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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自贡

文 / 谭洪安

1937 年 7 月 25 日，四川省政

方行政机构， 也意味着当地民间

桥事变”爆发还不到 20 天，中日全

转西迁，四川成为支撑持久抗战大

府发下一纸公文， 批准成立自贡

涌动多时的设市热潮， 终于获得

面战争的烽火刚刚燃起。随着日寇

后方。“
川盐济楚”的战时经济格局

特种警察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

了积极回应。
此时，北方数千里外的“卢沟

步步紧逼，首都南京及华中重镇武

一旦重现，自贡
“
因盐设市”变得顺

汉相继陷于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辗

理成章，甚至迫在眉睫。

“地方称自贡，厂盐称富荣”

到了 1928 年， 北伐成功的国民
党定鼎南京，自流井、贡井两地士绅设
市呼声再起。 尽管
“
自贡市”本身还没

立，仍各归富、荣两县管辖。

影儿，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自贡市

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争期
间，第一次“川盐济楚”的特殊机

商会却相继成立，各种以此冠名的同
业公会也随之应运而生。 到了 1932

遇， 使富荣盐场从四川三大盐业
中心之一， 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
井矿盐生产基地。 清末民初，因经
济持续繁荣、财力日益雄厚，地方

年 8 月，自贡市商会等社会团体又联
名向控制地方军政的驻军首脑请求，
自流井市政公所应更名为
“
自贡市政
公所”，将贡井地区纳入管理范围。

，

流，统归一个盐场，建制上却分属
富顺、荣县。清雍正七年（1729 年），
自流井县丞署、贡井县丞署同时成

，

川省临时议会议员，首次出现“自
贡市”的完整称谓。 当地俗语有云
“
地方称自贡，厂盐称富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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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相望，相距仅 10 里的自流井与
贡井， 盐业生产经营日益融汇交

明清以来，隔盐井河（今釜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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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建国 献金救国

因盐设市大后方
次官方以“自贡”为名正式设置地

2015.6.29

抗战期间，当地官员在自贡市政府驻地西秦会馆（陕西庙）内合影。

“
社会情形异常复杂， 人情刁

平民，对稍有权势之人不敢过问。 ”

狡， 豪商大贾每凭其社会地位规避
政令；盐业工人太多，且组织严密，

因此，四川地方大员也意识到，
自贡单独设市实为“
兴盐利、 除积

将
“自贡”联称；1912 年，一位地方
绅士获推选为代表“自贡市”的四

通讯条件下，行政管理鞭长莫及。
据档案记载，当年自贡地区：

因管理权限关系，不遵政令，且借故
滋生事端时有发生；地面散漫，不易

弊”之善政，而大力整治混乱的社会
治安， 又是设市之必要准备——
—这

监督；各联保推行政令，仅限于普通

就是自贡特种警察局成立之由来。

“自立”之路 终成正果

，

自流井、 贡井所在的富荣盐
场，地处富顺、荣县、威远三县交
界， 距各自县治所在地均远达百
里以上， 在当时较落后的交通和

。

上有影响力的官绅和盐商， 多次
提出单独设县、设市的动议。
如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产生， 首次

1939 年 8 月 30 日 出 版 的
《自贡民报》上，以“增强抗战建
国动力”的大字标题，报道自贡

1939 年 9 月起， 相继开征多项
附加盐税，1942 年初又实施盐
专卖制，“
寓税于价”， 每担盐起

市政府成立的新闻。 当然，自贡
人有十足的理由如此自豪，且看
如下一组数据：
抗战前，自贡盐产量占全国

初征 75 元，后来逐年加码，随着
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到 1945 年
初激增至每担盐征税 6000 元。
抗战之初的 1937 年， 自贡

总产量不到 8%；抗战爆发后，沿海
产盐区大部沦陷， 产盐量直线下
降，1939 年全国总产量约 106 万
吨，自贡则超过 25 万吨，占比接近

盐税收入为 1545 万元， 占四川
全省盐税收入的 58%。整个抗战
八年， 自贡解征盐税总计近 21
亿元，以 1944 年为例，自贡盐场

四分之一；1945 年，全国盐产量萎
缩至 66 万吨，自贡仍保持在 23 万
吨左右，占总量三成半。 自贡盐在

盐专卖收益多达 4 亿元，占同年
全国盐专卖收益的四分之一。
上交盐税盐利之外， 自贡市

川盐产量中的比重，也从抗战前的
45%，上升到抗战胜利时的 60%。

民也屡屡为国捐输，数额惊人。 时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整个抗战期间，西南各省、西
“
大后方”以及两湖
北部分地区等

冯玉祥将军， 两次亲临自贡盐场，
倡导“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在

一带，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
盐需求，大都由自贡盐业满足。

1944 年
“
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
的献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及

自贡盐业在抗战经济中的顶
梁柱作用，同样值得大书一笔。

普通百姓共献金高达一亿二千万
元，以当年全市人口 22.7 万人计，

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先后
沦陷，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宗的关
税、盐税锐减，国民政府承受着

