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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
主要特色是主权国家（nation-
states）的兴起，中国的近代历史发
展则应该是地方精英的壮大，不
过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中央
政权挑战，其实大部分时候，地方
精英与中央政权是相互依赖、相
辅相成、双方合作无间。地方精英
在明清时期的壮大所带来的主要
影响之一是部分地方行政落实在
地方， 而社会救济就是其中最主
要的项目之一。 地方精英在这方
面的影响力无疑增加了， 但是并
没有因此减低中央政权的力量。
到 18 世纪末为止的明清时代的
政治发展特点之一， 就是这二者
的同时茁壮成长。

慈善家散财行善，古今中外
都有，不足为奇。 不过，从 16 世
纪末开始， 行善似乎空前的普
遍， 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肯
定。 这在江浙地区的方志中可清
楚看出。 明末以来的方志，开始
固定地、系统地记录地方慈善家
的活动，而“善人”这个古老的名
词在此时得到了新的社会意义。

“善人” 一词的出现不会晚于宋
代著名的《太上感应篇》，这本在
明代极为流行之善书鼻祖这样
形容做各种善事的善人：“所谓
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
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
必成，神仙可冀。 ”可清楚地看到
其中主导之道教思想，及作善人
主要为求长生的动机。

自明末以来，人行善的动机
可能仍差不多，但“善人”一词已
多了另一层“社会”的意义。 1601
年的《扬州府志》卷十八中即有

“善人” 的定义：“赞曰布衣韦带
之士，业不显于当年而汲汲好行
其德者，乡所谓善人也。 ”在文集
之中，我们也同样可看到“善人”
已成为一种特殊社会人，他们多
数是“布衣”身份，而且往往有相
当家财，但不以学问或为名宦而
著称，而因慷慨散财行善于乡里

而留名后世；明末清初之际与都
市善人交往甚密的魏禧（1624—
1681） 对此词亦有类似的解释：

“世之称善人有二： 谨肴行矜式
闾里，所谓乡党自好者也。 轻财
乐施有功德于人，所谓富好行其
德者也。 二者操行不同，同归于
善。 ”

在明末以来的方志、 文集
中，无数的墓志铭、行状等都是
为“某某善人”而写，这种情形一
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期间，可见在
明清时期，地方上有一定财富的
人， 为了保持或提高其社会地
位，除了用传统的策略外（即一
方面投资于下一代之教育，期望
他们有中举当官的一天；另一方
面，以经营土地或商业来维持家
计）， 以散财行善方式得到地方
社会的肯定，也成为日益流行的
新策略。

……
明清之际活跃于江南文人

圈的魏禧，他就为不少“善人”写
传。 魏禧数游扬州，与当地名人
颇有交往，他对其中之“善人”特
别尊重，可能是由于他父亲也以
行善称著之故。 他为不少活跃在
明末清初的“善人”写了寿叙、墓
志铭及纪闻录等，从中我们可进
一步看到这些善人的仔细背景。

魏禧最欣赏的扬州慈善家应算
吴自亮（1611—1676） 与闵象南
（世璋，1607—？ ）；这二人可说是
明末至清中期善人的一种典型，
两人皆原籍安徽，年轻时家道中
落，被逼弃儒从商，跑到扬州依
从乡里前辈贩盐， 渐而致富，遂
散家财以行善， 因而著名于当
地。 且看原为崇祯末生员的闵象
南如何白手起家：“遂走扬州，赤
手为乡人掌计簿， 以忠信见，倚
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累赀钜
万。 自是遂不复贾，岁入自家食
外，余尽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
有二， 筦财利数十年而产不更
饶。 ”至于吴自亮，他从商的原因
是其父从周（1591—1677）不善经
营，“虽服贾四方，资不饶而好行
其德”， 因此吴自亮青年时代即
觉得：“父母甘旨不具，多读书何
为？遂弃儒而业贾。 ”他行商的成
就远超过他的父亲， 家业大起，
只是两父子均慷慨行善，家财不
曾累积，以致当从周比自亮晚一
年以八十七高龄去世时，竟“囊
无长物”，这可能是夸大之辞，不
过却也反映出吴家之遭遇与闵
家极为相似。

这两位“闵善人”及“吴善
人”的背景相当地代表了扬州及
其他明清商业都市慈善家身世

的特色；虽然他们主要的身份是
富商， 但是不能以单纯商人视
之， 他们的先祖不乏曾中举，甚
至当过官的人，他们本身年轻时
也多曾习儒，有的如闵象南更有
生员的身份。 他们成为成功的商
人后， 也往往要自己的子弟习
儒，走上科举之途。 在他们的交
谊网络中， 文人占极重要的地
位，魏禧便是许多善人交往的对
象。 魏叔子文集中曾提到的主要
善人的家世，包括闵象南、吴自
亮、杨元卿、程休如、程文博、申
大猷等，大部分反映了这几个特
色。 何炳棣在 40 年前所写的有
关 18 世纪扬州盐商的论文中，
亦强调了商人与文人在扬州的
错综关系。 士商频密交往的情形
并非为扬州所独有，而是明清许
多大都市所共有的现象，此时科
举竞争激烈，在人口较密集及富
裕的地区如江南， 更是如此，家
族如无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子
弟之长期教育，其子弟举业之途
将甚为艰辛，因此家族治儒兼经
商已不为怪。

