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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我国近代制钟业兴起于二十世纪初，
1906年，宁波人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创办
了鄞城制钟工场。1912年工场迁到上海
杨树浦，建成“美华利”造钟厂，仍靠手工制
钟。1915年，孙氏又在上海闸北天通庵镇
开办建筑时钟制造厂，购置了部分设备，开
始生产建筑用钟。苏、粤一带也出现制钟
作坊，能工巧匠们模仿着西方技术，用手工
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钟。但手
工制钟成本高、产量低，随着东洋、西洋机
械钟表流入我国国内，手工作业无法与机
械化相竞争，制钟作坊相继倒闭，手工制钟
业渐行渐远，民族制钟业雏形随之消失。

那么说起烟台机械造钟的创办和兴
起，创始人李东山和唐志成功不可没。

李东山，威海民族实业家、中国机械钟
表制造工业创始人。1873年出生，少时家
贫，不曾入学读书，十几岁便当起肩挑小
贩。15岁经堂兄保荐，在烟台恒兴德商行
当小伙计。当年的朝阳街是洋人云集的繁
华之地，李东山颇有经商头脑，很快就离开

“恒兴德”，开办了一个卖水的小生意。由
于店址距海关较近，他经常去参与海关走
私商品拍卖处叫行。他擅于与人交谈，又
极善经营，很快便与经营拍卖的奥地利人
混熟，而且往往能捡到一些便宜。1892
年，积攒了一些积蓄的李东山决定扩大经
营，将水炉小铺扩建为德顺兴五金行，资本
为墨西哥币300元，主要经营小五金和百
货商品。其间，李东山又接触到钟表，包括
日本知名的“马球”牌钟表，并在五金行经
销，兼营钟表配件。

唐志成，掖县人，略有文墨，从事钟表、
汽灯修理。因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所需
零件，与李东山结识。

经营钟表，利润丰厚，但当时卖的都是
洋货，一般中国家庭买不起，而且钟表出了
问题，更换零部件的价格也很高，李东山萌
生了自己建钟厂的想法，便与唐志成磋商
创办造钟厂，俩人一拍即合，于1915年7
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的一幢平房门前，挂
出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的牌匾。李东山
投资两万五千银元，购置厂房和设备，任经
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这就是中国制
钟第一厂。

为解决技术难关，李东山多次赴日本
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学习，购置设
备。经过他和技师唐志成的反复试验、不
懈努力，终于在1918年制造出第一批座
钟，座钟木壳自主生产，其余零部件均为日
货。1920年，终于生产出第一批“宝”字牌

机械摆钟。除了铜材、铁板、钢丝、发条等
原材料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外，钟壳和
其它零部件基本可以自己生产。同时，钟
厂又开发投产了挂钟。在外观装饰方面，
加入了一些民族艺术的元素。所产钟表除
内销外，还出口到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宝
时造钟厂”鼎盛时，职工超过500人，年产
摆钟55000只。

1927年3月，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的
一部分人员另行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钟厂
——“永康造钟无限公司”，经理牟经堂，注
册资金360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
有宝时钟厂的技术基础，永康公司开业之
初便起点较高，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
台钟款式进行生产。产品一出厂便一鸣惊
人，主要销往南方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国
家。为便于产品出口，公司又注册“YK”英
文商标。至此，永康造钟公司同时拥有

“永”字和“YK”两大商标。1928年，永康
公司与宝时钟厂一起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工
商部在上海举行的中华货展览会，“宝”字
牌钟和“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
中亮相。当时尚无第二座城市拥有制钟企
业，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
出与洋钟相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
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
政府工商部对烟台宝时、永康两钟厂的评
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
国实属创举，每遇到国货展览会时，均获佳
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资鼓励。”

1931年，宝时造钟厂与德顺兴五金行
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当年，德顺兴
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
展览会，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第一
家”。同年，烟台第三家钟厂——盛利造钟
工厂开业，经理李汉臣，注册商标“盛”字。
1932年，永业造钟厂开业，注册商标“業”
字，经理赵智信。1933年，慈业造钟厂开
业，注册商标“慈”字，经理王树慈。1936
年烟台第六家钟厂仁昌造钟厂开业，注册
商标“八卦”。至此，烟台造钟业已形成很
大规模。

