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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
郎友兴
（浙江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浙江 杭州 =%""!>）
［摘

要］对于近代中国的变化，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于宏观上，至于乡村社会包括市镇的变迁则

研究较少。如果对乡村社会变化缺乏了解，那么，也就难以对宏观有准确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南浔的
社会结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传统的江南
市镇在中国近代转轨过程中如何变化发展。研究发现，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南浔社会结构的变化
要缓慢得多，并且只是局部上的变异而非整体性的转型，但是，这些变化本身表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松动了，并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
［关键词］南浔；江南市镇；社会结构；近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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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西风东渐，以近代工业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冲击，促使中国
走上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逐渐变化，是这一历程在社会基层
的一个表现，构成了中国社会近代转轨的重要一幕。本文所讨论的是一个江南市镇———南浔镇
———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变化及其状况。从社区背景来看，南浔是江南市镇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
镇，它是浙江省湖州市的著名市镇，位于太湖之滨，与江苏相邻。明清以来，南浔一直是生丝贸易的
重要中心，可以作为江南商业性市镇的代表。自近代以来，以南浔为代表的江南市镇在社会结构方
面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的结构性变化，本文拟从职业与阶层结构、社会群体（主要是家庭与婚姻结构）
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以期对这一课题形成一个大致的研究概貌。

一、职业与阶层结构
随着近代工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传统江南市镇在职业、阶层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尽管
其变化较微弱，但却颇有意义。
首先是市镇士绅阶层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士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自晚清以来，由于
受西潮影响和冲击，士绅阶层身份的内涵已逐渐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最具有近代意义的是
清政府于 %&": 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样原先形成传统士绅阶层的最主要的途径已不复存在，新
式的知识分子取代了旧式的士绅阶层。南浔向来以文风昌盛著称，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旧式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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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开始产生分化，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南浔不少巨绅皆以经营丝业而致巨富，
跻身于士绅阶层，他们中的一部人深受对外贸易兴盛与上海风气的影响，成为市镇中最早接受西方
观念、摒弃传统局限的先驱者。如金氏家族以经营丝业而致富，是南浔“八牛”之一。金焘为清同治
十年（!"#!）秀才，增贡生，做过浙江省缙云县训导，金焘怵于世变，所以将子女送往欧美留学。金绍
城为金焘的长子，他留学于英国的铿司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光绪末毕业后回国，!$%& 年任上海中
西会审堂会审官。金绍城即南浔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尤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原先
有功名的士绅，由于受新学之熏陶，弃旧从新，因此出现了新旧兼具的士绅，有学者认为，此“为清季
［!］
（ ’( )&&）
民初士绅阶层转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在浙省亦见于甚多偏僻的县份”
，南浔镇的王文濡、

徐一冰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是工商阶层队伍的扩大与地位的上升。晚清实行“新政”以来，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对成功的经商者赏以官爵品位的措施；人们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社会上甚至以“绅商”并称。清末，南浔即有数人得封“商爵”。比如，庞氏家族以经营蚕丝发家，
为南浔“四象”之一。庞云曾曾经以他的儿子庞元济的名义向清政府捐献了十万纹银，所谓赈捐豫
直灾情报效，由李鸿章奏奖，于光绪十七年（!""!）得慈禧太后恩赏庞元济举人，特赏庞云曾一品封
典，候补四品京堂。当然，市镇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数的增长，主要还是由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
使的。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上海的开埠，南浔成为湖丝运销上海的中心，丝市繁荣，到了光绪年间，
出现了“同、光间繁荣富甲浙右”的局面。从表 ! 中我们可以看出，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南浔镇
从事工商业者的比例约占各类职业人口的 && ( )+ 。
表 ! !"#$ 年吴兴县南浔镇区人口职业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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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县南当镇第二保户口清册》，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案卷号 &—*。
!资料来源：

