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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作为目前惟一仍留在同仁堂工

作的乐家后人，乐拯努力回忆了之后
说：“没有了没有了，都已经很透明
了。”

现年 39岁的乐拯是乐家第十五
代，“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
里除了我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
堂工作。”

时光回到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
国。同仁堂面对的是一次重大变迁。

那一年的北京城，有个名字可以
说是街知巷闻。他就是率领同仁堂完
成了公私合营的乐松生。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同仁堂的
命运有着特殊的昭示性。它的成功公
私合营不仅代表着当时的潮流，也让
乐松生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明星。

解放

39 岁的乐显扬在公元 1669 年
创办同仁堂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
的这家药店后来可以经历那么多朝
代。自 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
供奉清宫御药房后，同仁堂独办官药
188年，历经了 300多年的光阴。

1949 年 1 月，北平（今北京）解
放。同仁堂的乐家老铺里，出了一件
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伙计们成立了
工会。在这个隶属于“北京市国药工
会”的同仁堂工会里，伙计们开始要
和老东家平起平坐了。

不久，职工们提出“要和资方谈
判”。这在乐家人看来，算得上是“古
今奇闻”。乐家接连派出几位德高望
重的人物作为“资方代表”，但都和职
工谈崩了。

见此情景，乐家各房疑虑重重、
议论纷纷。就在他们认为谈判无望
时，工会提出了一个方案：请乐松生
回来代表资方谈判。
“那就让松生试试吧，别人反正

是玩不转了，就看看他有没有金刚钻
吧。”这是乐家一位长者的声音。

作为第十三代传人的乐松生时
年 41岁，是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同
时兼管着天津北京两地堂务。当时身
在天津的乐松生急忙往北京赶，一想
到职工指名道姓要他去谈判，心里就
七上八下起来，担心应付不了职工闹
事。从天津到北京本不长的一段路
程，经他一番左思右想，竟觉得比往
日远了好几倍。

在与职工的交流中，乐松生看到
职工为同仁堂的现状和前途操心，他
受到了震动。从此，他对“工人当家做
主”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理
解了共产党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双方的沟通很顺利，谈判很快就取得
了进展，劳资双方很快地达成协议。

员怨源怨 年 员园 月 源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同仁堂工会举
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联欢晚会，乐松生作为资方
代表被特邀参加，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这个联欢会其实还包括一项很重要
的内容———推选同仁堂经理。

转折

1949 年 10 月 4 日，在同仁堂职
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联欢晚会上，乐松生唱了一
段京戏《甘露寺》名段《劝千岁杀字休

出口》。当他畅快淋漓地唱完“长坂坡
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作为同仁
堂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他成为了解放
后第一位由职工推选出来的同仁堂
经理。

在那晚之前，作为资方代表的乐
松生多少有些忐忑和迷茫，当职工宣
布推选结果的那一刻，乐松生听到自
己的名字，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听错
了。

乐松生在职工热烈的掌声中冷
静下来，他终于相信自己这个东家不
但被职工所接纳，而且成了他们拥护
的经理，成为了他们的“自己人”。

此后的日子里，乐松生放下了忐
忑和忧虑，热情地融入到新社会的大

潮中，他逐渐读懂了共产党保护民族
工商业的政策。

员怨缘猿 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根
据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
神，选择了同仁堂等几家有影响的私
营企业，首先进行公私合营的试点工
作。

消息传来，同仁堂乐家又激起了
巨大的震荡。

乐松生耐心地到乐家各房面前
征询“公私合营”的意见。面对着各种
抵触的声音，乐松生决心要申请公私
合营、彻底告别伙计被迫改姓的旧同
仁堂，但在此之前，他要做的是获得
乐家其他各房的同意，而这绝非易
事。乐松生分析利弊，讲明道理，不断
向乐家股东们做说服工作。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级
干部和乐家亲属，配合乐松生和各房
沟通、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
作，乐松生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各房的
赞同。

员怨缘源 年，乐松生正式代表同仁
堂的资方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
营的申请。这是同仁堂历史上的里程
碑，也是乐松生人生的重大转折。

