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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乡绅技术观转型的
社会经济基础*
——以近代珠三角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为例
■ 张茂元

邱泽奇

［内容提要］本文以机器缫丝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应用为例，分析了近代乡绅技术
观的分化和转型。在机器缫丝技术引进和应用之初，出于文化价值理念上的排斥，以及
基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的考虑，乡绅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抵
制。随着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发展，技术红利逐渐取代价值理念，成为影响乡绅应对行
为的主要因素。分享到技术红利的乡绅也逐渐从抵制转为尝试性参与，甚至积极参与；
未能分享到技术红利的乡绅则在更长时间内持续抵制新技术。分析表明：新技术的应
用方式直接影响着乡绅分享技术红利的机会和能力，也由此建构了近代乡绅价值观转
型的社会经济基础。
［关键词］乡绅

技术红利

机器缫丝技术

一、近代士绅技术观的分化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接触西方近代科技的机会增加。战争失败让不少有识之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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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体会到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强大与重要。此时，不管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逐
渐掀起了对西方近代科技的讨论、争辩。作为近代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绅，他们对近代科
技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分化和转型。
不同的学者对士绅有着不同的界定。在瞿同祖看来，士绅主要由两个群体组成：一
是现职、退休和被罢黜的官员；二是文武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和生员（俗称秀才）等有
功名者。①也有学者不将在职官员列入士绅的范畴，如马敏认为士绅“是指以科举功名
之士为主体的在野社会集团，同时也包括通过其他渠道（如通过捐纳、保举等），而获得
身份和职衔者”。②地方性和在野性正是明清士绅阶层的特色。地方性，指士绅常常乡
居，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在野性，指士绅并不像官员那样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代表，他们
并不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而只是中央统治地方的中介和
工具。士绅代表是一种社会权威而非政治权威。所谓“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就是当官
员或因被罢黜，或自请辞职，或因病告休而返回原籍者，其身份即转化为绅，这也使得绅
与官难以彻底划清界限。③
本文将士绅分为官绅和乡绅两类。前者指在任官员；后者虽有功名，却没有在政府
任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也是乡村社会的精英，还与其家族长期聚居于乡村或临近乡
村的城镇。
中国近代的士绅，无论是官绅还是乡绅，起初无疑是反感、抵制西方机器技术的
——起码在刚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时是如此的。有士绅认为，西洋器物都只是“奇技
淫巧”：过分追求新奇精巧，徒事美观，耗费心机而不实用的器物及制作技术。有极端者
甚至根本否定和排斥西方的军事技术，认为西方的军事技术完全不实用。此类观点在
道光、咸丰两朝（1860 年之前）相当盛行，如王闿运认为使用蒸汽机的“火轮者，至拙之船
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④洋务运动之后，以这种理由抵制近代科技的倒是大幅减少，
却也并未绝迹。
其中，最大的争论在于西方的科技究竟是本还是末？是否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
相冲突？典型如大学士倭仁认为，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
技艺。”⑤信奉儒家学说的士绅，即使不排斥科技，也强调治国之根本在德，而科技则是细
枝末节的东西，为君子所不为。
机器是节约劳动、提高效率的工具。当时的中国，却劳力充足。故有不少士绅因担
心机器技术造成失业等提出：机器虽好，不适合中国国情。1881 年，刘锡鸿在反对修造
铁路的奏折中提到：铁路虽好，不太适于中国，因为建铁路不仅花费巨大，还可能导致车
夫、水手等失业，引发社会不安。⑥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非多虑，机器技术在近代中国
的应用的确带来了失业和利益结构调整，引发了利益相关者的强烈抵制。近代机器缫
丝技术的引进就是典型的一例。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有无意识到近代科技、机器技术的影响，起码在 19 世纪