第三，新职业的产生与阶层结构的变化。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欧风美雨的冲击、新型机
构与新行业的兴起，为人们谋取新的职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条件，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团
体。这一变化在南浔表现得较为明显（表 ! 有清楚的反映）。最有意义的是，出现了近代的产业工
人。!$!$ 年庞元济等人创办浔震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年梅履中创办梅恒裕丝厂，!$*- 年朱云
裳等合资创办南浔汽机改良丝厂，这些即南浔早期的近代工业，并由此产生了近代的产业工人。如
梅恒裕丝厂，创办时有女工四百余人。表 ! 中的数据表明，南浔镇从事近代工业的产业工人已经约
占有职业人口的 , ( -+ 。较为有趣的是，在这些工人中有可能隐含着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另一种
意义的变化。像梅恒裕丝厂的女工，尽管没有太多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她们来自于镇区外的乡村，但
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市镇与农村人口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同，市镇上的工人有可能常常是当
地的农民。南浔等江南乡镇郊区的农民弃农从工，农业人口流向非农业地区，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就
是农村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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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职业。首先出 现 了 近 代 意 义 的 自 由 职 业 者。从 事 自 由 职
业的人员主要是教师、医生、编辑、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等等，他们的人数还在不断地
增加，其原因在于“产业革命、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发展”。例如，!"#" 年前，南浔个体开业的
中西诊所与医院共计二十多家，医务人员五十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南浔还出现过一报
一刊，出现了从事编辑与新闻工作的人员，这对于一个市镇来说是件不简单的事。当然，自由
职业者在市镇职业结构中的比例还是较小的。从表 !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经济相 对 发 达 的 南
浔镇，自由职业者总共只有 !$% 人，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约占有职业人口的 $ * % + 。其
次，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务员：传统的官吏转变为近代的政军、警、党等公务人员。如表 ! 中
的数据所示，南浔镇有公务人员 (&, 人，占有职业人口的 ’ * " + 。公务人员主要是镇公所、自治
会、税务局、洋药局等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团防局、自卫军、警察所等军警人员。第三，人
事服务行业有了新的发展。这既包括人数上的增加，同时新兴的服务行业在市镇中也有了 发
展。其时南浔的人事服务业从业者竟有 (( &, 人，占有职业人口的 ’, * & + ，仅次于经 商 者（见
表 !）。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南浔这个江南市镇是个消费型的商业市镇，因此对人事服务业
有相当大的需求。新的服务业包括邮政、电信、汽车与轮船客运业。南浔较早地拥有了近代的
通信与运输系统。
此外，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加入到就业者的行列。妇女的从业改变了市镇原有职业的性别构
成。在南浔，职业妇女主要集中于丝绸纺织业与人事服务业。例如，民国 !( 年（!"’#），丝商梅履正
在南浔创办了梅恒裕丝厂。该厂的前身是改良缫丝传习所。梅恒裕丝厂资本有 ’& 万两白银，有意
大利式的缫丝车 ’#$ 台，女工 #$$ 余人。又如 !"#) 年在南浔从事人事服务业的女性有 ( !,$ 人，占
全部人数的 "(+ 。
职业的改变与阶层的变动，标志着社会流动的发生，而社会流动或者职业的变化常常被视为社
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代以来，类似于南浔这样的江南市镇的就业范围与机会的变化和社会
流动趋向的逐步扩大，不仅表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也表现出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现代化的基本
特征。

二、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市镇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要了解近代南浔这样的江南
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不关注家庭结构的状况。由于家庭与婚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婚姻的
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的结构。
家庭规模通常以家庭的人口容量即人口数来衡量。林黎元《南浔史略》中提供的资料表明
（见表 ’），!"’" 年南浔镇的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 # * & 人。有几个镇户均人口数较低，像运河下
镇、南东镇、南西镇户均人口数分别为 # * ( 、# * ’ 、# * $。其人口规模小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近
代江南传统专业经济的衰落，这一情况在 南 浔 最 为 典 型。南 浔 在 !" 世 纪 末 ’$ 世 纪 前 ’$ 年，
湖丝出口的兴盛时期，人口达到顶峰，有四万人左右，当时有不少人口迁入南浔。但是 ’$ 世纪
’$ 年代末，随着湖丝贸易的衰落，南浔镇的人口出现外流。二是当时在南浔经商的，有些是不
带眷属，或只带少量的家人。根据 !"#% 年《吴兴县南浔镇第二保户口清册》统计，南 浔 镇 第 二
保共有 !)" 户，&(% 人，户均为 # * # 人。所以，可以估计，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接近 , 人。这与不
少史家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家庭规模户均所作出的 , 人左右的估计是相一致的。另外也可以
从 !"(! 年《无锡县第四区农村经济调查》中的人口数据得到印证：!"(! 年，无锡县第四区五个
（ -* ’&)）
市镇区家庭人口平均为 # *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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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南浔的家庭人口状况
镇名