合营

乐松生提交公私合营的申请之
时，除了饱满的热情，也带着些许忧
心。

以后同仁堂究竟会怎样？乐松生
心里没有底。与此同时，乐家各房业
大人多，内部矛盾重重，这也让乐松
生不堪其扰。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当时作出

了这样一个决定：同仁堂代表性大，
影响面广，必须从统战政策的高度加
以重视，一切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
必须经市地方工业局局长王甦和同
仁堂经理乐松生商定，在他们两位的
主持下开展工作。乐松生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仁堂公私合营工作的方案，由
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和同仁堂所在地
的区委、区工会研究提出，又报请市
委统战部批准后，正式开始执行。

1954年 7 月 28 日，北京市派工
作组到同仁堂进行公私合营的筹备
工作，作为资方代表，乐松生积极协
助工作组，召开职工大会，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并采取座谈会、个别谈心
等方式，解释同仁堂合营的步骤措
施，指明合营后的前景，消除各种疑
虑。他以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影
响带动了股东和全店职工为合营作
贡献，保证了合营工作的顺利进
行。

愿月 圆苑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
会正式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郑
重签字，确定企业领导人职务，乐松
生任经理，江涌波、乐益卿、刘璟任副
经理。乐家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的
共有 36人。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由
北京市地方工业局主管，公股投资二
十五万，同仁堂的私人资本定为一百
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二角五
分。

供奉御药的同仁堂在经历了数
百个春秋后，终于成了新型的公私合
营企业。

新生

同仁堂合营后，迎来了新生。
员怨缘源 年，刚刚公私合营的同仁

堂还处于“江山未稳”的阶段，但同仁
堂的产值还是比 员怨缘猿年增长了 员远豫
还多。

同仁堂的公私合营，对国药业
及其他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北
京市扩展公私合营起到示范作用。
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工商业者座谈
会上，乐松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
述他所看到的事实：只有把自己的
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才
有出路。

1955 年初，北京市市长彭真亲
临同仁堂会见了乐松生，对他带头实
行合营和合营后的各项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

不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在中南海接见乐松生，毛主席亲切询
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的
业务情况，鼓励他要为祖国医药事业

多做贡献，这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和
鞭策。这一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
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
市长。

同仁堂合营后，改变了原家族企
业封建性的生产关系，焕发了企业
职工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清产核资、
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技术革新
等一系列工作，同仁堂有了更大更
快的发展，逐步显示出合营的优越
性。

同仁堂公私合营的成功，还推动
了北京全行业的改造，给其它老字号
企业以积极的影响。

1956年 1月 4日，在乐松生带动
下，全市 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
私合营。在国药业的带领下，许多行
业的资本家也纷纷提出了申请。1月
8日，包括国药业在内的 20个行业、
800 多家商店同时被批准实行全行
业公私合营。

1956年 员月 员缘日，北京市各界
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
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
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
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
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
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了下来。

冠生园

由上海民族资本家冼冠生 1918
年创立，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名牌老
字号企业。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冠生园”和“大白兔”。1956 年，上海
冠生园总店进行公私合营，从此成
为国有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冠
生园分店，也均被当地政府收编改
造。

全聚德

由河北冀县杨家寨人杨寿山
1864年创立。1952年，杨家第四代传
人难以维持企业发展，将全聚德的歇
业请求交到了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
市市长彭真提出像全聚德这样的品
牌企业必须保留，政府应该给予支

持。就这样，北京市政府在 1952年对
全聚德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政府持有
50%的股份。
稻香村

苏州稻香村始创于清代乾隆 38
年（1773年），特色糕点为苏式月饼。
北京稻香村始创于光绪 21 年（1895
年）。1953 年底开始，大量食品店关
门，稻香村幸运地保留了下来。1956
年 1月，苏州稻香村和北京稻香村正
式公私合营。