在烟台钟业繁衍发展的同时，先后有
十几名技术骨干走出烟台，到天津、青岛、
沈阳、丹东、上海、北京开办造钟厂，把制钟
技术传授到了各地。

烟台造钟不仅是中国机械钟表的始
祖，而且它的影响波及全国，造钟业的种子
传遍大江南北，并且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它在机械造钟业的地位举足轻重、不
可憾动。

始建于1930年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
范学校，后来人们惯称之为“莱阳乡师”，尽
管在1937年末因日寇侵犯而告停，但其办学
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前后七年的莱阳乡师办学史中，共有
两位校长在此供职。第一任校长董凤宸，为
创建莱阳乡师和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立
下了汗马功劳，可惜他过早地在抗战时期病
逝。继任校长吴伯箫，受命于危难之际，作
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文化名人，他在莱阳
乡师的履职岁月可圈可点。

吴伯箫是中国文坛上一位受到颇多赞
誉的散文作家，有17篇散文被选进了建国
后的中学课本。他纵横教育界，从建国初
期的大学领导到中国教育出版社的领导，
春华秋实，奉献良多，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
育家。吴伯箫曾经出版了许多杂文集，其
中之一被命名为《北极星》，而他本人也被
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北极星”。

莱阳乡师本来名师济济，王衷一、王冶
秋、何其芳、瞿亚先等十几位老师都是不同
凡响之辈，吴伯箫的加盟，更使得乡师校园
锦上添花。作为继任校长，抑或品位使然，
他请来了他的老朋友老舍、臧克家等大师级名家来校任教讲学，
足见其卓尔不群的居高格局。

其实要写吴伯箫并不难，山东省有个“吴伯箫研究会”，
很多资料可以借鉴。但他在莱阳乡师留下的岁月足迹，则委
实需要拂去许多历史的浮尘。

吴伯箫曾经在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供职三年，在济南乡师
（省立第一乡师）担任教务主任，又在省教育厅担任高教主任科
员。他担任莱阳乡师校长的时候，正是我国爆发全面抗战的前
夕。当时乡师几个层面的地下党很活跃，一是学生党组织，公开
成立“抗日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开展聚会演
讲活动，而且还到烟台、文登等地发展抗日组织；二是教务主任
王衷一是1927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再加上
1925年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县委书记的鲁迅挚友王冶秋，他们
都是学生运动的引导者和保护者。

吴伯箫不是党组织的人，但他向往革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
感，热情支持师生们的爱国行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演
出了《我爱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许多抗战剧
目。吴伯箫不仅是支持者更是指导者，尽管在公开场合他要躲
闪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窥视，暗中还要保护学生。他曾经这样回
忆说：“办乡村师范，站在学生的地位，主观上爱护学生，免遭军
阀的逮捕杀害，客观上却给有的学生以印象，跟他们走的不是一
条路……白色恐怖压得知心朋友不敢说真话，自家人不敢认自
家人呵！”

在莱阳乡师任职期间，吴伯箫还忙里偷闲搞写作。他著名
的散文集《羽书》里，有好多文章就是在莱阳乡师写成的。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拥有六百多套桌
椅的莱阳乡师，因为日寇进犯胶东，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
桌了。当年10月底，学校无以为继，吴伯箫带领乡师学生离开
学校向西南转移，尔后又辗转奔赴延安。在《记乱离》中，吴伯箫
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四百人，为了救亡，将我们的学校，那和平日子弦歌
的乐土，忍着痛白白地抛弃了。总还记得吧，出发的那天早晨，
大家冒了大雨后仲冬的寒冽，鸡叫就起来，不点亮灯，彼此摸索
着收拾行囊，四百人竟也听不到一点什么杂乱的声息。沉闷是
那时的悲歌啊！一声集合的号音，将我们赶到广阔的操场去，记
得微茫的星光下，黑黝黝整齐的队伍里发出了多少悲壮的嘘
唏。记得静默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呼‘中华民族万岁’！”

