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浙江分县城镇人口研究

□ 赵安冬 曹树基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8 年第 9 期
No.9，2018

2018 年 9 月
Sep.， 2018

内容提要 城镇人口是反映地区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中，由于资料的限制，城镇人口的估算一直是一个难题。前人设计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估算，长
短互见。关于清末民初的浙江城镇人口，一些学者以为不可能厘清，本文则以 1910年前后的商
号调查数据为折算基础，征引地方志中的资料进行检验修正，进而估算出清末民初浙江各县的
城镇人口，并对分县人口与城镇人口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杭县、鄞县、永嘉、萧山、东
阳、镇海、海宁、义乌列全省前八，城镇人口均超过 5 万，其中杭县 42 万，为全省之最；景宁、庆
元、孝丰、于潜、昌化、桐庐、寿昌、遂安、仙居、云和、泰顺列全省后十位，城镇人口均不超过 0.5
万。 回归分析显示，杭州、嘉兴、湖州等七府分县城镇人口与分县人口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绍
兴、宁波等四府则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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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人口为视角的城镇化水平研究往往都经
历了一定的资料转换和估算， ①而在浙江的研究
中，忽略了人口的职业属性，未能得出真正意义
上的城镇人口。 ②一般而言，城镇化指以农业为主
的乡村社会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城镇社会转变
的历史过程。 ③因此，城镇人口的界定首先要以职
业为标准。 本文所涉相关概念包括县城人口、城
镇人口和非农人口。 县城人口指县城居民；城镇
人口既有县城人口， 也包括县城之外的市镇人
口； 非农人口特指 1949 年以后的从事非农产业
的人口。 本文讨论的城镇人口主要为居住于县城
与市镇中的非农人口。

最近，本文第二作者利用 1919 年出版的《山
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中有关人口、市镇、商号的记
载，在各县人口与商号之间的建立联系，求证山东

城镇人口；再征引地方志中资料，对其结果进行检
验与修正， 为民国县域城镇人口的研究开辟了新
的路径。 ④在山东，清末民初的一个商号平均对应
城镇人口 90人。这意味着，清末民初，每一个商号
都有大体相当的资本，也有大体相当的服务人口。
如果全国情况大体如此，采用这一经验数据，就可
以将清末民初的各省各县商号，转化为城镇人口，
进而探讨 1910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

清末民初浙江各县的商号数据，可以根据《中
华民国农商统计表》（下文简称《农商表》）的记载。
民国初年， 各县知事遵照相关调查章程填报各县
商号，各省汇总上报后由农商部编纂而成。民国三
年至民国十三年共调查统计十次， 由上海中华书
局刊行。 为了与其他省份数据配合， 本文设定
1910 年为标准时点， 故主要采用与 1910 年年份
相近的第一至第三次数据， 有时也采用第四次或
第五次数据。 因此，本文虽然以 1910 年作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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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实际也包括 1911-1916 年数据。 同样，本文
也以地方志及其他资料对结果加以校验修正。

二、1910年分县城镇人口

1910 年浙江领 11 府 76 县 ，1 州 ，2 厅 。 因
1912 年部分政区调整，本文中钱塘县、仁和县计
为杭县；乌程县、归安县计为吴兴县；山阴县、会稽
县计为绍兴县；南田厅计入象山县。

1. 杭州府
钱塘县与仁和县。 1912 年钱塘、仁和合并为

杭县，1927 年又析出杭县城区等六区置杭州市，
郊区仍为杭县。 ⑤因此，1910年两县城镇人口应包
括新置杭州市及旧杭县部分。

《杭州市志》称，清代杭民半多商贾。 1910 年
钱、仁两县人口 68 万，依此描述，是年商人及其家
属人口至少或超过 34 万。 《杭州市志》又称，沪杭
铁路通车后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品市场，1931
年商店总数达 10363 家⑥， 已接近抗战前巅峰水
平。 1928 年《杭州经济统计》记载市区人口 45.1
万， 省府调查为 42.7 万，1935 年省情统计为 49
万，《杭州概况调查》为 56.8 万。 1949 年市区人口
62.5万，非农人口 68.7万。 ⑦

1958 年杭县撤入杭州市⑧，1949 年杭州市各
项统计并不包括杭县。据《民国杭县志稿》，杭县城
区划置杭州市后，县内商业以临平、瓶窑等市镇为
主。 ⑨《农商表五》记两处商号分别为 112 家、165
家，以每家商号对应 90 人计，合计对应城镇人口
2.5万。因此，可设 1910年杭州及郊区杭县城镇人
口约 42万。

