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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条约的执行过程中，中国商人会因为美国移民官没有时间对其审查而直接被遣返; 学生会因为英文水平不高、证件不

全、赴美留学意图不明确等原因被遣返; 一名中国武官遭到美国警察的殴打，愤而自杀; 大部分中国人要接受美国移民官员对

其进行的裸体检查。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形式及其成因

王嘉玮

(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与此前发生的其他反对外国侵略与压迫的群众运动相比，显示出极大

的不同。首先，抵制运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在运动发生的几个月间将其影响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其次，抵

制运动的发起和组织者———绅商，反复劝导运动的参加者不要有过激行为，确保运动在相对克制的环境下进

行。再次，抵制运动中妇女的参与是一大亮点。最后，运动的参与者运用新式的媒体来扩大运动的影响。造

成上述不同的原因有商会和各类社会团体的成立、舆论引导和义和团运动的惨痛教训、新式学生的出现和女

权的兴起、新式媒体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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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制美货运动的由来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抵制美货运动是最早也是规

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民众运动
［1］2。抵制美货运动爆发

的原因是美国对旅美华工的迫害。起初美国因急需劳

工参与西部的建设，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

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民众可

以自由进入美国。19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经济发生

衰退，华工在美国开始受到排挤和打压。先是 1876 年

修改了《蒲安臣条约》，禁止中国的契约劳工进入美

国，再于 1882 年通过了《排华法案》。1894 年，中美签

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 又称《华工禁

约》、《工约》)，该条约对华人的限制由华工开始涉及

旅美商人、学生甚至官员①，有效期 10 年。1903 年华

工禁约行将到期，清廷深感《工约》百害而无一益，欲

修约。但在 1904 年修约谈判中，美国只同意在原有条

约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和中方的期望相去甚远。
由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修约谈判中态度强硬，

不肯向美国屈服，1905 年美国派遣新任驻华公使柔克

义到北京就工约问题与清廷直接谈判，企图直接向清

政府施压。旅美华人恐清廷向美国人就范，一面急电

外务部请求拒绝签约，一面致电上海的社会团体，希望

借助民众的力量，以抵制美货相威胁迫使美方改变政

策
［2］59。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商董举

行大会，会上通过了阻止政府与美国公使签约和限定

美国在两个月内改良排华法案，否则将进行抵制报复

的决议。柔克义一到中国，就急忙令美驻沪领事召集

上海商务总会的曾铸、严信厚等八人于 5 月 21 日举行

会议，会上柔克义否认美国欲与中国签署新的禁工条

约，并说续约之事将在 6 个月后于下议院讨论。与此

同时，他以“鄙国与贵国睦谊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恰，

一旦不用美货，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3］493
相威胁。商

务总会并不想因为刻板的美国国会召开时间而让同胞

继续生活在苛政之下，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与准备，于 7
月 20 日宣布正式开始抵制美货。

二、抵制美货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式

( 一) 上海商务总会号召，全国商会云集响应

在 5 月 10 日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的大会上，与会者

制定抵制美货的办法为:“1． 美来各货 ( 包括机器在

内)一概不用;2． 各埠一律不为美船装载;3． 华人子弟

不入美人所设学堂读书;4． 美人所开之行，华人不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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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买办及翻译等事;5． 美人住宅所雇一切佣工劝令

停歇”［4］43。之后致电汉口、镇江、重庆、烟台、南京、九
江、芜湖、安庆、广州、福州、香港、苏州等 21 个商埠的

商会。电云:“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不肯签

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

押，以申国权而保商利。并告美使，以舆情不服，众商

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必能就我范

围，务乞坚持，大局幸甚”［3］11。各地商会积极响应。
天津商会于 6 月 18 日举行会议，号召“吾绅商尤

当始终无懈，分途布告，切实举行不购美货”，得到“朋

座同声公认”。会议讨论并议定法规，规定“如有违者

认罚银五万元”［5］94。
汉口商会接到上海来的通电之后，立即动员全市

工商业者筹划抵制美货，并劝告武汉各界积极响应。7
月，汉口商会数次召开大会，与会者情绪高昂，争先恐

后登台讲演，一致同意“凡向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其

本不销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5］94。此外，在湖南、
河南、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地，商会或组织号召，或

