, 以及砂扎的位置、长度, 都影响河扎的产砂能力。虽然同为石仓溪中

游, 不同的河扎价格大不相同。总之, 上引乾隆年间石仓溪中的几份卖契, 反映出当时石仓中游河

扎的市场价格大约在 13 5- 21 6两之间。如果折成铜钱, 乾隆中期至乾隆末年, 银铜比价从每两

银值 800文, 涨至 1000文, 其市场价格大约在 13 5- 17 3千文之间。

(二 ) 当 值的涨与跌

在石仓冶铁业如火如荼的嘉庆年间, 没有留下河扎的买卖契约。嘉庆及嘉庆以后的河扎交易,

主要是当与租, 原因不明。这样一来, 关于河扎的价格变动, 主要通过当契与租契进行简接的估

算。在下宅街上游大约 100米处的周岭脚, 一份嘉庆十七年 ( 1813)的当河扎契是这样写的:

立当扎字人阙来魁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扎头壹门, 坐落土名周岭脚大桥头安

着, 自将己分半门, 今来立字出当与本家天开叔公手内, 当过铜钱贰拾伍千文正, 其钱当日三面

言断, 每年每千加贰起息, 其钱的至本年冬成并本利一足送还, 不得欠少个文, 如违, 其扎任凭

钱主出批他人检洗, 当人无得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立当扎字为照。

阙来魁之半门河扎出自其父, 其父名伯寿, 故此扎名为 阙伯寿河扎 。半门 阙伯寿河扎0可

以当出 25千文, 一门河扎可以当出 50千文。此扎的市场价格一定高于此当价。此时的银钱比价

约为 1: 1000, 也就是说, 依 /值十当五 0计算, /阙伯寿河扎 0的市场价格应为纹银 100两。与乾隆年

间比较, 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如上文所说, 嘉庆十八年, 坑扎的价格虽然上扬, 但可能并未到达最

高点。坑扎的价格上升还有相当的空间。

道光三年 ( 1823), / 阙伯寿河扎0之另外半门出当, 可见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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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当三坑扎字人阙银魁, 今因口食不给, 自愿将父手遗下坐落土名大桥头三坑一门, 将己

分半门并及砂坪水路俱属在内, 托中立字, 出当与本族天开叔手内, 当过铜钱捌千文正, 其钱利

当日面断, 每年每千行利加贰起息, 其钱并本利的至轮流值年, 一足送还, 不敢欠少, ,

阙来魁和阙银魁是同胞兄弟, 阙伯寿之子。也就是说, 以上两契当出的两个 /半个 0河扎, 其实

是同一座河扎, 即 /阙伯寿河扎 0。道光三年 ( 1823), / 阙伯寿河扎0半门的当价为 8千文。不足其

嘉庆十七年当值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 道光三年铁的价格已经大幅下跌。此令我们联想到道光

五年价值高达 4313两的 /阙银魁坑扎 0, 仍然可能是一个下跌的价格。

石仓溪中游还有三个河扎之 /当 0, 可以用作本主题的讨论。道光九年的一份茶排河扎当契, 其

文如下:

立当河扎字人阙德环今因无钱使用,自情愿将自置河扎壹门, 坐落二十一都茶排庄, 土名洋段尾

大路下安着,并及水路、砂坪、砂槽、水杉一应在内, 今来托中立字出当与德汉、德玿兄弟二人手内,当

过铜钱本壹拾贰千文正, 当日三面言定, 每年充纳晾谷壹担正, 其谷每年不敢欠少升合, 如违,当字以

作退字行用,其扎任凭钱主出包,另租他人,当人不得异言, 恐口难信, 立当河扎字为用。

阙德环借钱 12千文, 以河扎作为抵押, 即本契中之 /当 0。仍以 /值十当五 0为原则, 本扎价值

约为 24千文。此年萧山米价每担约值银 2122两,
¹
时年每两银约值铜钱 1327文,

º
每担以 160斤

计, 每斤米值 1814文, 以 75%的折率计, 每斤燥谷约值 1318文。石仓人多田少, 米价略贵, 以 15文

一斤燥谷计, 12000文可购燥谷 800斤, 阙德环每年还谷 160斤, 利率恰为 20%。

道光十二年 ( 1832)的一份契约是这样写的:

立借铜钱字人邱槐聪, 今因无钱使用, 自情愿将自置河扎坐落夫人庙庄杨柳树下安着河扎

壹门, 出当与阙德瑸叔手内, 当过铜钱本陆千文正,其钱利即日面定,每年每千加叁起息,其钱

的至来年并及本利壹足送还, 不敢欠少个文, 恐口难信, 故立当字为照。

/杨柳树下0离夫人庙距离颇远, 实际坐落在上茶排村。道光十二年, / 邱槐聪河扎 0只当出 6

千文。依/值十当五0的规矩, 本扎价值约为 12千文。在 5咸丰元年阙德玿分家书 6中,恰巧有关于

此扎的记载: /一坐落茶排庄德珂门口邱新贵河扎壹门, 计租钱肆千文正。0村民根据位置判断, 确定

此扎即上文所引 /邱槐聪河扎0, 只是时间为咸丰元年 ( 1851), 距上引契文订立时间相差 18年。依

照本契 30%的年利率, 本扎价值当为 1313千文。也就是说, 从道光十二年至咸丰元年 ( 1851), /邱

槐聪河扎0价格基本不变。

在茶排村的中部, 有一条山沟, 名叫桐坑口。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流出, 注入石仓溪。有道光二

十三年 ( 1843)当河扎契如下:

立当河扎字人邱槐琼, 今因无钱使用, 自愿将祖父遗下河扎壹门, 坐落二十一都茶排庄桐

坑口大扎头, 父手四股均分, 父名下壹股, 立字出当与阙德瑰叔手内, 当过铜钱本贰千文正, 其

钱行利, 即日言定, 每千每年加叁起息, 其的至来年并本利壹足送还, 不敢欠少个文, 如有欠少,

其河扎自己股下任凭钱主出包, 收租管业, 当人不得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故立当字为据。

桐坑口的/大扎头 0就是因/扎0而得名。这一扎门并不是建筑在桐坑口的小溪里, 而是建在石

仓溪中。本契中邱槐琼只拥有本扎四股中的一股, 所以当值也低, 只有 2千文。一扎出当, 可以当

出 8千文。本契中作为在场见证的弟弟邱槐书, 手中也拥有此扎的一股。道光二十七年 ( 1847) , 他

将此股出当, 只当得铜钱 1千文, 价格更低, 其当契内容如下:

立当河扎字人邱槐书, 今因无钱使用, 自愿将祖父遗下河扎壹门, 坐落二十一都茶排庄桐

5史林6 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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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口大扎头安着, 河扎壹门自己股下, 立字出当与阙翰聪兄边手内, 当过铜钱本壹千文正, 其钱

行利长年加叁起息, 其利钱另年本利壹足送还钱主, 不得欠少个文, 如有欠少, 其河扎任凭钱主

出抱 (包 )他人过扎, 当人不得异言阻执, 恐口无凭, 故立当字为照。

利率不变, 当值更低。大体上说来, 道光后期, 石仓溪中游一座河扎的总当值约为 4 - 8千文。

道光中后期的银铜比价在 1: 1700左右波动, 以银计算的河扎当值更低。与嘉庆十七年 /阙伯寿河

扎 0当值进行对比, 道光后期的石仓河扎当值似乎呈一路下跌的态势。据此, 我们将石仓砂扎价格

之崩溃, 定为道光初年。为了表述的便利, 姑且定为道光元年 ( 182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文描述的 /当0值变化, 是从一个长期变化的趋势上来理解的。当值可以

不与市值等同。例如, 嘉庆十七年 ( 1812)阙金魁将自己位于小湖二坑的四分之一坑扎当给阙天开,

当值为 3千文, 年利为 20%, 道光十三年 ( 1833) , 此坑的另一股仍被当与阙天开, 当值为 214千文,

年利率不明, /依乡规起息 0, 当值变化不大。两契太长, 兹不转引。

(三 ) /租0值的涨与跌

订于道光十三年 ( 1833)的一份承包河扎契文如下:

立包扎冯天开今来问得本都茶排庄阙德璁相边河扎一门, 土名坐落石峎对门里田下安着,

前来囗囗其扎, 当日面断, 每年偿纳租铜钱壹千文正, 其钱每年交收清白, 不敢欠拖, 如违, 任凭

业主追租囗囗囗别产, 包扎冯边人等再不异言, 恐口难信, 立租扎劄为照。

此扎位于下茶排村口以北 350米处。石仓溪至此已变得相当宽阔, 石头垒起的沟渠, 仍清晰可

辨。本扎以北, 再也没有发现河扎的存在。道光中期以后, 石仓的年利率为 30% , 因此, 某物的年租

金一般为物业价格的 30%。如此, /阙德璁河扎0只值 313千文。比较而言, 只值 313千文的河扎,

远远不及乾隆年间的价格水平。只不过, /阙德璁河扎0位于所有河扎的最下游, 其产能一定远远低

于其上游各扎。其价格的低水平, 还不能证明同时代河扎价格之下降。

回到石仓溪中游。周岭脚往南, 有后宅溪来汇, 土名三接桥。三接桥以上为石仓溪上游, 其下

为中游。居于后宅的阙正雄置有一座河扎, 位于法师庙对面, 实际位于后宅村边的后宅溪边。由于

在 5道光二年阙永魁仝侄献奎等分家书6中见得此扎, 所以又可称为 /阙献奎河扎二0。道光二十二

年 ( 1842)一份租河扎契是这样写的:

立承包河扎字人吴三妹, 今因缺闸少年淘洗铁砂生意, 愿托中向到阙正雄公众边包得大河

粗嫩闸头半门, 坐落廿一都土名三接桥法师庙对面安着, 立字承包, 前来淘洗铁砂, 当日面订每

年贰月内交纳闸租铜钱捌百文正, 其租钱不得拖欠, 如有拖欠不清, 其闸头任凭阙边闸主另包

别人, 吴边不得异言婪洗等情, 恐口难凭, 立承包闸字为照。

仍依 30% 的年利率, 半门 /阙正雄河扎0只值 217千文, 一门河扎仅值 514千文。不过, 此扎也

不能代表河扎之一般价格, 因为本闸已经属于西山岗之上游, 属于石仓源之后宅支流。这里的水自

后宅流出, 水量较少, 其砂来自后宅山坡, 而非西山岗。依村民的看法, 这里的一个扎, 相当于石仓

溪中游的半个扎。如果这一说法为真, 则道光后期, 石仓溪中游之河扎, 仍值为 1018千文, 与乾隆

年间的价格相近。只不过, 道光二十二年 ( 1842)宁波与上海的银铜比价在 1B1877,
¹
以银计算的河

扎价格仅为 518两, 河扎价格的大幅下跌是显然的。

5咸丰元年阙德玿分家书6中还记载有两门河扎。其一为 /坐落后金坑口石桥下邱槐松河扎壹

门, 计租钱叁千伍百文 0, 另一为 /坐落夫人庙庄梧桐口邱槐松河扎壹门, 计租钱陆千文正, 上手永

寿、永焕活退 0。所谓 /活退 0, 指的是 /扎面 0之族内交易。在年利 30% 的情况下, 两个扎门的市场

价格分别为 1117千文和 20千文。取其均值, 则为 1519千文。较之嘉庆年间, 至少跌去 70% 。

1850- 1851年的银钱比值约为 1: 2000。以银计算的石仓河扎只有 519- 10两, 取其均值,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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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19两。较之乾隆时期, 价格下跌超过 50% , 较之嘉庆年间, 至少跌去 85% 。从这一价格跌幅来

看, 河扎的下跌幅度与坑扎相似。

(四 ) 价格的异动

咸丰六年 ( 1856), 坐落在杨柳树的 /邱槐琼与邱槐书河扎0, 在邱家后代手中再次出当, 邱硭玄宗

同弟等将一门河扎当与阙翰成。据契文, 一门河扎当值为 7千文, 与道光二十三年本扎当值接近。

四个月后, 当人邱硭玄宗又当出同一座河扎, 出当理由是/上年被大水打坏, 无钱修正 0。有意思的是,

在四个月前的典当中, 契文不曾说明这座河扎是/上年被大水打坏 0, 而在这份契约中, 该因素被凸

显了出来。凸显一对本河扎不利的因素, 本是为了降低当值, 而在本契中, 却是增加当值。

四年以后即咸丰十年 ( 1860) , 邱硭玄宗继续将父亲遗下的这座河扎出当, 钱主还是阙翰成, 当出

铜钱本 70千文。其契文兹不转引, 其契后附批云: /一批日前当字贰张, 铜钱内除清未捡转。0指的

就是咸丰六年的两张当契。这反过来也证明, 这三张契约, 当的是同一座河扎。在一切未变的情况

下, 修好的河扎其当值增加至 70千文正。这一令人瞪目结舌的变化, 其实是不真实的。这是咸丰

年间清廷进行货币改革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果。至同治及光绪年间, 货币价值重新回复到太平天国