余杭县。 《农商表二》记载余杭商号 129家，对
应城镇人口 1.2万。 《余杭县志》称，1949年非农人
口 1.8万。 ⑩数据相符。

临安县。 《农商表一》记载临安商号 42 家，对
应城镇人口 0.4万。 《临安县志》称，咸丰战乱后商
业才开始复苏，1929 年临安县城商号 100 余家，
于潜县城商号 50 余家，昌化县城 40 余家。 又说，
1945年县城锦城镇 14保，占全县保的 14%。 1945
年全县人口约 10 万輥輯訛， 县城人口 1.4 万。 设 1910
年城镇人口 0.8万。

于潜县与昌化县。 《农商表二》记载于潜县商
号 52家，对应人口 0.5万。 《临安县志》称，1938年
于潜县城 12 保，占全县保的 8.2%，是年全县人口

约 7万輥輰訛，县城人口 0.6万。数据相合。昌化县与于
潜县人口规模、商业水平相仿。 设其 1910 年城镇
人口 0.5万。

海宁州。 《农商表二》记载硖石镇商号 310家，
《农商表三》记袁花镇商号 70 家，长安镇商号 50
家，合计对应人口 3.9 万。 《海宁市志》称，1909 年
沪杭铁路通车，硖石商贸日益繁盛。 1949 年将县
城从盐官迁入硖石， 全县城镇人口 4.8 万。 仍据
《海宁市志》，盐官镇鼎盛时期人口多达 3万余。城
内城外街巷紧密相连，房屋鳞次栉比，春熙门外至
小普陀沿海塘一片，曾是过塘行、盐行、炭行集中
之地， 被日军焚毁， 城内房屋亦焚毁过半。 1949
年，全镇房屋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米。 輥輱訛如此，1949
年盐官镇人口只有 1.1 万，这可能就是 1910 年盐
官镇人口。 因此，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5万。

富阳县。 《农商表二》 记载富阳商号 106 家，
《农商表五》 记场口镇商号 32 家， 合计对应人口
1.3万。 1949年富阳、新登两县非农人口 2.1 万輥輲訛，
依照 1948 年两县人口比例， 富阳非农人口 1.5
万，新登 0.6万，数据吻合。

新城县。 1910年新登县称新城。 《农商表二》
记载新登商号 72 家，对应人口 0.6 万，与 1949 年
非农人口数相合。

2. 嘉兴府
嘉兴县。 嘉兴府辖嘉兴、秀水等七县，1912年

秀水并入嘉兴。 据《嘉兴市志》，1928 年嘉兴县户
10万，人口 44.9万。是年嘉兴城区居民 1万户，推
算人口 4.5 万（包括秀水城区）。 《嘉兴市志》称，
1949 年嘉兴府属七县人口共计 173.4 万， 其中非
农人口 25.4万， 依照 1928年嘉属各县人口比例，
嘉兴县占 23.8%輥輳訛，推算 1949 年嘉兴县非农人口 6
万（含秀水）。 《农商表二》记载嘉禾镇商号 219家，
新篁镇商号 225 家，王店镇商号 165 家，合计商号
609家，对应人口 5.5万，略低于 1949年非农人口。

秀水县。 由嘉兴县析出，1949 年原秀水县内
非农人口 2.3万。 《农商表二》记 1910年属秀水的
新塍镇商号 77 家， 秀水城区、 王江泾商号未计。
《中国经济志·嘉兴县》 称，1931 年秀水城区商号
200余家，王江泾商号 160余家。 輥輴訛设 1910年两处
商号与新塍镇同，全县合计商号 231 家，则合计对
应人口 2.1万，较 1949年非农人口略少。

综上，1910 年嘉兴县（含秀水）城镇人口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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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万，经过日军侵略的破坏之后，嘉兴的城市化
水平降低。

嘉善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343家，对应人
口 3.1 万。 《嘉善县志》称，1935 年全县辖 427 保，
其中县城内 39保，占全县保的 9.1%。1935年全县
人口 19.5万，依此，县城人口 1.8万。 1946年县城
人口 1.8 万，1949 年全县非农人口 2.8 万。 輥輵訛兹依
《农商表二》。

平湖县。 《农商表一》记载平湖商号 235家，乍
浦镇商号 112家，合计对应人口 3.1万。 1935年全
县辖 576 保 ， 其中县城内 10 保 ， 占全县保的
1.7%。是年全县人口约 28万，依此比例，县城人口
只有 0.5 万， 与 1936 年 0.4 万县城人口的记载相
合。 关于城镇人口，《平湖县志》记载 1907 年城厢
人口 2.6万，1949 年城镇人口 3.7 万。 輥輶訛如将 1907
年“城厢”作“城镇”解释，数据亦相合。 因此，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2.6万。