末之前，大部分士绅还是认为要保持手工劳作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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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士绅对西方的近代技术是持支持态度的，不过，当时的有限支持基本局
限于军用技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刘韵珂就体会到了英军军械的威力，指出“其
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比不能及”。⑨魏源也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主张，认为要学习西方人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提出要在广东设立造船厂、火器
局，甚至延聘洋人为教习，选派人员学习铸造、驾驶技术。⑩清政府也在鸦片战争期间就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

明令各地制造船炮。
与西方接触较多的人士更清醒地认识到
早在 19 世

西方近代科技的影响，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近代科技。

纪 60 年代初，部分官绅开始接触并尝试使用机器技术，兴建了一批近代机器工厂，如最
不过，

初的安庆内军械所以及后来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造船厂等。
主张学

习西方军事科技的洋务派官僚依然认为应该摒绝西方的民用科技及其工业品。1866 年
（同治五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在内的诸多地方督抚仍然对电线、铁
路、机器挖煤等持反对态度。1874 年（同治十三年），不少地方督抚以及中央部院大臣对
机器用于民用事业以开财源裕军饷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机器会破坏传统的自然经
 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

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社会不安。
洋务派的改革也已


经逐渐渗透到经济领域。

史学界也普遍以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分界
线，认为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影响，清政府和社会各界涌起一股实业救国的思潮和行
知名的官绅如盛宣怀、

动，极大地刺激了士绅和商人创办近代工商业的热情。
周学熙、

张謇（状元）、陆润庠（状元）都开始涉足经营近代工商业，也进一步带动了一大批举人、


秀才弃儒从商。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13 年之前，张謇等 12 名著名官绅共投资 4839 万元创办了 118

另

家近代工商企业，占 1895 年—1913 年全国商办企业投资总额 9079 万元的 53.30%。

外，祝大椿、朱佩珍、虞洽卿、刘人祥、吴懋鼎和徐润等 6 名买办（也捐纳有功名）创办、投
此外，

资的企业有 27 家，资本达到了 1350 万元。
王同愈、潘祖谦、蒋炳章、吴本齐、尤先



甲、彭福孙、高人俊、陶惟坻、穆湘瑶等江浙地区的进士、举人都先后投资近代工商业。

1890 年—1910 年间，在 27 家中国人兴办的机器棉纺织业中，创办者属官绅身份的有 18


家，5 家为买办或是与洋行有密切关系，另有 4 家身份不详。

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当详细、深入。不过，既有的研究只关注到官绅的态度和
 很少关注乡绅的转型和实践，

行为，
更没有深入分析乡绅使用近代机器技术可能带来

的对其自身和整个士绅群体，乃至对地方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近代士绅的技术观转型，真的只是（或是主要）出于救国家民族于危难
吗？尤其是没有官职的乡绅，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危难究竟有多大的感触？对于西方机
器技术的认识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回到机器技术被引进和应用的
历史场景，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洞察当时士绅的技术观和价值观是如何转型的。
事实是，当官绅们在朝堂上辩论是否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时，乡绅和商人已经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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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摸索着如何使用西方的机器技术了。1866 年，打铁匠方举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
办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成立初期主要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轮船零件，到 1869 年开
始使用车床，19 世纪 70 年代发展成为近代机器工厂，进行商业性生产，能自制小火轮，兼
 而在广东南海，

造车床、汽锤、铜铁器皿等。 
陈启沅也在 1873 年创办了继昌隆缫丝
并在短短几年内就引领了珠三角机器缫丝业的迅猛发展。

厂，

通过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和应用的考察，本文发现，即使是在经历了国家民
族危难、体验到技术和经济落后要挨打之后，乡绅仍是极力反对、阻挠机器技术的应
用。通过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史料的分析发现，近代士绅尤其是乡绅的技术观转
型有着更为深刻而又普通的社会经济基础。
本文选择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为例，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它是民间最早引进
和应用的技术；第二，它是近代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产业人口规模最大的技术。据统
计，1894 年的工业人口近 12 万人，其中缫丝工人约有 4 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1/3，规模