人均 500 元， 无论总量还是人均，
皆为全国之冠。 其中自贡盐商
“
老
四大家”之一王三畏堂的掌门人王

军事失利和经济失控的双重压

德谦，个人一次捐出现金及盐总值

力，不得不紧急进入战时经济体
制，强化盐税征收成了其中重要
一环。 除了提高正税税额外，自

1500 万元， 另一大盐商余述怀则
捐出现金和财物 1200 万元，也创
造了全国纪录，一时传为美谈。

盐之都 遮不断

民国时期的 《市组织法》规
定：人口在 20 万以上，其所收营
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
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即

务机关精确计算，抗战爆发前后连
续三年，自贡地区盐业正副项收入
年平均达 1800 万元， 已占本地年
度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

武汉会战打响之际，经四川省政府
同意，自贡市市政筹备处在自贡特
种警察局（当时的自流井兴隆街陕
西庙， 今盐业历史博物馆所在地）

年的
“
自立”之路，总算修成正果。
据当时留下来的图片， 自贡
市政府 成 立 之 日 ， 当 地 女 青 年
白衣白裙，整齐列队，在市中 心

自贡作为战时中国盐都的
特殊战略地位，从日军对自贡盐
场的“另眼相看”中也可见一斑。
自贡设市不过 40 天后，即自
1939 年 10 月 10 日起，日陆军航

段落。
据说，事后日军战史中也承
认， 此次针对盐都自贡的“
盐遮
断” 战略轰炸，“效果是不充分
的”。它不仅没有引起自贡商民的

设市隶属于省政府。 换言之，人口
是否密集及工商业发达程度，是
衡量设市资格的核心指标。
自贡地区盐场方圆不过数十

由此观之，自贡设市，合理而
且合法。 更兼抗战军兴，食盐既是
奋力抵御外来侵略的中国兵民生
存必需品，巨额盐税收入又足以补

成立并开始办公，警察局长余冠琼
出任处长。 该处计划于六个月的筹
备期内，完成定名、划界、设置机
构、筹措行政经费、清查户籍人口、

的釜溪公园集体跳起“广场舞 ”
助兴， 可谓艰苦的抗
战岁月中一抹难得的
亮色。

空兵部队发动所谓
“
盐遮断”专门
轰炸行动， 先后七次出动
11 批飞机共 483 架次，投
弹 1500 多枚，对自贡盐场

“
厌战气氛”，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
仇恨和斗志。 正如当年《国民公
报》 上一篇平实而感人的新闻报
道所言：

里，但盐业产运销网络自成规模庞

充激增的战费开支，加上沿海工业

整治市政建设等诸项事宜。

历史往往会有某

狂轰滥炸，炸死 522 人，炸

“
这里空气很紧张，场面很宽

大的体系，大量盐商、盐工及配套
服务业人员聚集，抗战初期常住人

大举内迁，自贡也有充当抗战后方
盐业与化学工业中心的责任与机

筹备工作比预想中要复杂繁
难得多， 整整一年零三个月后，即

种巧合， 就在同一天，
在遥远的欧洲，德军以

伤炸残 1260 人， 损毁井、
灶及房屋不计其数。 直到

阔， 没有一个闲人， 连懒的都少
见，都直接间接从事盐的生产。 ”

口早已超过 20 万，年纳税在 3000
万元以上，后来更增至 5000 万元。
论经济上的实力和贡献，国内许多

遇。 此时若无事权统一、令出必行
的强有力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关，又
将如何鼓舞人心，推动建设呢？

1939 年 9 月 1 日， 自贡市政府才告
正式成立，自流井籍的海归化学博士
曹任远， 获委派为首任自贡市市长。

“闪电战” 突袭波兰，
英、 法被迫对德国宣
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

1941 年 8 月 19 日第七次
轰炸之后， 因日军秘密筹
划太平洋战争需调集军

市委员会编《因盐设市纪录》及自贡

有名的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比。 据盐

1938 年 6 月 16 日，即惨烈的

这座蜚声海内外的盐都长达三四十

面爆发。

力，
“
盐遮断” 空袭才告一

本文部分内容曾参考政协自贡
市盐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宋良曦著
《盐都故实》。