海盐县。 《农商表二》记载海盐商号 311家，沈
荡镇商号 190 家，合计 501 家，对应人口 4.5 万。
《海盐县志》称，1913 年县商会统计全县私营商号
402 家，对应人口 3.6 万。 《海盐县志》又称，1938
年全县辖 496 保， 其中城区 78 保， 占全县保的
15.7%。 是年全县人口大约 20 万， 推算县城人口
3.1万。 假定 1910年城区占全县人口亦为 15.7%，
又知 1910 年全县人口 22.2 万，以此比例，1910 年
县城人口 3.5 万。 1949 年全县城镇人口亦暨非农
人口只有 1.8万，是战争破坏的结果。 輥輷訛兹从《农商
表二》。

桐乡县。 入清之后，商业发达，一些名镇超过
了县城。 《桐乡县志》称，至 1936 年，崇德、桐乡两
地商号达到了 3697 家，其中桐乡 2230 家，此时为
商业巅峰时期。 抗战中遭遇洗劫，一蹶不振。 1946
年复业登记，桐乡商店仅剩 1275 家輦輮訛，大部分为小
本夫妻店，水平可能与民国初相当。 《农商表二》记
载桐乡商号 158 家，乌青镇商号 187 家，合计对应
人口 3.1万。 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3.5万。

石门县。 1910年崇德县称石门。 《农商表二》
记载崇德商号 158家，对应人口 1.4万。

3. 湖州府
吴兴县。 1910 年吴兴分为乌程县和归安县，

两县同城而治。 《农商表二》记载吴兴商号 364家，
菱湖镇商号 292家，合计对应人口 6万。此外，《南

浔镇志》称，1916 年南浔商会成立，入会大中型商
店 160 余家，对应人口 1.4 万。 又说，1949 年非农
人口 1 万， 数据相合。 輦輯訛三处合计人口 7.4 万，与
《湖州市志》 中记载的 “1949 年吴兴城镇人口 8
万” 輦輰訛相近。

长兴县。 《农商表二》有两处长兴商会，对照
《农商表一》， 一处为 1909 年成立的长兴商会，会
员 200 家；另一处实为长兴泗安镇商会，会员 142
家輦輱訛，合计对应城镇人口 3.1 万。 《长兴县志》称，
1932年县城内 1306 邻，占全县邻的 11.8%。 1932
年全县人口约 22 万，依此比例，县城人口 2.6 万。
如加上县城以外的镇人口，数据与 1910 年合。 不
过，1949 年只有城镇人口 1.5 万， 非农人口 1.2
万。輦輲訛似乎非农人口是居住在乡间的商人或其他职
业人。经历了 1937年 11月日军对长兴的焚烧，长
兴县城夷为平地，1949年县城人口只有 0.3万。

德清县。全县两大镇：县城与新市镇。《农商表
二》记载德清商号 64 家，新市镇商号 256 家，合计
对应城镇人口 2.9 万。 1912 年德清县分 2 区 11
乡。 两区即县城与新市镇，占全县人口 15.4%，清
末民初全县人口 17 万左右， 推测当时镇区人口
2.6 万，同样经历了 1937 年冬日军的侵占和焚烧，
1950年非农人口 1.4万。 輦輳訛兹采《农商表二》。

武康县。 《农商表二》记载武康商号 105家，武
康上柏镇商号 92 家，合计城镇人口 1.8 万。 1949
年武康人口 5.5 万， 德清 13.9 万，1950 年农业人
口占到两县总人口的 90.4%，推得 1950 年武康县
非农人口 0.5 万，德清县 1.4 万。 1937 年冬，日军
入侵，武康几乎化为灰烬，县志形容镇区“人丁不
足千”。 輦輴訛兹采《农商表二》。

安吉县。 《农商表二》 记载安吉商号 163 家，
《农商表六》又记安吉县递铺镇商号 70 家，合计对
应人口 2.1 万， 不包括之后并入的孝丰县城镇人
口。 孝丰县南北交通均为山道，1917 年才成立县
商会，可见 1910年商业尚不发达。 《安吉县志》称，
1931 年安吉设 76 乡 5 镇，孝丰设 69 乡 3 镇。 这
里的镇，不是地理意义的“镇”，而是行政区划的
“镇”。 据此，安吉镇占全县乡镇的 6.2%；孝丰镇占
全县乡镇的 4.3%。 两县合计 153 个乡镇，安吉县
占 53%，孝丰占 47%。 1911年安吉、孝丰两县人口
16.2 万，依此比例，安吉县人口 8.5 万，孝丰县人
口 7.5 万。 据此推得安吉县城人口 0.5 万，孝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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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人口 0.3 万。 安吉县（不包括孝丰）境内除县城
安城镇之外，还有递铺、梅溪、晓墅三镇，递铺镇处
南北交通要道， 商业兴盛较早， 抗战时登记商号
149家，梅溪镇航运发达，为全县物资进出门户。 輦輵訛

