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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进士

邢台城内的杨家，是邢台有名的望
族。 杨家大院在府前街路东，一条胡同
分为“南杨”和“北杨”两部分，高房大屋
一直延伸到“纳凉园”。 杨家书生杨炳
旂（又名杨斐）进京赶考，中了庚寅科进
士。 杨炳旂告诉报子，叫家人在门前竖
立旗杆。 报子从京城快马加鞭，一路赶
往顺德府，到杨家报喜。杨家得知喜讯，
在门前竖起高大的双斗旗杆。 旗杆刚
立好， 杨炳旂去福建赴任， 不想突染
爆疾， 不几日便卒于途中。 噩耗传
来， 杨家由喜转悲， 将旗杆锯掉半
段，锯成截面上下错位的纱帽形状，以
示哀悼。 旗杆是地位的象征和家族的
标志，从此杨家旗杆成了邢台城内有名
的纱帽旗杆。

杨庚辰，字禹卿，号荇溪，是杨炳旂
的本家孙子。 杨庚辰自幼聪慧过人，在
私塾常常贪玩逃学，甚至带领同学上庙
会上学着艺人的样子唱“乱弹”。 回校
见先生，先生责令大伙背书，背不出就
挨戒尺板子。 他拿起书本看上一遍，过
目不忘，从未挨过戒尺，倍受先生喜爱，
被先生誉为“神童”。 光绪十四年
（1888），年仅 22岁的杨庚辰参加乡试，
得中举人，次年进京参加会试，高中乙
丑科进士，授封刑部主政。 这次报子来
贺喜，杨家沐浴皇恩，雕刻了深蓝色匾
额，悬挂在门楼里，上刻“祖孙进士”四
个鎏金大字。

杨庚辰虽然少年得志，却是心怀郁
闷。 原来刑部主政就是朝廷的监斩官，
几乎天天要面对人头落地的血腥场面。
好在数年后改官吉林府教授，满腹经纶
的杨庚辰赴东北就任。 时间不长，辛亥
革命改朝换代，政局从新，杨庚辰立即
卷起铺盖，离开东北返回顺德府老家，
从此畅游书海，闭门不出。

成立商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邢台商界

在各行公会的基础上成立商会，负责管
理顺德府的商业贸易工作，会址在北大
街和家坑牌坊巷，首任会长是长街的绅
士翟钊，人称翟老仲。 翟老仲的弟弟翟
老营是副七品武官，负责维持城内的治
安。 翟老仲任职期间，因着翟家的威望
和势力，绝无地痞流氓涉足商界，邢台
商业迅速发展，形成固定的大市场，顺
德府因皮毛业名扬海内外。

商会的建立是为了应付官府的苛
捐杂税和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便于统
一出面解决问题。 商会的社会职能，一
是为商人外出采购出具资信证明，办理
进货许可证；二是调解商户间、行业间
发生的纠纷和矛盾； 三是接待外地客
商，向他们提供经济信息，帮助他们搭
桥购货，促成交易；四是合理收缴会费，
组织商户依法向地方政府缴纳税金；五
是出面与当地的军、政、匪界周旋，设法
维护商界利益；六是逢年过节代表商界
出席社会上层应酬。 当然，一切花费均
由商户负担。

推任会长

民国六年（1917），邢台商会推举杨
庚辰为第三任会长。 杨庚辰系出名门
世家，又是前清的在京官员，在顺德府
极有威望。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苛捐
杂税名目繁多，民不聊生，商户苦不堪
言。 杨庚辰不负众望，就任之初，他四
处奔走，上下通融，减免杂税，极力保护
商户，因他是邢台名士，家大业大，势力
雄厚，连官府都敬畏几分。 有了这把保
护伞，邢台商业平静了。 各行商户以重
金馈赠致谢，杨庚辰拒绝接受，各商行
又出资制作了名誉匾额相赠，仍坚决不
受。 他说：“扩大商业，保卫商号，是我
的本份，接受馈赠实不敢当！ ”