以前的状况。关于这一点, 读者可以参考王业键的专门论述。
¹

四 产量与利润

对于上文的描述, 可以进行以下几点归纳: 其一, 洗砂业分为矿区洗砂与石仓溪洗砂两种; 西山

岗的洗砂, 是矿区的选矿, 石仓溪中的洗砂, 是尾砂的再利用。其二, 矿区坑扎分为 /头坑 0和 /二

坑 0甚至 /三坑0及 /四坑0; 水流充沛的 /头坑0价格高昂; 水流缺乏的二坑, 以及三坑、四坑, 价格低

廉。其三, 乾隆年间石仓溪中的每座河扎价格大约为纹银 13- 22两, 矿区坑扎价格不明。其四, 嘉

庆、道光初年, 无论是矿区坑扎还是河扎, 都经历了一个价格迅速高扬的时代; 涨幅可能高达 4- 5

倍。一个矿区坑扎的价格可以高达 100两银以上; 河扎可能超过 50两。其五, 道光元年以后, 矿区

坑扎与河扎的价格均大幅走低; 坑扎的价格变动, 反映了这一时期铁的价格变化, 铁市场可能陷入

萧条期。其六, 咸丰六年六月河扎价格的突然高企, 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与铁业的复兴无关。

需要从石仓洗砂业及外部市场的变化这两个方面来讨论砂扎价格的兴衰。雍正时代广东的冶

铁业达到了极盛时期, 炼铁炉厂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二, 铁产量居全国之冠。由于铁矿资源的枯竭

和燃料短缺, 广东铁产量开始下降, 广东铁业地位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衰落。至嘉庆四年 ( 1799)全省

铁产量只有 2250万公斤, 已经不及嘉靖十年的产量。
º
嘉庆年间石仓铁业的勃兴, 实际上是湖南、

湖北、河南等地铁业兴盛的一部分。

透过石仓铁砂的总产量可以估算石仓铁的总产量。在上引另一文中, 我和我的合作者, 完成了

一个铁炉产量及利润的计算, 由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估算石仓铁业的总利润。石仓铁砂的总产量分

为河扎与坑扎两个部分进行如下估算。

其一, 关于坑扎的每年铁砂总产量。

上引各坑扎契约揭示矿区有以下几处: ( 1)西山岗; ( 2)周岭小湖; ( 3)包处坑; ( 4)蔡宅庄马慈

湾; ( 5)金钟山三坑子。另外, 有未见契约但确知的矿区还有上茶排之羊头岗大北山, 以及石仓溪东

面山坡上的培朱口与后宅村之平阳岗, 共 8个坑扎。在 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 石仓村民在西山岗、

周岭小湖、金钟山三坑子以及培朱口的龙眼山重开坑扎, 推山洗砂。除此之外, 还在下宅街的汪窝

开扎洗砂。汪窝下临下宅街夫人庙, 清代石仓村民以风水的缘故, 不让在汪窝洗砂。

5史林6 3 /2011

¹

º

王业键: 5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 1644- 1937) 6, 收入王业键著: 5清代经济史论文集 (一 ) 6, 台北稻乡出版

社, 2003年, 第 204- 207页。

李伯重: 5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 1850年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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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乾隆三十四年至咸丰元年石仓砂扎的价格变化

1958年包处坑及蔡宅马慈湾之所以停止洗砂, 可能与水源的缺乏有关。清代此处有渠道引

来水流, 而 1958年矿区的渠道只供农业灌溉用水。总体上说, 在同等的设备及技术条件下, 矿区

各坑清代的产量与 1958年应是相近的。据此, 可以根据 1958年的铁砂总产量推算清代的铁砂

总产量。

现在居住于下宅街的阙宝兰老人, 出生于 1934年。1958年他与另一工人负责将洗出的铁砂运

往冶铁炉下, 所以, 他对于产量有相当清晰的记忆。按照他的叙说, 每条坑扎 (包括头坑、二坑和三

坑 ) , 每天可以产出 1000斤的铁砂, 5个坑扎共产出铁砂 5000斤左右。

1930年出生的蓝发生老人, 1958年是合作社的干部, 曾到洗砂处检查工作, 他对于每条坑的产

量数予以肯定: / 每天每条坑总要产千把斤。0蓝发生与阙宝兰皆称, 1958年, 矿区的洗砂是每天可

以进行的。以每年 250个洗砂工作日
¹
计算, 清代西山矿区的 8条坑扎, 日均产量 018万斤, 年均产

量 200万斤。

其二, 关于河扎的每年铁砂总产量。

2009年 6月, 村民阙龙兴领着我对石仓溪流中的河扎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由北至南, 由下游至