也就是说，在 1910 年，安吉县城人口 0.5 万之外，
余三镇有人口 1.6万。 数据吻合。

孝丰县。 由安吉县情况分析，1910 年城镇人
口 0.3万。

4. 严州府
建德县。 《农商表二》记载建德县商号 143家，

对应人口 1.3万。 《建德县志》记载 1918年建德县
全县人口 9.4 万，县城人口 1 万；1940 年建德县城
城区 14保，占全县保的 9.2%。是年全县人口约 13
万輦輶訛，以此比例，县城人口 1.2 万。 三组数据接近。
兹采《农商表二》。

寿昌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52 家，对应人
口 0.5万。 《建德县志》称，1949年寿昌全县非农人
口 0.3万。輦輷訛数据相符。 《建德县志》还记载 1928年
寿昌县人口6.7万，城区人口 1万。城区人口夸大。

淳安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03家，对应人
口 0.9万。 《淳安县志》称，1941 年古县城人口 0.8
万，1956年 0.7万。 輧輮訛数据相符。

遂安县。 商业不发达，1931年才成立县商会。
《淳安县志》 称，1941 年县城人口 0.5 万，1956 年
0.5万。 輧輯訛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0.5万。

桐庐县。 1910年桐庐、分水两县分立，故县境
内有两个县城镇。 1918 年桐庐县城人口 0.5 万，
1934年桐庐县城辖 8保，占全县保的 3%。1935年
全县人口 12.1 万， 以此比例， 县城人口 0.4 万，
1949年县城人口 0.4万。 輧輰訛数据相合。

分水县。 《农商表一》记载分水商号 71家，对应
人口 0.6万。 1949年县城人口 0.8万輧輱訛，数据相合。

5. 衢州府
西安县。 1910年衢县称西安，1912年改。 《农

商表二》记载商号 352家，对应人口 3.2万。1949年
全县人口 32万，非农人口 4万。 輧輲訛数据相合。 1910
年县城之外无其他镇，城镇人口即县城人口。

龙游县。明至清中叶为浙西重要商埠，清后期
商业中心向沿海转移逐渐衰落。 《农商表二》记载
商号 70家，对应人口 0.6万。 《龙游县志》称，1949
年非农人口 1.3万。 輧輳訛《农商表二》数据准确。

常山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7 家，对应人

口 0.2万。 《常山县志》称，1886年县城商店 53家，
清末民初全县商店 100 余家， 对应人口 0.9 万。
1949年县城人口 1.2万輧輴訛，两项数据相符。 设 1910
年城镇人口 0.9万。

江山县。 《农商表三》记载江山商号 180家，清
湖镇商号 67 家，合计对应人口 2.2 万。 1949 年全
县非农人口 1.5万輧輵訛，相差不大。 1943年县城内 10
保，占全县保的 3.3%。 是年全县人口 27 万，依此
比例， 县城人口 0.9 万。 清代江山商业较繁盛，1
931-1933 年，随着公路、铁路的开通，商业进一步
发展，1937年全县大小商店 1122家。 1942年日军
侵扰，商店倒闭，战后商业萧条。 所以，1943年已非
商业鼎盛时期。 故设 1910年城镇人口 2.2万。

开化县。民国初年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华埠镇。
《农商表二》记载华埠镇商号 42 家，对应人口 0.4
万。 《开化县志》称，1934 年县城内 10 保，占全县
保的 4.9%。 是年全县人口约 11 万，依此比例，县
城人口 0.5万。 又知 1947年县城与华埠两镇人口
分别为 0.6 万与 0.5 万， 表明两镇人口略有增长。
故设 1910年城镇人口 0.7万。 輧輶訛

6. 绍兴府
萧山县。 《农商表二》记载义桥镇商号 268家，

临浦镇商号 247 家，萧山县城商号 216 家，合计对
应人口 6.6万，其中县城人口 1.9 万。 《萧山县志》
称，1949年县城内 17保，占全县保的 3.5%。 1949
年全县人口 55.1 万， 以此比例，1949 年县城人口
1.9万，与 1910年同。 《萧山县志》又称，1949年和
1953年全县非农人口均为 3.3万。輧輷訛义桥与临浦两
镇人口大幅减少。 兹采纳《农商表二》数据。

绍兴县。 1910 年绍兴被分为山阴县和会稽
县，两县同城而治。 《农商表二》记载绍兴县城商号
430家，对应人口 3.9万。 《绍兴县志》称，清宣统年
间全县形成大小店铺 3123 家， 商行 417 家。 輨輮訛看
来，加入商会的是商行，而非一般店铺。 《浙江省人
口志》称 1953 年绍兴县市镇人口 4.1 万，与《农商
表二》数据匹配。 兹采《农商表二》