 当时中国共有 145 家民办企业，

。20 世纪 10 年代

最大。
其中缫丝厂 96 家，占 66.21%

初，中国有工业工人约 66 万人，其中缫丝工人约 9 万人，约占 1/7，仍为各行业之首；当时

中国雇佣 500 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有 156 家，其中机器缫丝厂就有 71 家，占 45.51%。



珠江三角洲是当时机器缫丝厂的两个聚集地之一。

二、珠江三角洲乡绅对机器缫丝技术的早期抵制
1873 年，曾在越南经商的陈启沅在其家乡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创办了第一家民族资
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沅，南海县人，在去越南经商前原为私塾
教师。
建厂之前，陈启沅对厂址的选择可谓慎之又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老家——南
海简村。他之所以没有在城市设厂，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官府对机器缫丝业并不支持。
“官吏势力，常渗扰到工商企业，在广州设厂，恐有许多被侵扰或受限制等遭遇”。与此
同时，他还觉得“凡创办事业，不论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头虫，设立厂房，如非当地
人，困难尤大。陈启沅在简村，原是塾师出身，绅衿父老，是有名分的，在本乡创办缫丝


厂，可以不用凭借有势力的人物，乡人也会给予情面，兼以一切情况熟悉，应付自易”。

对机器技术的应用，官僚们在朝堂之上热火朝天地争辩了二十多年了，洋务运动也
已经开展十多年了，近代工商业仍然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僚的打压。被陈启沅寄予厚望
的乡绅是否会给予他方便呢？
事实证明，乡绅对近代机器的排斥丝毫不亚于庙堂之上的官僚们，甚至有过之而无
不及。前者是在言语上进行辩驳，后者还在行动上加以阻挠。即使在传统手工缫丝法
 乡绅们仍大力排斥机器缫丝技

已难以满足国外丝织业质量要求、危机重重的情况下，

术。1873 年，继昌隆缫丝厂开业的时候就面临着乡绅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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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昌隆厂的烟囱，高达三丈多，上工、放工的汽笛鸣声，又响彻数里，所生产的丝又
是“交番”的，因此一般人给继昌隆的丝厂又一个名称曰“鬼絚”。也有人说，厂是替番鬼
絚丝，则做厂工的男女工都会不利；有说如鬼叫般的汽笛声，会损害十里八里内的老幼
人口、生活不好。更有说三丈多高的烟囱影子，照到之处，一条黑影从高压下，这处便会


破财损丁。

 时任南海知事的徐赓陛的陈辞代

乡绅认为，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恶果很多。

表了乡绅们的心思：
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
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
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利而失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
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随即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
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价，以示持平。惟从前之牟利情尚可原，日后之效尤弊当用杜，


应请批示立案，以塞祸源。

对于坚持传统礼教的乡绅来说，这么多妇女在其父亲和丈夫的视线之外、在男性工
头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本身就伤风败俗。
“因此，随着缫丝工厂的增加，人们的反感情绪
也在加强……流传着种种关于丝厂的奇谈怪论，时时都有对与丝厂有关系者的中伤、挑
衅和妨害行为发生。敌视缫丝厂的人里，有乡绅、耆老，也有官吏、商人和农民。他们都


把学习洋鬼的机器丝厂看作不吉利的怪物，对之抱有强烈的嫌恶。”
对近代士绅的分析中指出，

费孝通等人
士绅的生活哲学是闲适取向的。他们并不

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其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性被长期地压制了。以近代技术为基础
的工业化则刚好与闲适精神相反。而且，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还促生新兴的
商人阶层和企业主，势必改变原有的社会阶层分化，进而危及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
费孝通还指出，以士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
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
的。……在传统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
 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在经济领域，