举行演讲会，印制散发宣传抵制美货的传单，扩大了抵

制美货运动在当地的影响。
上海商务总会在发动抵制宣传的同时，也不断要

求运动参与者要文明抵制，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坚持抵

制运动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为了“内以纾政府牵动

交涉之忧，外以杜美人借端恫吓之口”［3］447，在抵制运

动的正式实施阶段，上海商务总会把上文中的五条办

法仅保留“相戒不用美货”一条。用曾铸的话说，“已

文明至极点”。
上海商务总会文明抵制的呼吁得到了其他商会的

拥护，苏州绅商规定:“必须严防无知愚民借此与西人

为难仇教，如经查出，定当送究。”厦门拒约公所也宣

布:“如有奸佞妄造谣言，借端生事，于美人为难或毁

损其物业，是破坏筹拒之盛举，而与我辈为反对也。”［6］

“文明抵制”的方式不仅没有引起列强的出兵干

涉，还使一些西方媒体对抵制运动持肯定的态度。英

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正在

兴起:“中国绝对有权那样做，她以合乎潮流的精神和

体面的做法，指挥了这次以牙还牙的运动。”［2］62

( 二) 新式社会团体的参与

虽然上海商务总会发起了抵制运动，但更多抵制

运动的细节，诸如宣传抵制运动、帮助群众识别美货等

方面，新的社会团体做了大量工作，推动运动的发展。
据不完 全 统 计，先 后 参 加 抵 制 运 动 的 团 体 有 40 多

个
［7］26。上海有人镜学社、公忠演说会、四明同乡会、文

明拒约社、和平社、义愤社、群学会、沪学会等团体参与

到抵制运动中去。沪学会的领袖龚子英捐款印刷了一

万份传单，上海书业公所印刷他们自己编的反对排华

的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在上海郊区松江的一份传单

上写道，“倘众位弟兄们买货的时候，先把那洋货的记

号看清楚，于那牌子上头有这种记号:United States，U-
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U． S． A． ，那就是美国的货色，众位弟兄们千万不要买

它”，来帮助民众识别美货
［1］121。

在上海，对抵制美货运动最积极的团体是公忠演

说会，其成员以城市中的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发表

演讲宣传抵制运动，提出了比商会的商董们更激进的

抵制策略和更宽泛的抵制范围①。在 5 月 13 号的一

次会议上，公忠演说会的成员认为抵制美国商品是不

够的，还应该抵制美国人开办的学校。此外，另一个抵

制团体人镜学社也在 5 月 16 号的会议上提出了其拟

定的惩罚奸商暗中销售美货的办法，并派出专人去调

查美货。他们力图运动清廷拒绝签约，希望美国的教

会和报纸能来主持公道
［4］45。随着抵制风潮的扩展，江

苏、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纷纷出现各类拒约团体。
( 三) 新式学生和女性的参与