杨庚辰就任商会会长之后，大刀阔
斧，着手扩建颓败的南关商场（今老市
场）。 南关老商场是顺德府的休闲娱乐
中心。 民国六年（1917）的一场大雨几
乎将商场摧垮，房屋倒塌十之八九。 杨
庚辰组织商会将大雨后坍塌的商场大
院扩建一新，中间东西横楼将商场隔成
南北两院，院中有“雅园”和“新华”两座
浴池，有“同义楼”和“六和居”两座饭
庄，有“四海庭”茶馆，有“五百居”肉铺，
有“天一当”当铺，院内有说书的，唱大
鼓的，算卦的，卖艺的，四周是各式风味
小吃的小摊和小铺，商场南边是妓院、
烟馆和赌场。 南关商场，三教九流，商
贾云集，日落后张灯结彩，纸醉金迷，日
渐繁华。

南关商场周边，有聚丰饭庄、复信
昌饭庄、玉春祥馓子、馨华酒楼、光真楼
饭庄、卫生饭庄等，其中六合居饭庄的

“邢台锅贴”闻名四方，尤受欢迎。 馨华
酒楼以经营涮羊肉为主。 光真楼饭庄
是邢台最大的清真饭庄，李文魁打制的
水煎包最有名，卫生饭庄是邢台最大的
汉民饭庄。 各饭庄酒楼不但代办酒席，
而且送货到家，各商号老板尤其是皮店
富商在府邸设宴待客，都是饭庄伙计手
提红漆食盒送到门上。

杨庚辰有个兄弟叫杨老会，是个很
厉害的人物，哪家婚丧嫁娶，门口都要
围上一群叫花子，主家正忙得团团转，
哪里顾得上他们，他们围在门口就是不
走。主家没办法，赶紧差人去请杨老会。
杨老会站在门口喝一声：“都给我走！ ”
叫花子就乖乖走开了。 上岁数的老人
都知道， 早年顺德府大户人家婚丧大
典，非杨老会主持不可。

邢台皮毛业迅速发展，急需大量从
事账房出纳方面的人手。 民国七年
（1918），杨庚辰在羊市街开办“商会立
初级小学”，聘请有专长和有声望的人
担任教职，培养会计出纳人员。 全校分
六个班，商人子弟前后在该校肄业者千
余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学校停办。
这是邢台有史以来专门培养从商人员
的专科学校，为邢台的商业贸易培养了
大批优秀人才。 作为邢台职业教育的
鼻祖，杨庚辰功不可没。

侠肝义胆， 心系民生。 民国九年
（1920）邢台大旱，饥民遍野。 杨庚辰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遂组织商会邀请富
商集资募款，在南关开办粥厂施粥救济
贫民，每天食粥者达八九千人。 同时，
杨庚辰奔走县府，恳请邢台知县夏仁沂
转呈上峰，颁发运粮护照；又组织相关
人员奔赴河南，火车减免运费，从郾城
县的漯河购置粮食，回邢平粜给百姓。
粮食源源不断，救百姓于水火，此举深
得人心。

高瞻远瞩，勇于开拓。 城墙外商场
附近原本有一段路，朝西是护城河的土
堤， 杨庚辰为打通南关到火车站的交
通， 组织人力物力将土堤铲平成路，并
将南关土城打通建成马路阁门，直达火
车站。 这样，南关出口由六个阁门变为
七个阁门。 马路阁门方便了外来客商
进出南关，马路成为出入南关的运货大
路。 解放后马路称为“马路街”，成为邢
台市内著名的街道，也就是今天中兴东
大街的雏形。

创办实业

杨庚辰的最大贡献是顺应民情，创
办实业。 民国十二年（1923），杨庚辰邀
请富商集资入股，策划筹建“顺德电灯
公司”。 电灯公司在城外西北角（今电
缆厂处），民国十三年（1924）开工，商会
组织相关人员建筑房屋，购置了电机。
次年 8月正式发电，邢台城内大商铺一
片通明，被百姓誉为“神灯”。 当时公司
发电供城内、南关各大机关、车站夜间
以及商号照明之用， 每天傍晚 7 点送
点，11 点关机停电，照明时间约有五六
个小时。 各用电户，领先向电灯股份有
限公司递交用电申请，每月需缴租赁电
表费三角，灯费一元五角，电费每一字
三角。 这个收费标准直到 1937年日军
占领邢台时未变。