九芝堂

由江苏吴县人劳澄 1650年（清
顺治七年）在长沙创建。1956年 1月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九芝堂第一
批敲锣打鼓开始公私合营，并改名
“劳九芝堂药店总店”，劳端生出任资
方副经理。4月，位于长沙坡子街的铺

面改为“公私合营九芝制药厂门市
部”。

瑞蚨祥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朝
光绪 19 年（1893 年），是享誉海内外
的中华老字号，为旧京城“八大祥”之
首。1954年，瑞蚨祥响应政府的号召，
实行了公私合营。

内联升

始建于公元 1853 年（清咸丰三
年），以生产经营传统产品千层底布
鞋而闻名中外。1953年，时值内联升
创办 100周年之际，企业开始了公私
合营改造。1953年国家队粮棉油实行
“统购统销”，内联升的经营方针发生
了重大转变。公私合营之后，一直以
“打坐轿人主意”的内联升全面开始
“为工农兵服务”。

东来顺

东来顺是位名叫丁德山的回民创
办于 1903年。解放时，东来顺的涮羊
肉早已驰名京城。1955年，东来顺在
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公私合资。此
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民族事业，发扬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传统，对东来顺的
发展做了大力的扶持和帮助。

中国照相馆

1937年，由江苏武进人吴建屏在
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照相
馆把服务对象转向工人、农民和解放军
官兵，首创礼服出租和鲜花专供等服务
项目，生意十分兴隆。1956年实现公私
合营后，响应周总理“繁荣北京服务业”
的号召，迁往北京。周总理亲自为其选
定店址。1956年 9月 25日，中国照相
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

同仁堂穿越时空

每当时代变幻时，老字号企业总要主动或被动地面对新生。在未知的
结局到来之前，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可能的精彩。同仁堂的公私合营，是那

个时代的先声，亦是今天的历史。

公私合营中的中华老字号

虞

相关

齐雯/文

背景

1956 年中国的关键词是“公私合营”。
1956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

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 1 月 10 日，只用了 10 天，全市的
私营工商业宣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就在 1956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
胜利大会的 5 天之后，1 月 20 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
宣布全市 205 个行业、10 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
合营。

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 20 万人的盛大游
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人群中最惹人注
目的，是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许多资本
家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在队伍行
进过程中，有一位资本家大声地朗诵道 :“社会主义改造对
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
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
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
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
到的。”

这位资本家就是时年 40 岁的荣毅仁。他是当时上海
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老板。

当时，在公私合营进程中，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
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南方的领头者
则是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
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荣毅仁当时在全国 8 座城市拥有 24 家纺织、印染、面
粉和机械工厂。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
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
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
了新的复苏。1954 年，荣毅仁将上海的各家荣氏工厂重新
组合，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
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1956 年初，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所
有荣氏企业已完成公私合营的改造，荣毅仁更是四处现
身说法、宣传政策，其“红色资本家”的名号从此不胫而
走。

1 月 10 日，毛泽东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
察，当时他风趣地对荣毅仁说 :“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
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
样？”荣毅仁回答说 :“比以前要好。”

视察结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
东写信，表示要在 6 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
新华社记者问荣毅仁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
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
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
了决心 :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
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1957 年后，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
长。

1955 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
1954 年的 59豫上升到 63豫，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
1954 年的 4豫上升到 5豫，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
1954 年的 12豫上升到 16豫；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
1954 年的 25豫下降为 16豫。全国私营工业有 3000 余户转
为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 18 万户私营商店转为
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

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
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 1954 年的 74豫上升到
82豫。同时，农村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展开。1955 年，以批判
“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农村掀起了农
业合作化高潮。到 1955 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
合作化，占全国总农户的 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表示，“只需
要 1956 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
主义的合作化。再有 3 到 4 年，即到 1959 年，或者 1960 年，
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
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
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
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
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
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
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
方红利四个部分，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

在热火朝天的 1956 年，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
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 12 月，全
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合营的优越性逐步展现，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
计划主要目标。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 :“应于
1967 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
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 12 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
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

得到人民信任
是钱买不到的

马铭/文

荣毅仁

解放初的
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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