权。”
而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他们强调人和自然和谐

共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他们强调维持一种稳固有序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而技术的变
革恰恰要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看重确定性，而技术
变革却要带来变化，也带来不确定性。
不过，乡绅对机器技术的反对，除了机器技术及其带来的竞争与其闲适取向价值观
不符外，也不排除其中夹杂着经济利益的考量。
机器缫丝技术在危及蚕农利益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成冲击，进而危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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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乡绅及其家族掌控的土丝生产和贸易环节。更进一步说，对于乡绅而言，那些没有科
举功名的商人，仅仅通过机器技术的使用就能够获得财富进而威胁到自己优越的社会
地位，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不仅如此，机器缫丝技术还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工厂制度。在此之前，地
方社会的组织和领导权力都集中在乡绅手中。随着工厂的兴起，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原
先的家庭组织，还创造了一个独立于乡绅权力范围之外的新组织——如果乡绅不参与
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话。蚕农从家庭生产转向工厂生产，即成为工厂工人，在工作期间
受工厂和资本家的约束，而不再受乡绅的管束。可以说，工厂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瓜
分、削弱了乡绅一直拥有的地方管理权。

三、陈启沅的应对策略：共享技术红利
要在乡绅控制的乡村地区建立近代机器缫丝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乡绅的反
感和抵制，也正是怡和纺丝局等外资缫丝厂一直未能如愿在长江三角洲传统的蚕茧产
在珠三角，

地设厂，而只能设在上海的根本原因。
虽说陈启沅是在自己的老家开厂，与

当地乡绅也算是熟识，甚至还有亲戚关系，也仍然面临种种诘难甚至是攻击。
为了能让乡绅接受，陈启沅可谓是费尽心思。他不与乡绅说教、辩论，而是给予乡
绅、农民经济和物质上的实惠。在成立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陈启沅就试图劝导乡绅合
股发展缫丝厂。陈启沅自己也坦承，尽管乡绅实际拥有的股份太小，无论如何，这种合
股经营还是使他与地方的上层阶级建立了联系。借此，陈启沅也扩大和壮实了机器缫
丝业的社会基础。事实上，陈启沅并非缺乏资金才拉拢当地乡绅入股丝厂，也并非想从
乡绅那里获得土地、劳动或者原料等，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乡绅对丝厂、对机器缫丝技术
的支持。
“凡创办事业，不论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头虫，设立厂房，如非当地人，困难
也正是乡绅由抵制转向支持，

尤大。”
最终成就了近代机器缫丝厂能够在珠三角乡村地

区立足并获得快速发展。
除了劝导乡绅入股外，陈启沅还努力争取村民的支持。为此，他为村民免费派送大
米、赠诊施药、开办克勤义学、修筑水利工程。
“受惠者大有其人，因此以迷信风水攻击继


昌隆丝厂，就无所借口再来攻击了。陈启沅费了不少精神力量，渡过了这个难关。”

不仅如此，
“ 陈启沅素有心计，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应付乡邻，颇为圆滑。他除办
理施米外，对自己设计造出的一种单人或三二人用的轻便蒸汽缫丝机，凡有来请给图自
制或央求介绍机器店号代制者，均不厌求详，反复解说，并具体协助务令来者满意而回，
起了一些敦睦乡里的作用。由 1874 年至 1880 年的五六年间，继昌隆尚可保持不生事
也正是由于得到丝厂工人、

故”。
附近村民和乡绅的保护，继昌隆缫丝厂才能够多次从

丝织业者的挑衅和攻击中得以保全。
 的机制，

事实显示，陈启沅不仅在建构与乡绅共享技术红利
还将技术红利以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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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惠及丝厂所在地的民众，试图构建一个利益共享的新技术应用模式。这为他争取
到了乡绅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也为珠三角的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奠定了更加宽广、深厚
的社会基础，而这也实实在在地让继昌隆缫丝厂在南海简村站住了脚跟。