中国千亿品牌的“价”与“值”
青岛啤酒品牌价值 1055.68 亿元 行业唯一世界级品牌
6 月 16 日， 世界品牌实验室

青岛啤酒公司旗下的崂山啤酒、

崛起的背后，是苦练内功、创新求

（World Brand Lab） 在北京发布了

汉斯啤酒以及青岛啤酒博物馆分

变、中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支撑。

2015 年 （第十二届）《中国 500 最

别 以 115.68 亿 元 、94.61 亿 元 和

而以青岛啤酒、茅台、五粮液等为

具价值品牌》排行榜，青岛啤酒以

33.25 亿元同时上榜，再创新高。

代表的中国品牌向世界同时递上

1055.68 亿元的品牌价值成为首个

正如美国 《新闻周刊》6 月 2

了值得信赖的“中国食品的舌尖

突破千亿价值的啤酒品牌， 连续

日的文章所言：《中国在全球最具

名片”，为中国品质得到全球“舌

12 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也

价值品牌名单中 “攻城略地”》。

尖认可” 创造了难能可贵的品牌

是唯一入选的世界级啤酒品牌。

而中国品牌能以独立姿态在全球

榜样。

大国品质“智造”离不开
“质造”
瑞典留学的 Coco，学习之余在

下午两点左右，青岛啤酒厂品

一实行
“
超长低温发酵工艺”。尊重

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餐厅打零工。 她

管部的李英娴熟地将取样的瓶盖

每一粒大麦、每一滴水、每一支酵

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是这家店里卖

垫片放进了正在行进队列中的酒

母的自然生成法则。而这份为极致

的最贵的啤酒， 是来自中国的青岛

瓶中， 这瓶加了瓶盖垫的啤酒，一

而精细，以雕琢求完美的“慢的坚

啤酒，而且喜欢它的消费者还不少。

会儿将和普通产品一起，在生产线

持”，是
“
急速”互联网时代下的“匠

消费者认可的基础是产品的

上走一遍完整的生产流程。 接下

人精神”。

品质与特色，而制造业的回归也已

来，李英就要对这瓶“加料”的啤

是大势所趋。 美国要重返制造业，

酒，进行品评。

这些细节在一瓶青岛啤酒的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中的青岛啤酒

创新：光纤传酒酒“更香”

酿造过程中随处可见，“精益求精”

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中国推出了

“除了仪器检测， 我自己也必

的质量控制体系，也得到了来自德

前段时间，青啤科研中心负责

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 24 小时内

从消费者调研、产品定义、研发、供

“中国制造 2025”， 这些战略异曲

须亲自尝尝，以此来判断瓶盖垫是

国啤酒专家的高度认可。“德国一

研发的王明很忙，通常要“双线”作

网络订单、当日生产、当日配送，

应链协同、制造、物流、市场推广等

同工之处，就是要实现制造业的升

否会对酒液的口味产生影响。 ”李

些啤酒厂也面临着规模化和质量

战。 一条是
“生产线”，一款全新的

几乎是“在生产线上喝啤酒”。 青

全产业链条。

级和转型。 而由
“
中国制造”向“中

英说：
“
所有与酒接触的任何东西，

监控同步提升的挑战，而青岛啤酒

产品“青岛啤酒全麦白啤”正在试

岛啤酒这一杯最新鲜、 最浓郁的

当手机一点，新鲜的原浆啤酒

国质造”再到“中国智造”跨越，“以

不管原材料、包装物料、成品、半成

在质量控制、检测指标和监控体系

生产；另一条则是“网线”，他整日

原浆啤酒， 让消费者体验了一把

送到家； 哪个区域喜欢喝奥古特，

质取胜”是基础，这是不可逾越也

品以及任何东西，都要经过理化指

的应用方面让人刮目相看。 ”德国

泡在青岛啤酒的“
消费者自媒体欢

什么叫“用互联网思维酿造让消

需要增加新啤酒；哪里的婚礼需要

是要坚守到底的
“
内功”。

标的仪器检测以及酿酒师的亲口

杜门斯啤酒学院教授 Michael.Eder

聚联盟”的微信社群里，关注这些

费者尖叫的啤酒”，也留给市场无

“鸿运当头” 喜气洋洋……光纤传

品评，甚至连冲洗瓶子后的刷瓶水

表示。

深度“粉丝”的评论，他如获至宝，

限的想象空间。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品牌，
青岛啤酒远销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

也不例外。 ”

2014 年青岛啤酒实现销量 915

并根据真实的
“口碑报告”，不断对

酒香，青岛啤酒与消费者的需求无

另外，在营销方式创新上，青

限接近零距离。青岛啤酒的互联网

岛啤酒也开始有了“新玩法”。 这

转型证明：传统产业与新技术不是

地区，并多次在国际评酒大赛中荣

在快速发酵方法因其时间短、

万千升， 大约销售 182 亿瓶青岛啤

获金奖，这杯坚守了 112 年好啤酒

成本低而早已被啤酒企业广泛采

酒， 平均每人喝掉 14 瓶青岛啤酒。

就在有人说“互联网 +”离传

种玩法，归结为“用手机自酿一款

对手，而是益友。当互联网的
“
快功

背后严苛的酿造细节却鲜有人知。

用的今天，青岛啤酒坚持行业中唯

而青岛啤酒在拉美市场实现 50%以

统企业有点远时，作为已经诞生了

青岛啤酒，然后送给朋友”，这种

夫”， 遇上百年青啤酿造的“慢功

上的增长；西欧、北美市场实现 20%

6000 多年的啤酒酿造， 却尝到了

“游戏 + 社交 + 电商” 的移动互

以上的增长； 亚太地区的韩国市场

“互联网”带来“光纤传酒酒更香”

联售卖模式， 打造出一个娱乐中

创新酿出了青岛啤酒品牌价

增长近 50%。 青岛啤酒在美、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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