上游, 各河扎的名称、方位及相互距离可见表 1。其中唯有 /三接桥河扎0只见遗迹, 未见记载。

除了上引契约中的各个河扎外, 我还在5咸丰元年阙德玿分家书6中找到四个河扎:后金坑口石

桥下邱槐松河扎、茶排庄德珂门口邱新贵河扎、夫人庙庄梧桐口邱槐松河扎、茶排庄水口阙德环河

扎。经过地名比对, 分别为表 1中的第 8、第 7、第 13和第 4号河扎。又在 5道光二年阙永魁仝侄献

奎等分家书 6中找到三个河扎, 其中阙献奎河扎一写作 /下宅街外手河扎半门0, 指的是阙献奎拥有

这座扎门之一半。这一河扎为其四代孙阙喜球老人所指认。 /阙献奎河扎二 0与上引文中讨论的

/阙正雄河扎 0实为同一河扎。5道光二年阙永魁仝侄献奎等分家书 6写作 /三接桥前法师殿前0, 阙

正雄契约写作/三接桥前法师庙前 0, 皆指今天后宅村口之法师庙。可能是道光二年 ( 1822)之后,

阙献奎将此扎售给阙正雄。/阙献奎河扎三0分别位于石仓溪之上游, 来自石仓源头的溪流与来自

后宅的溪流, 在三接桥交汇。三接桥以上, 河道狭窄, 水流较小。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¹ 村民阙龙兴不同意山上矿区每天均可洗砂的观点。他认为除去年节时间、寒冷冰冻时间, 一年最多只能工作 300

天。在调查中, 也有人说, 在没有水的时节, 工人们挖山, 所以, 山上的水源并未充分到可以日日洗砂。为此, 我们估计每年

洗砂时间为 2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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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石仓溪中各河扎名称、座落及距离

序号 扎名 村庄 地点 距上一河扎距离 (米 )

1 阙德璁河扎 下茶排 石峎对门田下 200

2 吴玉琮河扎 下茶排 石峎大路下 150

3 赖松泰河扎 下茶排 叶庄尾徐潭 450

4 阙德环河扎 下茶排 洋段尾大路下 150

5 邱槐琼与邱槐书河扎 下茶排 桐坑口 100

6 胡德寿河扎 上茶排 樟树下 400

7 邱槐聪河扎 上茶排 杨柳树下 150

8 邱槐松河扎 山边 后金坑口石桥下 350

9 胡春仁河扎 山边 石桥头 350

10 单荣华河扎 山边 坝心里 100

11 阙献奎河扎一 下宅街 下宅街外手 150

12 刘石寿河扎 下宅街 下宅街大桥头 150

13 邱槐松河扎 下宅街 梧桐口 100

14 阙祐庆河扎 下宅街 永城大社对门 250

15 阙伯寿河扎 周岭脚 周岭脚 570

16 不详 蔡宅 三接桥 200

17 阙献奎河扎二 后宅 三接桥法师殿前 200

18 阙献奎河扎三 蔡宅 三接桥平水王外手

  说明: ( 1) /阙献奎河扎三0下游的河扎是/三接桥河扎0, 而非/阙献奎河扎二0。 ( 2) / 吴玉琮河扎0所

涉为光绪三年 ( 1877)价格事, 本文不予讨论。 ( 3)道光十四年 ( 1834)单荣华出售 /民田壹丘0, 此田将砂槽

包括在内, 可见此地曾有一河扎。 ( 4) /阙祐庆河扎0与茶山同卖,不予讨论。

根据我们对 /阙彤昌号 05本炉往来薄 6的分析, 嘉庆二十五年 ( 1820), 阙献奎自产的铁砂为

20600斤。如上述, 阙献奎拥有 /下宅街外手河扎半门0, 又拥有上游两个河扎。石仓溪上游的两个

河扎不仅水量小, 而且不在西山岗坑扎之下游, 上游来砂量小, 以上游两个河扎当中下游一个河扎

计, 阙献奎大约拥有 115个河扎。如果将/阙献奎河扎0的生产水平当作石仓溪河扎的平均水平, 石

仓中下游每个河扎的铁砂产量为 13733斤, 合计每年全部河扎总产量为 247194斤 ( 13733* 18)。

合而计算, 在清代石仓铁业的鼎盛时期, 石仓的坑扎与河扎每年约共产 225万斤铁砂。其中, 河扎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11% 。