吴伯箫所描述的这场面，是何等的悲切，又是何等的悲壮！
我猛然想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炉，正是在血与火那样
的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
后的吼声！

吴伯箫还写道——
“后来我们终于出发了，校门前大家郑重地举手敬礼，落在

《枪在我们的肩膀》那歌声后面的，是那么整齐的房舍，精致的校
园，满藏的图书仪器，同千万种回忆与怀念。”

这种家国情怀的演绎，不仅仅表现在“壮士断腕惜别离”的
那一刻。有些来不及一起撤离的学生，如五级学生姜林东、高锐
（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将军）等五名同学，借了几辆自行车，一路
乞讨，风餐露宿，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至少有两位鲁大史上的名师参加了由毛泽东同志
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个是红色诗人何其芳，另一个
就是散文作家吴伯箫。正是他们，在鲁东大学的桃李园中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又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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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造钟业的诞生与发展
□钱冠澎

座钟是一种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拥有艺术价值的钟表。曾几何时，它是唯一的家庭必备报时工
具，也是一个家庭条件的重要体现。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手表、电子

表、石英钟、手机等报时工具相继应运而生，作为报时工具的座钟逐渐被
冷落，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追忆逝去的时光，打开尘封

的史册，烟台造钟赫然在目。今天就让我们
从一百年前说起，从烟台钟表

说起。

在过去，钟表不仅是报时工具，也是家庭
中重要的摆设。它不仅要美观还要有很好的
寓意。烟台钟表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
中西文化融合，也是民俗文化的展现。它的
表现手段丰富，集建筑、绘画、雕塑、剪纸、机
械、音乐、文字等于一体，融合了多种艺术形
式。外观上，借鉴了西方钟表的特征，有的像
房顶，有的像亭榭，有的像教堂，但又不失东
方文化的特征，中国的传统“囍”字、“竹报平
安”、“玉堂富贵”、“梅开五福”、“竹兆三多”、

“一路连升”、“福禄寿喜”等元素也被加入其
中，通过彩绘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丰富的文化
内涵，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

烟台钟表之所之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全
国，并且畅销国外，与它在创办之时就运用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模式有很大的关
系。烟台钟表的初期市场，日本“马球”钟曾
独霸一方。宝时钟厂等厂家一方面改进工
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不惜血本
压低售价，将每只钟表的销售价格由五元降
到一元，以物美价廉的姿态出现，迅速在华
北打开销路，在东北三省更是热销。随后又
挺进华北和东北地区，并开始销往南方大城
市，最终将盘踞本地几十年的日本“马球”牌
钟表挤出中国市场。如果说“物美价廉”是
烟台钟表创业伊始的致胜法宝，那么“质量

保证”则是烟台钟表的另一特色。烟台钟表
始终注重品质，完善服务，推出“永久保修”
的营销理念，解决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受阻，华北
市场萎缩，致使钟表滞销，资金难以周转。“德
顺兴”钟厂及时调整市场重点，分别派人到广
州、汕头、上海、南京、武汉、郑州等地建立分
销处，加大产品推销力度，采取先货后款的赊
销办法推销，使南方市场的销量剧增，两年后
南方市场逐步打通，并在上海等地设立代办
处，产品远销香港和南洋。永康造钟公司的
经营理念更先进一些，投产不久便在上海、南
京、广州等大城市设立经销处，并采用先货后
款的赊销办法，联络许多商家为其代理。

烟台钟表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经营理
念，都走在民族工业产品的前列。

中国制钟第一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

资料可考究的钟厂前后共有六家，分别
是：宝时钟厂、永康钟厂、盛利钟厂、永业钟
厂、慈业钟厂和仁昌钟厂。事实真是如此
吗？有没有第七家、第八家钟厂？从笔者的
收藏品筛选，不难发现还有两家钟厂并未记
载，它们是：烟台寅业造钟厂和烟台同生德
造钟厂。至于这两家钟厂成立于什么年份，
笔者不得而知。寅业造钟工厂注册商标是
字母“Y”和“Y”的合体，即“寅”字和“业”字
的拼音开头字母组合而成，这个商标与永康
的“YK”有些相似。寅业造钟工厂生产的小
挂钟是仿制德国小挂钟，外观小巧而精致，
内部机芯也是仿制德国机芯。在挂钟背面
有这样一个广告：“本厂开设在烟台奇山所
南门外东南街，不惜重资特聘高等技师，搜