新式学生是指接受西式教育的学生，主要来自于

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西式学校和各地开办的新式学

堂。新式学生虽不是抵制运动的发起者，但他们自运

动伊始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1905 年 5 月 22 日，

上海由美国人开办的清心书院和中西书院的学生从学

校退学，圣约翰书院的学生也迫使学校通电废约。6
月 17 日，福建武备、水师、高等、蚕务、格致等 17 所学

堂的学生成立福建保工会作为抵制机关。各校停办美

货，并商议如果中美签约，凡是在美国人开办学校的学

生一律退学。京师大学堂学生印制《北京学界同志敬

告全国学生文》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上述地区外，

在天津、南京、杭州、潮州等地均发生宣传抵制美货的

集会。
在组织活动的同时，学生们还以身作则，践行抵制

美货。北京一学生误买美烟，知情后愤然将其投入厕

中，友人称赞他“真不愧学生资格”［8］223。上海 27 所学

校的 100 多名学生在 5 月 27 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不

购买美国文具。广东的学生劝说当地学堂取消购买美

国实验器械的计划。学生因富有理想，没有太多对自

身利益的考量，在抵制运动中始终是态度最为坚定的

一个群体。《拒约报》评论说:“上海之拒约会，其主动

·94·

①商人们在抵制运动的实施阶段更倾向于不订美货，这样就能把库存的美货销售掉，减轻因抵制带来的损失。而公忠演
说会认为在商人不订购美国商品的基础上，消费者也不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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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学界。”［8］224

此次抵制美货运动的亮点之一即是女性的积极参

与。晚清时期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女性对自身在社

会事务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女性团体还是

个人，都迅速的投身于抵制运动之中。1905 年 7 月 9
号，施兰英女士在上海广西路上发动集会，包括务本女

校学生在内的百余人参加了集会。她们在会上发表演

说介绍了美国虐待华工的历史，会后施兰英女士把会

上通过的五条抵制美货的办法发往全国各埠，号召女

性参与抵制运动，并希望男界给予支持。在 7 月 19 号

商学会在上海组织的大会上，有一百多名女性参加。
广东的张君竹女士发表演说，她认为:“此事非独男子

之责，亦我女子之责。我广东通商最早，女子用美货最

多，故不用美货，我广东女子关系尤大。若男子不用美

货，而女子必欲买之，是无人心者也。”［4］129

除了上海，在苏州、无锡、江阴、南浔、广州等地，都

组织了女性参加的集会。她们或是发表演讲，或是印

制传单，或是发表文章，积极宣传抵制运动。有些参会

者注意到了女性作为消费主体这一角色，认为女性该

为抵制运动做出更多贡献，承担更大责任。有人提出:

“用美货者女界较男界为多，故不用美货我女界尤当

竭力。”［9］

也有女性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争取女权的一次机

会，正如一名女性作者在 1905 年通过媒体发出了自己

的呼声:“我女子乃位于国民半部分中，而以女权之弱

着于世。民权张矣，女权顾不得复? 乘彼潮流，联合大

群，一鼓而获之，是在对付禁约之好机会。……不禁狂

喜而顶 祝 曰: 此 女 权 发 达 之 第 一 声。”［10］
不 可 否 认，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确是中国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

转折点。
( 四) 电报、报纸等新传媒工具的应用

电报、报纸，作 为 晚 清 社 会 的 新 事 物，自 然 也 对

1905 年的抵制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它们在运动中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及时传递消息和扩大消息

的影响。1905 年抵制运动中电报充当了有效地传递

信息和进行动员的方式:5 月 14 日，旅美华人就向外

务部拍发了四封电报，呼吁拒签美约;上海商务总会与

各地商会之间通过电报互相联络;各种团体之间也是

用电报发表主张作为响应运动的一种反馈。在抵制运

动中，电报除了被用来在组织、团体之间熟练地表达意

见，还成为协调运动的重要手段。
在抵制运动期间，各大主流的报纸都对运动进行

了跟进报道。上海的《申报》《时报》《中外日报》等都

发表了大量和抵制运动相关的文章和评论。上海人镜

学社创办《保工》，“旬日之间，销数颇称发达，外埠来

定者纷纷。”［9］27
其中《时报》成了抵制运动的信息中

心，它不仅发表自己的观点，还转发了各地其他报纸的

消息，施工中能够及时了解运动的进展。
除上海外，全国各地报界也都对抵制运动进行了

报道。或是创办新报，或是由原有报纸撰文报道。广

东为宣传抵制运动，创办了《拒约报》《时事画报》《觉

报》，均以宣传时事倡导拒约为宗旨。此外，天津《大

公报》也积极报道运动进展，并为此特开“抵制美约要

闻”专栏。福建的《日日新闻》、杭州的《杭州白话报》
也对抵制运动做了大量报道。报纸的报道，极大地提

高了抵制美货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媒体的影响作用无形中也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