这种背景并不单纯的商人在
清代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们
为了取得某种文化地位， 往往投
资在文化活动，如置图书馆、资助
文社诗社等；而举办慈善活动，也
属于他们交际的活动之一。 方志
所记载的善会善堂赞助人、 管理
人往往并非全部皆真正透过科举
获得功名的绅士， 不少可能透过
捐纳而得功名。 而这类“绅衿”当
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小， 在地方上
的名望， 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地方
的贡献之上， 举办善会善堂自然
是主要项目之一。 商人透过财富
能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使得慈
善组织在清代普遍化， 尤其在商
业较发达的都市中。

终清一代，这些“善人”从慷
慨行善中得到地方人士的表扬
与肯定。 他们是清代都市慈善机
构的主要支柱，他们的重要性在

清代前中期尤为显著；他们行善
的动机除了上文所述，受到激变
中的贫富观念所影响外，似乎还
与他们的儒学背景有关系。

善人们的先祖有的曾为儒
吏，他们本人也不乏有生员资格
的。 不过，他们仍主要以务商为
生，他们的行善，似乎是为了补
偿“弃儒”这痛苦的经历，至少，
这是魏禧对他们的了解。 魏在书
写这些善人的传记的字里行间，
往往流露出对他们“弃儒”命运
的同情，在上述闵象南、吴自亮
等人的传记中，我们都看到了魏
的这种心态；在善人程文傅的墓
表之后，另一文人张天枢题上一
段，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以行善
来补偿弃儒的心理：“世家子弃
儒学贾，是最难关，是最伤心处。
而学贾由于家贫， 家贫由于廉
吏。 ”而张天枢认为这个想法，就
是魏禧为程写墓表之“大头脑，
笔笔注意在此”。 而导致家贫的

“廉吏”与散财行善的“善人”在
实际行动方面，也实在有极多可
作比较的地方。 如因先祖为吏清
廉，使得家道中落，逼得子弟弃
儒从商，那么这些发迹后的商人
散财行善，甚至让家财不再大量
累积， 就是模仿廉吏的行为，也
是对他们不能真正当儒吏的一
种心理补偿，善人与廉吏，两者
皆显出对财富的某种轻视，及对
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二者的价
值观是相同的。 这种价值观也反
映了上文所述调和新旧价值的
折中方式， 及对财富的暧昧态
度。 这个价值观所产生的动力不
可轻视，明清几百年间不断发展
的民间慈善活动，可说部分产生
自这股动力，而持有这种价值观
的地方精英自明中后期以来不
断茁壮成长，成为政府不容忽视
的一股社会力量。

（作者为香港大学人文社会
研究所所长 、讲座教授 ，本文节
选自《施善与教化》）

明末清初商人行善的动机与特色 ■ 梁其姿

2018 年 12 月 5 日，《企业精
准扶贫案例研究》暨《企业扶贫蓝
皮书（2018）》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东风公司扶贫案例入选《企业扶
贫蓝皮书》，获评“企业扶贫优秀
案例奖”。东风公司援藏工作队领
队、 西藏昌都市委副秘书长韩永

民荣获“企业扶贫优秀人物”奖。
据悉，《企业扶贫蓝皮书》共

征集企业扶贫案例 200 余个，从
精准性、有效性、创新性、可持续
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建构综合
评价体系， 最终评选出 35 个各
类企业的优秀扶贫案例。 东风公

司扶贫工作作为优秀案例入选
蓝皮书。

近年来，东风公司大力推进
扶贫攻坚“赋能工程”，搭建全价
值链帮扶体系。 扶志扶智并重，
为贫困群众赋能。 在技能培训方
面，投入 150 万元，组织 40 余人
农牧民参加藏餐、中餐、宾馆服
务等专业培训； 投入 90 万元培
训 17 名基层干部。 在教育方面，
通过“东风润苗行动”投入 2000
万元资金， 在湖北援建 12 所希
望小学，帮助 5000 余名学生完成
学业；组织房县 200 余名学生参
加职业技能学习，并为每个建档
立卡贫困生每学期发放不低于
2000 元助学金。 硬件软件同步，
为公共服务赋能。 在西藏新疆广
西等地建设易地搬迁安置房 1

万多平方米，解决 100 多户贫困
群众居住问题。 援建了文化大礼
堂、 多所治安检查站等 20 余项
基础设施。 同时，着力打造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扶
贫工作队伍，通过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成立“富康”救助基金等，
不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输血造
血协同，为产业发展赋能。 在河
北邢台，东风公司帮助长征公司
导入车型和先进管理模式，促使
其恢复生产。 在新疆，优化汽车
产业布局， 打造独立的研发、制
造、销售体系，解决了 300 余名新
疆籍群众就业问题。 同时，在受
援地共建有 1416 家 4S 服务店，
与 949 家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
作关系，共带动就业 56 余万人。
在昌都， 支持 15 户建档立卡户

成立阿旺绵羊合作社；在马山成
立种桑养蚕、养羊、养牛等专业
合作社， 建成 95 亩精准扶贫产
业园和 320 亩沃柑标准化种植
果园，实现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
6000 元。 在房县金牛寺村建立黑
山羊养殖基地， 存栏量达到了
800 只，带动 23 户贫困户成为养
殖户或在羊场务工，实现人年均
收入 1 万余元。 此外，通过搭建

“东风惠购”、央企扶贫馆等电商
平台，组织爱心团购活动、参加
公益慈善展等形式，帮助贫困地
区农产品打开销路。

在圆桌论坛上，东风公司援
藏工作队领队、西藏昌都市委副
秘书长韩永民代表东风公司扶
贫干部，分享了在扶贫工作中的
心得体会。 （于俊如）

东风公司获评“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奖”

东风公司获评 2018“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