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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慈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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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雪岩， 祖籍安徽绩溪，出
生于杭州。 幼时家贫，帮人放牛
为生，稍长，由人荐介往钱庄当
学徒，靠自学而通文墨。 白手起
家，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
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 尤其可
贵的是， 他怀着一颗仁厚之心，
开办胡庆余堂药局，以图济世救
人。 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从外
行到内行，在发扬“仁”心的同
事， 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并
在中医药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
一页。

关于胡雪岩的生平业绩，写
成小说， 或其传奇故事的书，据
不完全统计，约有 70 种之多。 但
大多以他的传奇人生与发迹故
事等为猎奇，对于他在中医药文
化中的重要贡献， 虽有所涉，但
一般语焉不详。 至于他发迹之后
开创济世救爱的慈善事业，更是
鲜为人知。 本文就为他粗略地算
一笔慈善账。

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
杭州， 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开办药号，决心“广救于人”。 早
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湘军、绿营
西征讨伐叛军时，胡雪岩带人购
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置金疮药
送到军中。 当时有官员知道后感
叹说：“胡氏为国之忠， 不下于
我。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天下
士子云集天府， 进行科举考试，
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
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
下子便病倒了。 这时，胡氏又派
人送各种药品、补品。 此举虽事
出有因，但受到考官、士子的交
口称赞。 这且不去详说，这里只
举他为平反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洗雪冤情而
赞助钱财，疏通关节，也说明他
坚持正义，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
的古道热肠。

如今，查阅清史档案即可知
清末政治司法的黑暗腐败，对杨
案为何于光绪三年（1877 年）突
然无罪开释，个中更深一层的内
情，鲜为人知。 原来，此案提交刑
部后担任刑部侍郎的是余杭人，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下决心，拼
死也要为弟弟申冤， 准备第二次
上京告御状。 但此时杨菊贞已经
变卖田产，身无分文，正当她一筹
莫展之际，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
她二百两银子，才解了燃眉之急。
同时， 他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此案
的同情， 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
知， 胡雪岩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
家办理丧事的刑部侍郎夏同善，
向他诉说杨、白一案的冤情，要求
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
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夏回京后，知道此案由胡瑞
兰复审，系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委
派，便深感为难。 因为慈禧这个
人生性固执，绝不肯自认所委非
人。夏却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后来
通过恭亲王奕面觐慈禧， 称颂
她四十寿辰大赦天下的恩德。 慈
禧一向爱好奉承，喜欢延揽声誉，
她一听夏的满口颂词， 便喜形于
色。 这时，夏便趁热打铁，和盘托
出杨案之冤，说“至今悬而未决，
未能邀沐恩典， 民间舆论似乎略
有不满”云云。 这样，慈禧便于光
绪元年降谕浙江巡抚， 提集全案
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刑部尚书是旗人皂保。 他的
官声很不错， 办案能体察入微，
对案中任何一个细微的疑点都
要经过仔细调查。 因他姓皂，皂
者，黑也，大家便把他比作黑炭
头包龙图。 经他审阅全案卷宗，
便把主要症结抓住，并且将尸棺
解京，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当众重
验，便真相大白，终于把此案平
反过来，并奉旨降革承办此案失

职的一批官吏。
此案的大白， 还是源于杨

的为人， 同年好友与乡党同仁
才出援手。 但如果没有胡雪岩
的托情，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
的清末， 要得以平反昭雪是很
难设想的。

胡庆余堂药号的职工，一般
都不愿意离开企业，一直做到去
世为止。 这与胡雪岩关心重视职
工， 特别是老年职工生活有关
系。 胡雪岩在店内还设置了独有
的“阳俸”和“阴俸”。 阳俸指的是
对那些于胡庆余堂有贡献的、因
年老体衰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
工，照样发给原薪，直到去世为
止。 阴俸是这些职工死后，还可
以让其家属按照其工龄长短来
领取生活补助费。 如有十年工
龄，可以发阴俸五年，每年按本
人薪俸的百分之五十发给。 工龄
越长，发放的阴俸就越多。 这有
点类似于我国现在实施的退休
和遗属补助制度。 可以说，这是
我国最早的职工福利制度。

胡雪岩在办店成功、成为富
甲一方的赢家之后，还抱着“做
生意赚了钱，要多做好事”的思
想，善于赈济与施舍。

1871 年，直隶水灾，胡雪岩
捐制棉衣 1.5 万件，并捐牛具、籽
种、银两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
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
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
之需。 1877 年，陕西干旱，饥民急
需粮食充饥， 胡雪岩初拟捐银 2
万两、 白米 1.5 万石装运到汉口
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
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 3
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 5 万两
解陕备赈。 此外，胡雪岩还曾捐
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 3 万串；捐
山东赈银 2 万两、 白米 5000 石、
制钱 3100 串， 劝捐棉衣 3 万件；

捐山西、河南赈银各 1.5 万两。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

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
的一个重大砝码。 胡雪岩用财富
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
的财富，足以令人感佩。 由此可
见，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
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
满足感。 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
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
种满足感。

胡雪岩开办药号的初衷，便
有“急人所急”的侠义之心。 这里
还有一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
传说清朝同治年间，坐落在鼓楼
附近的叶种德堂，挂出“真不二
价”的招牌，在杭城很有影响。 那
时凡有身份的人家，到叶种德堂
配药，大都不是现金交易，而是
采取“金折子”记账的方式。 一年
中，凡遇清明、端午、中秋、除夕
四个节时才由账房到客户家结
算。 又一次，叶种德堂老账房到
胡宅结账，因为数目很大，胡宅
的管家要求“让价”， 把尾数抹

掉。 账房一时感到为难，但最后
还是同意抹掉尾数。 这事让叶种
德堂老板知道了，很生气，以为
有违“真不二价”的店规，便把账
房给开除了。 到第二个节时收账
时，胡宅发现老账房已经被老板
辞退了，一问情由，知道与上次
抹掉尾数有关，管家把此事报告
给了胡雪岩，胡便觉得有愧于那
个老账房， 便筹划要自办药房，
三年之内，果然开设了“雪记国
药房”， 把那个老账房请来料理
店务，兼管账房。 这件事曾被杭
州、绍兴两家钱庄老板的后人多
次说过，以为与当时的实情较为
相符， 后来在民间老百姓中间，
演化为“胡庆余”三字店名来历
的故事。 因为这个从叶种德堂转
过来的老账房姓余，胡雪岩庆幸
自己请到一个“治店有方”的账
房先生，故名“胡庆余”。 传说有
它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说明胡
雪岩创办药房的初衷，出于自己
的正直个性与仁义道德之教。

（据《杭州》杂志）

� � 胡庆余堂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 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
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至今堂中仍挂着“真不二价”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