明。曾铸在回给外务部的电文中写道:“务求促令赶

紧改良并明言此约本必须寄与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

押。”［3］301905 年 6 月 4 日的《申报》发表了梁诚于 1904
年 8 月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修约草案。这是近代中国第

一次在公共媒体上发布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它显示出

抵制运动对清廷的影响。在抵制运动进入尾声时一位

苏州商会的商人写道:“夫中国为二千余年老大之专

制，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独行，国民纤芥不得

预闻。内政之腐败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现今略施

教育，顿使雄狮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

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2］64
这在没有现代

媒体的作用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抵制美货运动出现新形式的成因

( 一) 商 人 组 织 和 社 会 团 体 的 成 立 使 动 员 更 加

高效

商会的成立是清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清廷实行

“新政”双重作用下的结果。虽然此前各地的商人中

间已存在诸如会馆、行会一类的商人团体，但这样的团

体或以同乡为基础，不同地区的商人可能存在畛域之

见;或以行业为划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人互守藩篱。
但商会的出现，避免了上述不足，商人在商会的组织下

进行了整合，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具活力，同时也是

最有力量的一个群体。
上海商务总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其前

身是 1902 年建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3 年商部成

立后决定仿照西方，在中国建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

商部的倡导下，各地商会纷纷建立，1904 年上海商业

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商务总会章程规定:

会员资格并不直接授予个人，而是由各个商帮、商行每

缴纳 300 两白银可以向它推选一名成员。由于是各个

商行(帮)推举成员，商务总会所做出的决定无疑会得

到下层商行(帮)的认可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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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北京、天津、苏州、湖南、广

东都成立了商会组织，一时间在大的商埠设立商务总

会，府州县设立商务分会，商业发达的集镇设立商务分

所成为 风 气。据 统 计 1905 年 时 加 入 商 会 的 成 员 达

14703 人
［1］111。

社会团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由维新

派建立的各个团体。“新政”时期各种新式社会团体

大量涌现，并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迅速发展，仅在上

海一地就有 42 个新式的团体
［1］78，这些团体在后来的

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 1903 年的拒俄

运动时，从事反对俄国活动最积极的团体是由蔡元培

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蔡仿照日本

留学生，在上海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并组织学生参加军

训。尽管这些团体在拒俄运动中的影响不如抵制美货

运动，但依旧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到 1905 年

抵制运动爆发时，各个抵制团体迅速组织成员发动声

势浩大的集会就是例证。
( 二) 义和团运动的教训和社会舆论促使运动和

平开展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在打击列强瓜分中国企图

的同时，在战火中也使国家遭受深重灾难。团民不仅

残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还极端仇视所有和西洋

有关的事物。在北京烧毁大栅栏商业街，在河北、天

津、山西等地还捣毁铁路，破坏电报设施，把洋务运动

三十多年的成果基本扫除殆尽。最终招致八国联军的

武装干涉，清廷赔款 4． 5 亿两白银、中国彻底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抵制运动的

发动者在运动的整个阶段都时刻注意不使抵制发展成

为另一场“拳乱”，以免给列强留下干涉的口实，并意

识到运动可能挣脱他们控制范围的情况下和政府合力

结束了这场抵制运动。
同时，舆论导向也影响运动向克制的轨道进行。

抵制运动开始之后，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处于弱势，如果

因暴力抵制引起国际干涉，必将给国家带来更深重的

灾难。所以各个报纸都发表文章，倡言“文明抵制”。
《时报》发文称:“我国势弱，若国民自不用美货，则出

于人人自由，政府亦不能干涉，断无因此发生国际交涉

及兵衅之理，但由文明之道行之，勿别生枝节，必不愁

其藉口。”福建《日日新闻》也说:“不办美货……今日

筹拒美约莫善于此策者，何也? 中国今日之国势，既不

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抗，所持者民间之团结力，则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彼号称文明之美国人应亦哑