诸暨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11 家，《农商
表三》记载枫桥分会商号 214 家，共对应人口 2.9
万。 《诸暨县志》称，清代县城商贾辐辏，络绎不绝，
并未提及枫桥。 同一资料又称，1932 年城区人口
3.4 万；1953 年城区人口 1.7 万；1964 年城区人口
3.4万輨輯訛；亦未提及枫桥。 兹将 1910 年城镇人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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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4万。
上虞县。 清代上虞商业不发达， 民国年间铁

路、公路建成后才有所发展。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94 家，《农商表三》又记百官镇商号 28 家，合计对
应人口 1.1万。 1953年城镇人口 1.6万。 輨輰訛兹从《农
商表》数据。

嵊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41家，对应人口
2.2万。1934年县城 29保，占全县保的 2.8%。是年
全县人口约 40 万， 推得县城人口 1.1 万，1942 年
非农人口 3.2 万，1953 年城镇人口 2.4 万。 輨輱訛通过
比较可知，《农商表二》数据准确。

新昌县。 新昌商业不发达。 直到民国初年，粮
食、山货等店铺才形成规模，1912 年成立县商会。
《新昌县志》称，1912 年全县人口 27.8 万，1949 年
非农人口 1.6万。 輨輲訛设 1910年城镇人口 1.6万。

余姚县。 《农商表二》记载余姚商号 237家，余
姚周巷镇商号 113 家，合计对应人口 3.2 万。 《余
姚市志》 称，1911 年前开业商号 428 家， 略超过
《农商表二》。 《余姚市志》又说 1949年城区 28保，
占全县保的 3.4%。 是年全县人口 67.3 万，以此比
例，1949 年县城人口 2.3 万。 《余姚市志》 又记
1949 年城镇人口 3.5 万，非农人口 4.4 万。 輨輳訛各项
数据相符。

7. 宁波府
鄞县。 1911年宁波人口 65万余人，其中居住

于宁波城厢者共 14.7 万。 輨輴訛《农商表二》记载鄞县
商号 834 家，对应人口只有 7.5 万，低估。 《鄞县
志》称，1949年非农人口 10.3万。 輨輵訛

象山县（含南田厅）。清末民初商路渐开，形成
众多大商号。 《农商表二》记载象山县城与石浦镇
商号 213家，对应人口 1.9万。 1953年全县市镇人
口 2.7万。 輨輶訛数据相合。

定海县。 1910 年定海县辖定海、普陀、岱山 3
县。 民国《定海县志》卷 1 记载 1900 年城区人口
1.4万，1909年城区人口 3.5万。数据的巨大差异，
可能因标准不同而引起。 《农商表二》记载定海商
号 205 家，对应人口 1.8 万。 《定海县志》称，1950
年城镇人口 1.7 万； 又称 1950 年 5 月定海县有
0.5万青壮年被拉去台湾。 輨輷訛若青壮年部分出自城
镇，也会影响 1950 年的城镇人口水平。 总之，《农
商表二》数据可信。

《农商表五》 记普陀县沈家门商号 196 家，对

应人口 1.8 万。 《普陀县志》称，清末民初市肆骈
列，贩客麋至，商店鳞次栉比。 又说，1947 年县城
37保， 占全县保的 15.3%。 是年全县人口约 14.5
万，推得县城人口 2.2万輩輮訛，数据相合。

岱山县商业以米店、渔行为主，清末民国形成
规模。 1928 年成立镇商会， 入会商号 160 余家。
《岱山县志》 称，1949 年县城居民 3000 余人。 又
说，1949 年县城高亭镇面积 1.2 平方公里，城区私
人住房面积 3.28 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 4 平方
米，据此测算人口 0.82 万。 又知东沙镇城区面积
0.5 平方公里，以面积与人口比例计，东沙镇人口
为 0.33万。两镇合计人口 1.15万。又知 1950年城
镇人口 1.16万。輩輯訛两组数据完全符合，1910年城镇
人口应在 0.6万上下。综上，1910定海（辖三县）城
镇人口约 4.2万。

慈溪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91家，对应人
口 1.7 万。 《慈溪县志》称，清后期慈溪商业发展，
1929年全县商店、商行 906家。又说，1954年原县
城慈城镇划归余姚，新县城浒山镇人口 0.7 万。 輩輰訛

慈城镇人口一定多于浒山。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
口 1.7万。

镇海县。 《农商表二》 记载县城商号 350 家，
《农商表三》记紫桥镇商号 268 家，合计对应人口
5.6 万。 1949 年全县人口 28.2 万， 非农人口 8.3
万。由此可知，《农商表二》不可能高估。又知 1947
年县城 13保，占全县保的 3.6%。 据此测得县城人
口只有 1 万。 由此又知镇海县大多数非农人口分
布在县城以外的市镇（如紫桥镇）。 正如《镇海县
志》所称：两浙市舶司与浙江海关设立于此，历来
商业发达， 县城及集镇商业兴旺， 小商品交易盛
行。 輩輱訛兹从《农商表》。