户数（户）

人口（人）

户均人口数（个）

运河上镇

!"#

" "$$

%&’

运河下镇

!$(

) $!"

’&"

南东镇

$""

" $%$

’&)

南西镇

$$"

" $’%

’&#

东北镇

!#!

" "(%

%&%

西北镇

"*#

) "#+

!&)

’ ))"

($ ++$

’&*

合

计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直到 )# 世纪 "# 年代，中国“现时最大多数人民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大
家庭制度”，但是，这种大家庭占优势的观点与有关资料并不符合。费孝通根据 ($"! 年开弦弓村的
（ ,& ""）
。而且，从
资料，对其中各类家庭类型进行了计算，认为在中国农村不可能是大家庭占多数［"］

上面南浔与无锡等地的家庭规模的资料来看，费孝通在《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中提出的所谓大
家庭多见于市镇这一看法也未必符合有关资料，至少是有些江南市镇的情况值得重新考虑。 ($’*
年，南浔镇第二保共有 (!$ 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兄弟未分家而合居的只有 " 户，占全保户数的 ( &
+- ；而三代同堂即儿子、儿媳妇与公婆合居的仅 (# 户，占全保户数的 % & $- ，其中还包括第一代已
丧偶的即扩大的核心家庭 " 家。全保各户家庭规模人数在 (# 人以上的只有 " 家，就是在这 " 家
中，有 ) 家实际上是店铺，所谓家庭成员多为伙计。所以，市镇的家庭规模与农村并无多大的区别，
都是以扩大的核心家庭为主要类型。当然，相对而言，由于农村地区的富户不少聚居于市镇，他们
较一般的农户可能更多地维持着大家庭的形式，从而使得市镇的大家庭类型比乡村略多，这也许就
是费孝通先生认为大家庭多见于市镇的原因吧。不过由于这类富户的户数有限，对于提高市镇大
家庭类型比例帮助不大。并且，由于市镇与农村在居住条件方面有所不同，也造成了市镇与农村在
聚居形式上的一些差异。当然，不能将这些差异视为市镇比乡村有着更多的现代性的原因。
南浔镇的家庭结构在近代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增强了家庭的现代气息。
第一，婚龄的推迟。婚龄反映人们结婚的早晚，也是影响家庭结构的一个因素。由于文化
与经济等多种原因，主张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过到了清末与
民国初，婚龄有所推迟。这种变化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立法上的改变，从晚清到民国，都
将男女成婚的最低年龄定为男 (+ 岁，女 (! 岁；二是 ($ 世纪末 )# 世纪初以来，由于女权主义运
动的兴起，女子读书而引起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上海等大都市近代文化的辐射，以及妇女进入
工厂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加上不少进步人士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与男尊女卑等观念进
行批判，提倡男女平权、反对早婚等进步思想，对于推迟婚龄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与过去相比，
在近代，南浔镇的婚龄是推迟的。将 ($’* 年的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婚姻状况（见表 " ）与同时编
制的《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年龄性别统计表》结合来看，当时南浔镇区人口中，男性未满 (+ 岁已
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不到 ( - ，(+ — ($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 - ，)#
岁之后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 -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在 )# 岁
左右；女性未满 (!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 年 龄 群 体 总 人 数 不 到 ( - ，(! — ($ 岁 已 婚 人 数 约 占 本 年
龄群体总人数的 ’( - ，)# 岁之后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 -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
断，女性的初婚年龄大多在 ($ 岁前后。南浔镇的数据是否必然反映了江南市镇人口普遍存在
初婚年龄推迟的现象，有待于进一步资料的发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市镇人口初婚年龄
推迟现象已经在近代江南的市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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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婚姻统计表
年龄性别与婚姻类别

未满 !% 岁

已婚
合计

有配偶

丧偶

! "#$

% &!"