口无言也。”［7］30 － 31

还应注意到，由于抵制运动的领导者是商人，他们

更需要把运动控制在相对温和的范围内，使其在稳定

的环境中获得更大利益。一个例子就是天津商会:在

“拳乱”期间天津沦为焦土，教训不可不谓之痛剧创

深。天津商会在权衡利弊之后，为避免刚刚恢复的商

业秩序再次受到破坏，商会在抵制运动还处在宣传和

准备阶段时就终止了抵制。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写

道:“我津商人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实不能再受此扰

累，为此公议传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

交 易，万 勿 为 浮 言 所 动，以 期 保 全 市 面，大 局

幸甚。”［4］68

( 三) 新式学生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扩大了抵制运

动的参与群体

清末，各地创办新式学堂在清廷的鼓励下悄然成

风，新式学生也成为一股新生力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从思想上看，19 世纪后半期，“天赋人权”“社会契

约”“进化论”等学说纷纷传入中国。新式学生接受了

这些思想并以之作为改造国家的思想武器。作为对西

方文明有切身体会的一群人，往往会反思现状，比其他

人更渴望对中国进行社会变革。他们有共同的行为准

则，为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学生热衷于在社会

运动中把自己接受的各种学说传播出去，以民 众 的

“向导”和社会的“准的”自视。
从地域上看，新式学生大多分布在北京、天津、上

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这不仅使他们易于集

中，也使他们处在抵制运动的第一线，能够及时地对各

种信息做出响应。这些都促成了学界在抵制运动中积

极参与，并事实的成为抵制活动主力军。
近代中国女权的兴起源于维新派的宣传。康有为

在《大同书》中写道:“男女同属人类，同属天性。压制

女子，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

事不宜。”［11］22
他提出应设立女学、婚姻自由、废除缠足

等主张，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梁启超认为

妇女的地位低下是经济不独立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

况就要兴办女学。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

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11］24。他反对女子缠足，批

判封建伦理对女性的精神和身体的迫害。维新派以兴

女学、废缠足为突破口进行了解放女性的初步尝试，对

女性的觉醒起到了启蒙作用。
差不多同时，革命派也在积极的宣传女权。邹容

在《革命军》中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的呼

声
［12］675;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兴女学，废缠足的

主张;兴中会会员金天翮写成《女界钟》一书，提出妇

女要争取六种权利，即:入学、交友、经营、掌握财产、婚
姻自由、出入自由。他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力主妇女参政，认为女权的发达关系到国家民权的昌

盛。《女界钟》代表了当时革命派对女权兴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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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的民主革命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时期，各个女性团体、报刊也相继出现。1897