电灯公司聘请湖北人朱德山任经
理兼总工程师。 朱德山在公司西院建
“电磨”，即机制面粉厂，这是邢台历史
上第一家面粉厂。 日伪时期，电灯公司
被日本人名田国光接管，改名为“顺德
电业株式会社”。

历史上顺德府有三大庙会，县城隍
庙大会，府城隍庙大会和南瓮城火神庙
大会。三大庙会是以皮毛为主的物资交
流大会。杨庚辰利用庙会扩大商业贸易
繁荣顺德商埠。杨庚辰将自然形成的三
大庙会改为由商会组织， 扩大庙会范
围，制定优惠政策，届时邀请国内外客
商来顺德府逛会并进行皮毛交易活动。
庙会期间，凡是沿平汉线乘火车来顺德
府赶会的一律半价优待。 5 月 17 日府
城隍庙大会，会期 6 天，会址在西仓巷
北孝门前、东仓街、庙道街一带，租赁民
房、设立行店，并搭有席棚，是顺德府药
材大会， 也是南北皮商定购皮货的时
机。 府城隍庙大会，会容盛大，热闹非
凡。 江南客商经铁路运来地方名产，换
回皮货。 9月 15日县城隍庙大会，会期
也是 6天，是顺德府各行各业物资交流
大会，也是熟皮向外发货的日期。 江南
客商在春季订购的皮货，庙会期间开始
向江南发运， 皮毛贸易开始进入旺季。
南城墙下的火神庙大会， 会期是农历
10 月 18 日。 庙会以皮货成交为特色，
各个皮店高朋满座， 绝大部是江南客
商。 皮店为招徕生意，设宴招待远方客
人，备茶饭和美味佳肴，谋求买卖成交。
江南客商带来了苏杭绫罗绸缎、 茶叶、
江浙凉席、羽绫扇、芭蕉扇、雨伞、江西
瓷器、浙江漆器、湖南夏布、竹货、竹
帘等等。南到河南省的彰德府、卫辉
府、怀庆府、开封府，东到山东省的
曹州府 、济宁州 、临清州 、济南府 ；
北到河北省的保定府、 真定府以及
京津各地等商号均在顺德府进货、
销货， 北京前门有名的瑞蚨祥绸缎庄
派专人赶来顺德府采购皮货。 10月 18
日火神庙大会，是顺德府冬季物资交流
盛会，各地商人接踵而来，催促发货，续
订下年合同。 而此时又恰是农闲季节，
顺德府各县的农民拿着自己的农副产
品涌进城内，谋求换取自己的生活必需
品。

每到会期， 国内外客商云集顺德
府，庙会期间，搭设两座戏台，请来戏班
唱戏；火神出驾，沿马路街在南关各街
道沿街表演，邢台城内人山人海。 各行
业街道的社火也来助兴，各商号门前张
灯结彩，旗幌飘扬，市场繁荣，热闹非
凡。 南关兴盛时期，单就顺德府皮毛业
一项，年内外贸易额达一千五百多万两
白银，其中熟皮贸易额常在二、三百万
两白银以上。 其时，顺德府的贸易总额
超过北京，仅次于天津，居河北省之冠，
为省内第一商埠。

邢台商会成立后租赁房子办公，没
有固定地点。杨庚辰在任职期间，选定南
门外西侧河北沿组建商会办公处， 一所
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门朝南开。 商会大
门是清末民初非常流行的新式洋门，门
楣上雕刻“邢台县商会”五个大字，大门
的四根青砖柱子雕刻着杨庚辰撰写的对
联，内联上联是“商业无疆审时应势”，下
联是“会极有归践实存真”；外联上联是
“百族列商聿观熙攘”，下联是“四方和会
佳惠闺闾”。门联对仗工整、韵义深厚，彰
显杨庚辰的国学修养，不愧为进士出身，
堪称顺德府第一商业门联。

民国十三年（1924）年底，杨庚辰病
逝，享年 59岁。顺德商民为纪念这位进
士会长，特集资勒石，在商会大门东侧
为其竖起功德碑，上刻“市廛遗爱”四个
大字。这是邢台商务会门前第一块功德
碑。

（据《纪实老邢台》）

老邢台的商务会：

进士会长杨庚辰

1945 年东门里街街景，远处为邢台东城门。

解放后的邢台南关北大街街景（1945 年）远处为邢台城南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