奉化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550家，对应人
口 5 万。 《奉化市志》 称，1936 年全县商业网点
2042 个，1939 年登记商店 785 家。 如果这 785 家
商店不全是大店，则与 1910 年的水平相当。 1949
年全县人口 23.3万，非农人口 4.8万。同一记载又
称，1950 年代初期， 城区近 2 万人口， 居民住宅
23.4 万平方米，人均 4.9 平方米。 然而，依此算出
4.8万人口，正是全县非农人口。也就是说，1949年
奉化县非农人口，其实就是县城城区人口。 县城之
外，还有江口镇、方桥镇、萧王庙镇等 7 个镇，1950
年代初的建成面积从 0.1-0.5平方公里不等， 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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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0.1万-0.5万不等輩輲訛。 如此，数据吻合。
8. 台州府
临海县。 《农商表二》 记载临海商号 284 家，

《农商表三》记海门商号 142 家，合计对应人口 3.8
万。 民国《台州府志》卷 4 记载，宣统元年（1909
年）临海城区人口 5.1万。 《临海县志》采纳了这一
数据，却有问题。 《临海县志》称 1946 年城区两镇
合计人口 2.4 万，海门的椒东、椒西和葭沚三镇合
计人口 2.3万，合计人口 4.7万。輩輳訛这令人猜想清末
“城区”应包括了海门。 1949年从海门区中析出一
部分设立海门县，1953 年海门县人口 3.1 万，应当
是海门三镇及其周边郊区人口。

黄岩县。民国初年路桥镇工商业最为发达，县
城次之。 《农商表二》仅记载路桥镇商号 137家，对
应人口 1.2 万。 《农商表三》 记黄岩分会商号 145
家，数据偏高，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2万。 輩輴訛

仙居县。民国《台州府志》卷 4记载，同治八年
（1869 年）仙居县城 2344 户，光绪七年（1881 年）
2282 户，折合人口 1 万。 然而，《仙居县志》称，本
县商业素不发达，民国时以输出杂货、农副产品为
主，商店也多为小本经营，1 万人口并没有与此相
应的商业活动。 又知 1949 年全县非农人口 0.3
万。 輩輵訛设 1910年城镇人口 0.5万。

天台县。 《农商表五》记载商号有 248家，对应
人口 2.2 万。 《天台县志》称，1909 年城区人口 2.2
万，1949年非农人口 2.4万。 輩輶訛兹从《农商表五》。

温岭县。 《农商表五》记载商号 200家，对应人
口 1.8 万 。 1935 年县城内 38 保 ， 占全县保的
3.4%。1949年初全县人口 50.5万，可设 1935年人
口 48万，以此比例，1935 年县城人口 1.6 万。 輩輷訛比
照天台、仙居两县情形，设 1910 年全县城镇人口
1.8万。

宁海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45家，对应人
口 2.2 万。 《宁海县志》 称，1941 年县城人口 1.2
万，1949年城镇人口 1.3万，非农人口 3万。輪輮訛数据
相合。

9. 金华府
金华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92家，对应人

口 2.6 万。 《金华县志》 称，1947 年城区人口 2.1
万。 輪輯訛数据相合。

兰溪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550家，对应人
口 5 万。 《兰溪市志》称，1946 年县城内 24 保，占

全县保的 7.8%。 是年人口 35 万，以此比例，县城
人口只有 2.7万。 兰溪得三江水运优势，商业素来
发达輪輰訛，此后衰败，与日军侵华战争的破坏有关。

东阳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654家，对应人
口 5.9 万。 1936 年全县注册商号 1231 家，或证明
全县商业可能有增长。然 1945年只剩商户 800多
家， 其中县城只有 97 家， 可能不及 1910 年的水
平。查 1943年县城内 21保，占全县保的 2.7%。是
年全县人口 45 万，推得县城人口只有 1.2 万。 东
阳城镇人口的大幅减少，与日军侵入有关。

永康县。 清末商帮往来频繁，商业兴盛。 1911
年成立县商会。 《永康县志》 记载清末商店约 300
家，可能就是入会商号，故可对应人口 2.7万。《永康
县志》称，1947年城镇人口 4.5万，1949年非农人口
3.9万。 輪輱訛数据相合，设 1910年城镇人口 2.7万。

武义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81家，对应人
口 2.5万。《武义县志》称，清末民初，集市增多，商业
发展较快。 又知 1946年县城内 15保，占全县保的
7%。輪輲訛是年全县人口约 15万，推得县城人口 1.1万。
日军侵略带来商业与人口损失。 兹采《农商表二》。