四、经济利益诱使乡绅积极参与
其实在最初，乡绅并不热心。一方面乡绅对机器技术有着源自价值理念的反感和
抵制，对机器生产不熟悉，也让其缺乏掌控感；另一方面，机器缫丝厂是否盈利也是未知
数。不过，看到缫丝厂比原来的手工缫丝，甚至其他行业的盈利能力更强后，乡绅们开
始踊跃入股创办近代机器缫丝厂。
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缫丝厂的盈利能力对于乡绅而言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 最初缫
丝厂装设欧式机器，曾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丝区的人们都害怕他们的低劣的丝会因此无
人问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有些地方的反抗行动十分严重，以致最初创设的缫丝厂不
得不将他们的机器运到澳门，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这些偏见后来已逐渐克服。但直至
1876 年，新缫丝厂的前途才真正稳定下来，一部分由于一年丝厂获利颇丰，一部分由于


新法缫丝给了人们以某些谋生之路。”

珠三角在 1881 年以前所建成的 11 个缫丝厂，其所有者约一半是举人，其他的则属

 由此可见，

乡绅或其家族成员。
机器缫丝业在当时已经被乡绅接受。1881 年，由于丝
不过，

织业工人、丝商的强烈反对和暴力对抗，珠三角的机器缫丝厂被迫暂时关闭。
中

断并没有持续多久。乡绅和商人已经发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1883 年，珠三角的
机器缫丝厂重新遍地开花，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技术应用的中心也由南海转移到
顺德。1887 年，顺德有机器缫丝厂 42 家，占当时全省机器缫丝厂的 90％以上；1911 年，
 在 1894 年，

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在 140 家以上。 
珠三角地区有 75 家丝厂，年产蚕丝近


800 万海关两。

在这次快速发展浪潮中，顺德一举超过南海，也就是因为机器缫丝厂遇到的手工业
行会及其他旧势力的阻力比南海等地小。在机器缫丝业兴起之前，顺德县虽存在丝织
业，却远不如广州、佛山等地发达。相比之下，顺德丝织行会的势力很弱。同时，顺德县
机器缫丝厂设置四乡，远离名城大镇，之前的各类行会势力也较弱。与南海相似，顺德


的机器缫丝厂也主要是由殷富乡绅合股开办的。

根据史料，珠三角的乡绅在机器缫丝厂引进之前已致力于修筑堤围，建设基塘，推
进蚕丝业。近代的缫丝厂迎合了国外的生丝需求，促进了蚕桑生产，自然也就增加了乡
绅们的投资回报。另外，通过为村里和邻村的大多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也为机
器缫丝厂赢得了当地村民的支持，因此获得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珠三角乡绅参与近代机器缫丝业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直接创办或入股机器缫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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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出租土地给机器缫丝厂。
“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
可见，

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

之前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筹码。如在 1883 年，继昌隆丝厂试图迁
回南海的时候，当地乡绅和家族看到机器丝厂获利空间巨大而欲图瓜分其中利润。陈
启沅“后经几费周折，并与地方势力妥协，始得迁回”。以后各地建厂，亦不可避免地要


与乡绅和豪族交涉。

第三，乡绅及其家族通过建造并出租机器缫丝厂的方式参与机器缫丝技术的应


用。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 10%。
“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

丝商。租项以 1 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
 通过这种方式，

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
乡绅和地主乃至整个家族，也介入到机器

缫丝技术的应用中，分享其中的利益。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就设有建业
公司，
“ 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
的安全：
“ 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欵有
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


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第四，不仅如此，乡绅及其他地方势力还通过其他方式介入机器缫丝业并参与利润
的分享。如，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
还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
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


地方民兵。

为了保证在机器缫丝业的利益，乡绅甚至开始纵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离经叛道
行为。其中典型如放任甚至鼓励自梳女群体的壮大，以保证机器缫丝业持续发展。随
着珠三角的乡绅和宗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机器缫丝业中，乡绅、宗族的观念及应对行为
发生了转变。乡绅和宗族的利益、地方共同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缫丝厂
的顺利运营。也正因为此，家庭和家族对自梳女和不落家行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
容。从利益着想，他们也愿意留住这些在当时收入极高的青年女工，为家庭和家族牟
利，并支撑本地机器缫丝业。
“观念上的障碍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
 而之前备