从调查中, 我们确知 1958年洗砂采用的基本上是传统方法, 依旧是头坑、二坑和三坑, 山上有

数人挖山取沙, 各坑有 2人工作, 合计一条坑的工人数约为 8人。以一条坑扎 8人日产 1000斤铁

矿砂计算, 每人日均生产 125斤铁矿砂。

杨大金观察过遂昌县东北乡的洗砂, /平均工人五六日可洗七八百斤0, 与石仓矿区日产千余斤

的记载有较大差别, 当为一座河扎的产量。虽然在 1958年, 石仓人没有重启河扎洗砂, 我们不能据

今推古, 但是, 根据杨大金的观察, 却可以将河扎工人的日均产值定为 125斤 ( 750 /6), 与矿区工人

的日均产值相当。

也有人将每个工人日均洗砂的产量定为 80- 300斤,
¹
却不是针对浙南山区的情况而言的, 每

5史林6 3 /2011

¹ W agner, Dabieshan, Curzon Press, 1985, p.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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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地质条件不同, 泥沙中的铁砂含量不同, 水利条件不同, 洗砂的效率也就不同。

以嘉庆二十五年阙献奎 1个河扎自产铁砂 13733斤计算, 每天产砂 125斤, 每年有效洗砂日期

则为 110天。也就是说, 在石仓的中游地段, 由于受到水源的影响, 每年有效洗砂时间只有全年时

间的 30% 。实际上, 一年中丰水期可能并没有 110天, 在枯水期中, 村民也可以在石仓溪中, 用石坝

挡水洗砂。

以嘉庆二十五年每斤矿砂 3117文计算, 丰水期中洗砂工人日均产值为 396125文。以当时的

石仓工人日均工价 80文 (或 4斤米 )计算, 工价只占总产值的 2012%。无论是坑扎还是河扎, 扎主

的利润空间是相当巨大的。只是由于河扎全年的开工时间只有 30%, 所以其总的利润水平仍然是

打了折扣的。如阙献奎河扎年产 13733斤铁砂, 售价 43533文 ( 13733* 3117), 每个河扎以 2个工

人计, 全年工资合计 17600文 ( 80* 110* 2) , 每个河扎全年利润为 25933文。每担以 100斤计, 如

果每个工人每天挑 13担, 就得加上 8000文的搬运费, 即挑费, 每个河扎全年净利润为 17933文, 即

1719千文, 差不多是乾隆时期一座河扎的市场总价值。嘉庆中期以后, 河扎的价格高扬, 涨幅高达

4- 5倍。与利润比较, 这时的市场价格反而是合理的。由此而推测, 乾隆中期以前的铁砂价格可

能达不到每斤 3117文的水平, 铁砂业的利润空间要比嘉庆年间小得多。

如果将矿区坑扎与石仓溪河扎的产量合计, 则乾隆后期至道光十年 ( 1830) , 石仓年产 225万斤

铁砂。按照 95%的折率转化为冶炼用的纯净铁砂 (因上炉前还要进行一遍淘洗 ) , 则有 213万斤可

以冶炼之铁砂。以 60%的出铁率计, 可产铁 128万斤。每斤铁的市场批发价格约为每斤 20文, 则

有产值 25600千文。阙献奎所经营之 /阙彤昌号0利润率为 3511%, 以此估算, 石仓铁炉经营的年

利润额多达 8986千文, 即大约 8986两白银。

这个巨大的利润水平真的可信吗? 在另一文中, 我们已经证明阙献奎一年开炉 20天, 所获净

利润约为 180千文, 石仓铁业的总收入约为阙献奎铁炉收入的 50倍。在村民传说中, 阙天开铁炉

经营得最为成功, /大火三月不熄 0, 以全年经营 100天计, 其铁之产量为阙献奎之 5倍。实际上, 阙

德璁铁炉也经营得相当成功, 其四世孙阙起华 (宗清 )于清朝末年迁居松阳县南坑源村, 并将铁炉开

到了南坑源。
¹
民国初年, 阙宗清富甲一方, 以开办松阳县城的发电厂和碾米厂成为引领时代潮流

者。阙德琈将铁炉办到大东坝镇,也是一个成功者。在光绪5阙氏宗谱 6中,阙德瑞及其后代的炼铁

记载颇多, 似可证明他们的成功。另外, 我们在 5咸丰元年阙德玿分家书6中发现,掌握有四个河扎

的阙德玿系阙天开之子,当然不是石仓冶铁行中的等闲之辈。如果这四个人铁炉都达到 /炉火三月

不熄0的水平, 其年利润合计为 3600千文, 占石仓铁业总利润的 4014%。石仓铁炉的总数量约有

15个。15个铁炉要完成 8986千文的总利润是可能的。

假定石仓铁业的繁荣期维持了 50年, 即从乾隆四十六年 ( 1771)至嘉庆二十年 ( 1820) , 至少有

4419万两白银或与之等价的 449280千文铜钱流入石仓。至此, 我们完全明白了石仓阙氏大屋的兴