$ ’!(

&#%

""

男

%(%

" "(%

" )!&

*’&

!&

女

&(’

" !%&

* %’&

(&(

(%

(’

(’

合计
总计

未婚

男

离婚

《南浔镇人口婚姻状况统计》
（!’"$ 年 !( 月 *) 日），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宗卷号 "—(。
!资料来源：

第二，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在大都市的影响之下，像南浔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市
镇，社会风气逐渐开化，慢慢地接受起“自由”、
“平等”、
“婚姻自主”等新观念，出现了男女自由恋爱
与婚姻自主的事例，婚姻自由相对扩大。与此同时，尽管从总体上说婚姻比较稳定，离婚率很低，但
是离婚率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较快，引人注目。中国传统社会
中，在离婚问题上表现出极度的不平等，妻子提出离婚为礼法所不容的。而到了近代，妇女提出离
婚一方面表明妇女运动的兴起与深入，另一方面表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表 * 中的数据表明，南浔
镇在总计 "" 个离婚人数中，女性主动提出有 (% 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女性离婚率高于男性，反
映了在家庭关系中妇女主动性的提高。费孝通也认为，
“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的关系松
［"］
（ +, !$&）
散”
。事实上，社会经济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家庭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妇女地位的提高而发生的。

三、社会组织
罗兹曼等人在其所开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清单”中，列出了基层行政、教育、商业、宗教、
（ ++, (() - ((!）
公共事业与非法会社组织等六个组织［!］
。在近代江南市镇的变迁中较为明显的社会组

织有政治、商业与公益团社等，它们代表着市镇社区调控系统的主要机制。不过这里对社会组织的
理解是狭义的，即不包括政治组织，因此，考察的主要是南浔的商业组织与公益组织。
（一）会馆、公所与商会力量的崛起
明清以来，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城镇的公所、会馆等工商团体日益活跃起来。南浔
因其商业经济的发达，
公馆、
公所亦较早较多地出现，
并由丝商庄祖缓等发起，
于 !%&# 年经浙江布政使
批准成立了南浔丝业公所。此外，
在南浔还建有客居此地的各种团体，
如宁绍会馆、
闽公所等。
自 !’ 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西方经济的冲击、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同业公所、同
业公会、同乡会馆等带有传统行会性质的商业组织、社团逐渐发生变化［#］。当时清政府对官督商办
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种种弊端有所认识，并于 !’)* 年新设了商部，以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
高管理机构。就组织的特点而言，商会不同于以公所、会馆为代表的传统行会组织。尽管仍存在着
行会的一些残余，与公所、会馆等有着血缘的关系，但商会毕竟是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工商社团。
!’!& 年，由丝业公会董事梅屐中等发起，仿上海的商业组织，南浔成立了镇商会，并于民国 !)
年（!’(!）八月，经北京农商部批准，颁发钤记。南浔镇商会的基层组织为同业公会，包括南浔镇商
会、丝业同业公会、酱酒业同业公会、洋广京等。到 !’*( 年，南浔加入商会的商店数从 !’(( 年的
!$( 家增加到 (*( 家，按其有关规定，入会的商店每年应缴纳银数，最低的 % 元，最高的为 ") 元。
市镇商会的活动从总体上说与大中城市大体上相同，不同的是，由于乡村市镇自清代以来官方
行政机构建设较为薄弱，虽然行政权力一直努力向下渗透，但是直到 () 世纪 *) 年代以前并没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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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因此，市镇的商会在一定时期里弥补了权力的空缺，在有些市镇，商会很可能成为市镇社
区的权力中心，俨然是地方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总管。根据 !"#$ 年的《南浔月刊》报道，南浔
镇商会附设了多达 %& 个机关。有意义的是，这篇“巍巍商会，设有机关三十二”的报道中将镇公所、
镇民代表会等政府机构和乡农会、渔会分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其他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全归入到
镇商会的机构行列。显然，这不是报道的失误，而是反映出当时南浔镇商会的实际地位。
（二）公益组织的发展
近代以来，各阶层积极参与地方的建设，因而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与传统时期相比有了新的特
征。南浔由于毗邻口岸城市，深受近代文化的影响，其组织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与特点。
首先，出现了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公益组织机构。这主要指在义仓等传统形式之外，产生了一
些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自强、改进地方文化等的公益组织。成立于 !"&’ 年的南浔游民习艺所就是一
个典型例子，它专收本镇的游民与不务正业、扰乱社会秩序或安宁的子弟，所里设立工场与布厂，教
授他们纺织技术，为期一年。
其次，公益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呈现出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趋势，这是近代社会变迁在公益事业中
的反映。南浔游民习艺所制定了《南浔游民习艺所简章》，计有十三条，内容涉及到设立目的、入所
的条件及报酬等。贫儿院并非近代的产物，不过江南市镇里的一些贫儿院，其运作与管理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南浔贫儿院成立于民国 % 年（!"!#），制订了较为
详细的规程，像贫儿院作息时间、读书科目、入院规则等。规范化与制度化是社会组织从传统走向
现代的重要标志，尽管其变化有限，但是体现出来的现代因素还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公益组织支持的力量多元化。除了政府对社会慈善公益组织机构的倡导、表彰、奖励、支
持以外，近代江南市镇公益事业得到商人、教会、乡绅、寺院、商会、市镇上层人物的支持，而工商业
人士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到 &( 世纪 %( 年代，南浔镇的慈善机构之经费大多数由镇上大家族、富
商资助（见表 #），其他公益事业也与刘、张、庞等的资助分不开。由于支持力量的多元化，江南市镇
的公益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公益组织也日益显示出其民间化的色彩。
表!