租给姐妹会成员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
在此，

受重视、延续了良久的风俗传统，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则被抛诸脑后了。
危

机带来的紧迫感和经济利益的诱惑最终战胜了最初源于价值理念的反感和抵制。

五、结论与讨论：近代乡绅技术观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
可见，起码在近代早期，不管是官绅还是乡绅都是反对引进和应用机器技术的。当
然，随着列强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入侵，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近代技术在国际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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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开明士绅意识到在开放、竞争的世界格局下，国家
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力量。士绅的立场也发生分化，部分士绅对技术的观点
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那些在清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部分官绅，更是率先引进西方技术
并试图借此加速民族复兴。有识之士也借翻译、留学等各种手段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技
术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股力量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实业界引进并使用近代西方机
器技术的乡绅。
由于与乡绅传统的价值理念不符，西方的机器技术起初并不被乡绅所接受。但很
快，经济利益的吸引力战胜了价值理念的反感与抵制。珠三角使用的机器缫丝技术的
低投入特点和分散化应用方式，有利于乡绅等利益相关群体分享到技术进步创造的技
术红利。实际获得机器缫丝技术创造的技术红利后，大量乡绅对机器缫丝技术的态度
随之改变，并参与到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中，如兴建厂房，乃至亲自经营。
在珠三角，首先引入机器缫丝技术的陈启沅在将丝厂落户蚕茧产地的同时，还积极
拉拢乡绅入股参与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并还想尽各种方法赢得村民的支持。结果是，
传统蚕区的乡绅很快成为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中的一份子，甚至获得了丝厂的股权，轻松
地分享到了机器缫丝技术应用所创造的技术红利。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乡绅之
前对机器技术的反感与抵制。在当时手工缫丝难以满足国际市场质量要求的情况下，
机器缫丝技术也成为拯救当地蚕丝业的最佳选择。现实危机以及技术红利的获得共同
刺激珠三角传统蚕区如顺德和南海的乡绅积极参与到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当中。
陈启沅的拉拢（如拉乡绅入股、提供公共服务等）的确缓解了乡绅及其他利益群体
的反感和抵制，加速了机器缫丝技术在珠三角的应用。此外，珠三角机器缫丝厂使用的
技术是经过陈启沅“退步性”改良后的技术，虽然简陋、效率较低、产品质量也较差，却大
幅降低了创办机器缫丝厂的投入，同等规模丝厂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是上海丝厂的 1/5 左
，

右
为乡绅的广泛参与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更关键的是，陈启沅创造性地将丝厂设

在蚕茧产地而非城市，奠定了珠三角应用机器缫丝技术的技术红利分享模式，便于乡绅
获利。
还有，珠三角丝厂并不片面追求丝厂的规模，而是根据当地的原料供应量等，从小
规模做起。如继昌隆缫丝厂：
“初时，全厂不过数十缫丝釜位，只有单缫而无复缫。……
这也便于根本不熟悉机器缫丝技术又惧怕风险

嗣后该厂逐渐扩大，至有八百位之多。”

的乡绅从中学习、模仿，并划定各自的利益范围，进而其技术观也在机器缫丝技术的应
用过程中随着技术红利的获得而逐渐转型。
综上所述，新技术往往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技术红利，而技术红利的分配又取决
于技术的应用方式：技术的应用方式影响利益相关群体分享技术红利的机会与能力。
能否分享到技术红利是决定利益相关群体的态度和应对行为的关键因素。事实表明，
利益相关群体的支持与参与，能为新技术的应用奠定必要的社会基础，进而直接影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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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的成败与进展。可见，即使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能够创造更多的技术红利，也并
不构成新技术被社会接受、采纳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技术红利在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
实现普惠，才能够为新技术创造足够的社会支持基础。技术革新如此，制度改革亦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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