罗优秀材料专造各式座钟、挂钟，装璜新奇，
经久耐用，保走八日，时辰准确，故出品到处
无不充分欢迎。然而式样繁多，不及备载。
如有定做特别式样，请将式样指定，准能偿
以愿满。如蒙光顾请认准商标，庶免混
珠”。而同生德钟厂的注册商标是“狮球”。
效仿了“盛”字钟的外观结构，机芯用的却是

“宝”字早期的机芯。可见，同生德钟厂的规
模不会太大，可能是钟壳自己生产，而机芯
用“宝”字机芯，外观又和“盛”字的一模一
样，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同生德钟厂是从
盛利钟厂分离出来的？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烟台造钟厂至少有
八家。是否还有第九家，第十家呢？有待进
一步探究和考证。

烟台钟表除了具有文化特色、经营有道
外，也极具民族情怀。那时座钟后面都有一
张广告书，其中“宝”字牌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本厂经理李东山，抱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之
素志，以时钟一项漏卮极巨，乃潜心研究，历
尽艰苦，始告成功，于民国四年创设制钟工厂
于烟台朝阳街之东巷。专制新式坐钟挂钟，
准走八日，时辰确切，机件装璜无不精美绝
伦。出品自供献社会以来将及廿载，蒙爱国
诸公极力提倡行销普遍全国及南洋等处。为
中国制造时钟之先导者，首开国产时钟之纪
元，迭向京省各市展览会。展览得到若许之
奖章、奖评，其评语有完全国货、北洋造钟创
始第一家等语。敝厂感激之余，奋免有加。
对于制品精益求精以期抵尽舶来。对于定价
取乎低廉以答爱护国货者热诚如蒙……”广
告书上端中心是注册商标“寳”字，“请用国
货”四个字分列两侧。永康钟厂更是态度明
确，直接将“请用国货”四个字印在钟门玻璃
上，永业钟厂则是在钟冠铜饰上标有“国货”
二字。这么多钟厂将自己的政治态度运用到
其产品上，还是前无古人的，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大家知道，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

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赴北京议事，途经烟台
极短暂停留。在烟台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
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倡导发展制造业，杜绝

“利权外溢”，使烟台商界人士深受启迪，李东
山就是其中之一。他经营德顺兴五金商行十
几年，经销商品多为舶来品，尤其时钟皆是德
国和日本所产，对“利权外溢”有切肤之痛。
而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呼吁及“从制造业
下手”观点，帮助他最终做出兴办机械制钟实
业的决策。上世纪20年代初，抵制洋货的爱
国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宝时”造钟厂不失
时机打出“国货”牌，每只钟上注有“请用国
货”字样，以“实业救国”的宗旨精心打造国货
精品，激发爱国人士的购钟热潮，以此推动民
族工业的发展。这种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
征的时钟，在那个时代的同类产品中是罕见
的。193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从抗战前
线察哈尔归来途经烟台时，特意参观德顺兴
造钟厂和永康造钟公司。当他看到一台台精
美的时钟出自同胞之手，爱国激情油然而生，
即兴赋诗：“无论钟，无论表，大家都说外国物
件好。到烟台看钟表，装置既辉煌，机件又灵
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烟台造钟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先进的营销理念

烟台钟表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

民国时期烟台究竟有多少家钟表厂

李东山与唐
志成于 1915 年 7月在烟台朝

阳街南首的一幢平房门前，挂出了“烟台宝
时造钟工厂”的牌匾。李东山投资两万五千银元，购置厂

房和设备，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这就是中国制钟第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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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凝炼城市特色，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城

市名片，提升城市竞争力，“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将
成为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形象宣传用
语。围绕这一主题，本报开设“烟台故事”专栏，欢迎
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相关文化故事，要求稿件
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
可循。投稿邮箱：lifeng@yt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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