建之谜, 即阙氏的先辈如何从冶铁业中赚取利润, 并将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土地和房屋, 构造起石

仓源的繁华与荣耀。道光元年以后, 砂扎价格下跌, 铁价下跌, 石仓冶铁业进入衰退期。

有趣的是, 对于石仓而言, 道光年间既是一个工业崩溃的时代, 却又是一个消费繁荣的时代。

在冶铁市场崩溃的同时, 石仓村民却在大兴土木, 除了修建宗祠外, 还修建了数十幢华美的大屋外,

并撰修精美的族谱。比较而言, 这一时期, 石仓村民的产业投资并不多见。或许, 他们缺少应有的

预见, 不知道冶铁业的繁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五 讨论

王业键在论述/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0这一主题时, 着重强调 1820年代的经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¹ 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5松阳县志# 大事记6,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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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萧条对于江南经济的影响。其一, 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农民的购买力大幅降低; 其二, 银贵钱贱

致使农民参与市场时 (包括出售农副产品及出外做零工 )收入减少; 其三, 贸易衰退使市场萎缩, 农

副产品无人问津, 农民劳动力闲置, 无工可做; 其四, 以银纳税使得农民的实际税收增加, 田赋负担

无形加重。王业键由此将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十五年, 看作是经济萧条的结果, 而不是历

史上的巧合。
¹

石仓与江南相邻, 却不属于江南。从地形上讲, 其所在区域, 是浙南山区的一部分, 与江南属于

不同的地理带。大约从 1820年开始, 石仓砂扎价格发生了崩溃性的下跌, 反映了当地冶铁业的崩

溃, 也反映了江南铁市场的崩溃。石仓冶铁的绝大部分供应外部市场, 通过小港溪 ) 松阴溪 ) 瓯

江, 石仓冶铁从温州入海, 进入江南市场。江南市场的萧条导致石仓铁业的萧条, 进而导致洗砂业

的萧条, 其间的因果关系, 一目了然。

关于道光年间的物价下跌, 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学术界曾用鸦片流入, 白银外流来解释这

一时期的经济萧条。在最近的研究中, 林满红的解释是,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以及西班牙政府因

拿破仑战争而放弃资助北美的银矿与金矿的开采, 导致全球白银供应量的急剧萎缩, 从而造成世界

性的银荒, 并引发中国 1808- 1856年长达 48年的白银外流。
º
这一新鲜的解释, 似乎可以用石仓

洗砂业的个案来进行验证, 或加以补充性的说明。

本文证明石仓的砂扎价格直至嘉庆十八年 ( 1813)仍然可能处于高峰, 说明嘉庆十三年 ( 1813)

开始的中国白银开始外流并没有一开始就影响到中国铁业市场, 因此, 也就没有从一开始就影响石

仓的冶铁业以及选矿业。可能从道光元年开始, 石仓的坑扎价格开始了下跌。世界性的银荒开始

影响石仓的铁业与洗砂业。

1856年世界性的银荒结束之后, 石仓扎价并没有因此而逐渐复苏上扬, 石仓铁业陷入低迷后,

并不曾有过短暂的复苏。 1856年至 1864年持续进行的太平天国战争可能是石仓铁业持续低迷的

原因。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 何以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 石仓铁业没有复苏? 我推测石仓铁业

的衰落,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 015% 含量的铁砂矿, 不足以支撑一个能够盈利的炼铁业, 道光以后石