年维新 派 在 上 海 成 立 中 国 女 学 会，并 创 办 了《女 学

报》，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报纸;1902 年，

蔡元培在上海成立爱国女学;1903 年留日女生成立共

爱会，宣称“教育我女子，排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

训”［11］37。随着妇女问题讨论的深入，更多的女性报刊

被创办，人们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女性要接受教育，承

担国民的义务。何香凝在《敬告我的同胞姊妹们》中

写道:“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 覆

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11］45
以上种种表明，妇

女运动已经发展到新阶段，为即将到来的抵制运动做

了思想上的准备。
( 四) 新式媒体的快速发展使更多的人融入社会

如上文提及，新式媒体的影响使 1905 年的抵制运

动从上海扩散至全国，究其原因，则是媒体在这一时期

的快速发展。1880 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并

于大沽口、济宁、镇江、苏 州 和 上 海 等 七 处 设 电 报 分

局
［13］。之后清廷在 1883 至 1884 年批准修建了津京

线、长江线、苏州至广州线等重要干线，电报线也通至

京津地区，逐渐形成全国电报通信网络。据统计，从

1881 年至 1908 年收归国有时为止，商办电报线路共计

建成两万多公里，串联起沿海各大城市，构成了大体完

整的干线通信网络，为各商埠联合发起抵制创 造 了

条件。
此外，报刊的发行种类在抵制运动爆发的前十年

里快速增长，据统计 1895 到 1905 年上海有 180 家新

报出版发行，与之作对比，1857 年到 1894 年这个数量

是 44 家。在刊载的内容上，愈发依靠发表贴近生活的

时评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以《申报》为例，1872 年创刊

时，就聘用华人为编辑，刊登华人喜欢看的内容，仅用

一年就击败竞争对手成为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之后

因为观点趋于保守，发行量下降。在抵制运动发生时，

一改过去的保守态度，增加版面登载了更多商业新闻

和时政消息，并专设一个刊登电报急件的栏目确保发

布消息的即时性。对事件的积极报道和信息发布的快

捷，使《申报》成为报道抵制运动的领头报纸，每期的

销量愈万份。同期报道抵制运动的《新闻报》的每期

销量也有一万多份。
这一时期，阅报社也广泛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阅报社最早出现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南方各省，到

1905 年北京成为全国阅报社数量最多的城市，几十个

阅报社散布城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时政的地方。
同 19 世纪末相比，这时的阅报社主办群体由绅商扩大

到小官吏、医生、教师甚至和尚、喇嘛等各个阶层，受众

也大为增加。阅报社的出现还产生了群众讲报、听报

的风潮，“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14］。北京之后，天津、
直隶等地也相继出现阅报社，促进了抵制美货舆论的

传播。可以想象的是，媒体把散布在社会中的各个团

体、阶层联系起来，就像血脉串联起周身的细胞，为抵

制运动注入强大的力量。

结 语

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1905 年的抵制美货

运动由于有诸多新因素的合力作用，从而产生出不同

于以往群众运动的新形式。
商会组织的建立和新媒体的使用，使得抵制运动

能够突破一地的范围迅速扩展至全国。新学的兴起和

学堂的建立，培养出一批对西方有相对了解的新式学

生，他们热衷于投身社会运动，乐于把自身接受的新思

想传播给大众，使他们成了抵制运动中后期的主力军。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惨痛教训，绅商的稳健态度和社会

舆论的引导让“文明抵制”成为参与群体共同的行为

准则，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深入进行。在资产阶级革

命派、改良派的共同宣传作用下，人们开始注意妇女解

放问题，促成了女权的兴起，为抵制运动提供了新的生

力军。所有上述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抵制运动与先

前民众运动的不同。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因它的新形态被认为是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标志。它最终虽没有彻底改

变美国的排华政策，但以此为起点，民众开始愈加广泛

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从此以后，“收回利权运动”
到“国会请愿运动”，其中都不乏抵制运动积极分子的

身影。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民众运动中，清王朝也走向

了它的终点。而抵制运动恰向我们昭示了旧时代的结

束和新时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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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ms and Causes of th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in 1905

WANG Jia-wei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116029，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movement in 1905 was the first and lar-
gest urban mass movement． The movement showed a great difference from earlier mass movements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and oppression． First of all，the boycott broke the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with the movement’s influ-
ences spreading from Shanghai to the whole country in a few months． Secondly，the boycott was initiated and organ-
ized by then genteel merchants，who repeatedly persuaded participants not to resort to radical behaviors so that the
movement proceeded in a peaceful and non-violent manner． Thirdly，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is movement was a
salient feature． Finally，the participants used new type of media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ovement． The new
forms and features of the movement are mainly attributable to several factors，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various social groups，the careful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ainful lessons of
the Boxer Movement，the rise of new students and the dawn of feminism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Key words: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modern Chamber of Commerce;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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