浦江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58家，对应人
口 1.4 万。 《浦江县志》称，1934 年全县辖 255 保，
其中县城内 10保，占全县保的 3.9%。1934年全县
人口约 24 万， 以此比例， 是年县城人口 0.9 万。
《浦江县志》又称，1949 年县城人口 1 万，非农人
口 1.3万。 輪輳訛数据基本相合。兹从《农商表二》数据。

汤溪县。 《农商表二》记载汤溪商号 54 家，应
当是县城汤溪镇商号。另有罗埠镇商号 176家，合
计对应人口 2.1万。 《金华市志》称，1947年金华城
镇人口 2.1 万，1949 年包括汤溪城区人口共 3.3
万輪輴訛， 推算 1949 年汤溪城镇人口只有 1.2 万。 从
1910 年至 1949 年，汤溪的城市化呈衰减的趋势，
这也是 1958年撤县的原因。

义乌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565家，对应人
口 5.1万。 《农商表二》载佛堂镇商号 452家，对应
人口 4.1万。 但《农商表一》、《农商表三》、《农商表
五》记佛堂商号数分别为 165、240、327。 《义乌县
志》称，1931 年杭江铁路通车前，佛堂是义乌的经
济与交通中心，有“小兰溪”之称，1931 年之后县
城商业才凌驾于佛堂之上。 所以， 义乌县统计的
565 家商号很可能包含了佛堂镇。 嘉庆 《义乌县
志》卷 1 又称，双林乡廿四都有上佛堂村、下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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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佛堂街、佛堂市（跨越 24 都和 25 都）、佛堂镇。
佛堂似乎是一片地名，而不仅仅是一个镇名。 当一
个区域的人口或从事商品交换， 或从事工业制造，
以“街”为标志的“镇”的范围其实是不清晰的。准确
地说，1910年的义乌佛堂是一个城市化区域，工商
业人口多达 4万多人。 是年义乌全县人口约30万
輪輵訛，佛堂工商人口只占全体人口 13.7%，并不过分。

10. 温州府
永嘉县。 《农商表二》记载永嘉商号 846家，对

应人口 7.6 万。 永嘉县是温州附郭。 1942 年城内
157 保， 占全县保的 12.6%。 是年全县人口约 67
万，以此比例，县城人口 8.4 万。 《永嘉县志》又称
1942年城区人口 13.6万，可能包括了郊区人口。輪輶訛

兹从《农商表二》。
瑞安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15家，对应人

口 1 万。 《瑞安市志》称，1949 年城镇人口 3.3 万，
非农人口 6.6 万。 輪輷訛清末，瑞安县的现代工业已经
萌芽。 至 1930 年代，食品加工、机械制造、日用化
工、木材加工、纺织、印刷，电力等共有企业 55 家，
员工约 1500 多人。 抗战中萧条，战后恢复。 1946
年有各类工厂 69 家，职工 1170 人，虽然没有达到
战前的全盛，却也接近。 至解放前夕，虽然工厂停
业更多，工人失业率达 65%。 輫輮訛但失业的工人仍然
居住在县城。 1910年人口从《农商表二》。

乐清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140 家，应当
包括了小商贩。 《乐清县志》称，1939 年全县商店
668家。与 1910年相比，不见增长。 《乐清县志》又
称 1949 年城镇人口 2 万， 非农人口 2 万。 輫輯訛设
1910年全县城镇人口 2万。

平阳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44家，对应人
口 2.2万。 《平阳县志》称，1949年非农人口 3.4万。
輫輰訛此外，属平阳的苍南县，民国初才形成商业市场，
但并不算繁荣。 1940年平阳县辖 1047保，其中苍
南县城内 8保，占全县保的 0.8%。1940年平阳全县
人口约 82万， 以此比例，1940年苍南县县城人口
0.7万。 輫輱訛设 1910年平阳全县城镇人口 2.6万。

泰顺县。清代交通不便，商业落后。民国初，县
内只有少数杂货商店。 1935 年县城内 7 保，占全
县保的 1.6%。 1928 年全县人口 16.3 万， 设 1935
年全县人口 17 万， 以此比例，1935 年县城人口
0.3万。 1949年非农人口 0.8万。 輫輲訛设 1910年全县
城镇人口 0.3万。

玉环厅。 玉环商业因海而兴，民国初年，仅县
城、坎门、出门三处繁荣，洞头只有零星店铺。 輫輳訛

1936 年商店 788 家，1946 年 500 余家， 民国年间
无大发展。 1943年县城内 20保，占全县保的 6%。
1943 年全县人口 19 万，以此比例，1943 年县城人
口 1.1万。1949年非农人口 1万。輫輴訛设 1910年城镇
人口 1万。