南浔镇慈善机构经费数目与来源情况表

机构名称

经费数目（元）

经费来源

贫儿教养院
育婴堂

# (((—) (((
% &((—# ((( 余

庞、刘二氏捐助

承济善堂

$ (((

庞氏负担

老人堂

&( (((
% (((—# (((

刘、张、庞三氏捐助及房租营业税款

) (((
建记屋、棺材等丝款

刘、庞二氏捐助

游民习艺所
师承善堂
义仓

各种捐募

刘、张、庞三氏捐助
官府拔

《南浔研究》
（!"%& 年），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案卷号 *—&(。
!资料来源：

四、结

论

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较，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但是，鸦片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
构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那以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从南浔的变化
与发展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近代江南市镇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诸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尽管是缓慢的，但是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此，尽管近代南浔社会结构之变化只是局部上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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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整体性的转型，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变化本身表明了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松动了，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当然，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近代的百年历
史是十分短暂的。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曾骅、南浔镇《南浔开发报》主编眭桂庆、杭州
市委政策研究室项辉等人的帮助，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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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DEEF 年 G 月 H 日，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地区产
业高度化与企业的作用”中日双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以及
日本名古屋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丰田汽车公司等政府、企业界人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以“产业高度化”为视角，就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构建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企业的作用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对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
的理论与经验、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论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会人员
一致认为，以研究机构为主体实施的双边“外交”———对外交流机制，不仅能更好地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开
展，而且通过吸收政界和企业界的参与，将有效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开展。
本刊讯：DEEF 年 G 月 IH 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 9JK9）签订了关于成立“中法能源
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的协议，决定联合筹建“中法能源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是为了解决中
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能源供应间的矛盾，应对目前亟须变革现行能源供应体制并将这种以市场机制为目
标的体制改革逐步从电力部门扩展到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部门而筹建的。该研究中心将主要承担能源
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能源部门的应用与政策研究，并组织相关培训与教育。具体研究项目包括中国的能源
发展战略与规划、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与建构、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中国能源部门的规制与竞争体
制的建构、能源部门的培训和教育项目、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及其他相关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