仓村冶铁业的萧条, 实与当地特贫矿的性质有关。光绪末年, 阙起华 (宗清 )从石仓迁居南坑源之松

阴溪畔, 重振冶铁业, 就有方便运输, 降低成本之考量。

我曾问过 1958年参与大炼钢铁的阙成芳老人, 南坑源的铁砂来自何处, 他说来自遂昌。通过

松阴溪将遂昌铁砂运入南坑源, 相当方便; 通过松阴溪) 瓯江将成品铁运至温州, 较之石仓则更快

速便捷。也就是说, 1856年后, 国内铁市场价格的下跌令石仓冶铁业失去竞争力, 一度繁荣的村庄

从此陷入贫困与萧条。在这一条件下, 即便白银重新流入中国, 也不能令石仓铁业重获生机。

不过, 本系同仁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使我对仅仅用银荒来解释石仓铁业的萧条产生怀疑。

他们通过海洋生物种群的变化, 以及陆地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 证明 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

火山的爆发, 给中国带来整整一个甲子即 60年的寒冷期。
»
人们所熟知的道光萧条, 在某种意义

上, 只不过是因寒冷带来地球生物总量减少的一个表征。农业的衰退, 导致工业与市场的衰退。这

是一个崭新且相当迷人的研究领域, 值得我们去探索。

1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 (批准号: 08B2S031)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批准号: 2008DLS001)的

资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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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ng o f new style education, people re ly m ore on trad i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ublic fac ili2

t ies. H ow to a llocate the expend iture is a great concern and has aroused ho t debates. The fact that all d is2

tricts distributed m ore fund to urban areas is now considered the or ig in o fm odern education gaps betw 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 e Industry and M arket o f th eNo r th - Zh ejiang C oun try side in Q ing Dyna sty acco rd ing to th e I2

ron Sand W ash ing Industr y in Sh icang V illag e CAO Shu$j i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omm ercia l transaction and mo rtgage contracts of the iron sand w ashing

w orkshops in Q ing Dynasty, th is paper com pared them arket price and it. s change in different iron sand

w ash ing workshop and show ed that the m arket price o f these wo rkshops in Shicang v illage fe ll off sharply

since 1820.

/ Po lit ica l System 0 and / M ilitar ized C oun t ies0: The Po litica l D im en sion o f the L oca l Se lf- G ov2

ernm en t o fW anx i CH I Z hen

In light of the parad igm of / po lit ical system, 0 the republican Ch ina w as a society, in w hich there

w ere four types o f pow er resource- the m ilitary, po litica,l ideological and econom ic- and three t iers o f po2

litical system - the state, prov ince and coun ty. The com pet ition betw een politica l system s generated four

types o f centra l- loca l pow er configurat ion.

Sur v iva l S tra teg ies fo r N a tiona l C ap ita lism Indu stry) ) ) Focu sin g on the C ase o f Shangha i Shenx2

in C om pany XU Feng$hua

The auction o f Shangha i Shenx in 7th Tex tile Com pany in 1935 aroused great sensation in Shangha.i

The Rong. s Enterprise w on sym pathy and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for successfu lly turn ing an econom ic

dispute into a po lit ical fight aga inst the imperial econom ic aggression. Due to g reat pressure from the soci2

ety and resistance from its em ployees, Eng land and Japan had to g ive up, thus sav ing the enterprise tem 2

porarily.

Rum o r s, W ar lo rds and the N or thern Socie ty) ) ) the 1919 C ase in C an - sang Fem a le Schoo l in

Anhu .i ZHOU N ing

TheN orth Ch ina Da ily New s reported on Decem ber 5th 1919 that Anwu arm y in Anqing rap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C an- sang Fem a le Schoo l in Anhu.i Th is new s aroused m any debates. A lthough

N i S ichong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schoo l also den ied the even,t the pub lic still believed firm ly

that it happened. The in tense and pre jud iced att itudes indicated the ir blind obedience to theW est and al2

so the ir d issat isfaction and distrust toward the Northern w arlords.

A B asic R esea rch on Re liefW o rks for E p idem ic D isea ses dur ing 8- 9 th C entury in Japan: Focu2

sing on R e liefW o rks w ith M a ter ia lO bjects DONG K e

The 8- 9th century w as the heyday o f Japan. R itsury? system. During th is period, Japanese court

had taken various m easures, w hich grounded on the R itsury? system to aga inst pestilence outbreaks. A t

the beg inn ing of its im plem entation, relief works for epidem ic diseases focusing on m ed ica l treatm ent had

been strictly put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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