11. 处州府
丽水县。 《农商表二》记载丽水商号 92 家，对

应人口 0.8 万。 《丽水县志》 称，1934 年县城城区
34 保， 占全县保的 10.4%。 1934 年全县人口约
14.6 万，以此比例，1934 年县城人口 1.5 万。 又知
1950年全县非农人口 1.6 万。 輫輵訛设 1910 年城镇人
口 1.2万。

缙云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80 家，对应人
口 0.7万。 《缙云县志》称，1943年县城内 22保，占
全县保的 4.9%。 1943年全县人口 20 万， 以此比
例，县城人口 1万。 《缙云县志》又称，1949年城镇
人口 1.2万，数据相合。 城镇人口的增长与公路开
通有关。 1931年县城商店 93家，1934年金温公路
通车后迅速增加至 300家。 輫輶訛兹从《农商表二》。

宣平县。 1958年撤宣平县，故无县志可据。据
《武义县志》，1910年宣平县人口 7.5 万。 輫輷訛参照邻
县武义县县城保数比例輬輮訛， 设 1910 年全县城镇人
口 1 万。 《农商表五》记 1913 年宣平商号 150 家，
对应人口 1.4万。 《农商表》高估。

青田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225家，对应人
口 2万。 《青田县志》记载，1935年全县辖 547保，
其中县城内 17保，占全县保的 3.1%。1935年全县
人口约 22 万，以此比例，县城人口 0.7 万。 又知
1949 年县城人口 0.8 万，数据相合。 县城之外，还
有集镇。 其中温溪镇，1950 年民宅 1042 间，建筑
面积 4.1 万平方米，人均住房 11 平方米，测得人
口 3727人。 又有东源镇，1950年代初有 1072间，
规模与温溪镇相当。 又知清末东源房屋 976 间輬輯訛，
占 1950年代初的 91%， 测得 1910 年两镇人口各
为 0.3万。 则 1910年城镇人口 1.4万。

云和县。 1928年全县辖 1720邻，其中县城内
149邻，占全县邻的 8.7%。 是年全县人口 5 万，依
此比例， 县城人口 0.4 万。 1949 年全县人口 5.4
万，其中非农人口 0.4万，与此相合。 民国初，兰溪
帮在县城开设 20 余家商行，沿龙泉溪两岸以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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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要道路口村庄，亦相继开设商店。 1930 年全县
商店 272 家， 经历了抗战时期的增长之后，1949
年全县仅存商店 106 家輬輰訛，可能与民国初年的水平
相当。 设 1910年城镇人口 0.4万。

龙泉县。 龙泉历为“瓯婺八闽通衢”，商业形
成一定规模。 商人主要来自江西、福建、金华和温
州等地。《龙泉县志》称，1911 年之前，知名老店有
王同茂等数十家，而《农商表二》记载商号多达
282 家。 《龙泉县志》 又称，1928 年县境商店 228
家，竟少于《农商表二》所载。 可见《农商表二》中
的商号包括了一批小商店。 由此又知，直到抗战
之前，龙泉县商业未见大的发展，而抗战带来的
繁荣，随着战后商人回乡烟消云散。 《龙泉县志》
称，1949 年非农人口 0.8 万。 輬輱訛设 1910 年全县城
镇人口 1 万。

庆元县。 《庆元县志》 称，1946 年县城内 14
保，占全县保的 6.6%。 1947年全县人口 8.5万，以
此比例，县城人口 0.5 万。 县志又称，民国初商店
60余家輬輲訛，对应城镇人口 0.5万。

遂昌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133家，对应人
口 1.2万。 《遂昌县志》称，1939年县城内 14保，占
全县保的 5.1%。 1939年全县人口 13.2万，以此比
例， 县城人口 0.7 万。 又说，1949 年城区人口 0.5

万，非农人口 1.1 万。 輬輳訛则知《农商表二》记载的商
号中，包括了县城之外的商号，数据相合。

松阳县。 《农商表二》记载商号 79 家，对应人
口 0.7万。 《松阳县志》称，1949年全县非农人口 1
万，1944年县城内人口 0.7万輬輴訛，数据相符。

景宁县。 1913 年商铺仅 61 家，对应人口 0.5
万，1949年城镇人口 0.3万。 輬輵訛数据相合。

三、分县人口与城镇人口

综合以上估算得出的各分县城镇人口数据，
并排除杭州与宁波两座特大城市， 将 1916 年和
1953 年浙江分县人口数据与之分别进行回归分
析，如图 2与图 3。

图 2 1916年浙江分县人口与分县城镇人口的关系

赵安冬 曹树基：清末民初浙江分县城镇人口研究

图 1 1910年浙江分县城镇人口分布图
资料来源：本图绘制的底图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的“1911年层数据”。 其中，1910

年定海县为定海直隶厅，1911年县级界线底图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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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53年浙江分县人口与分县城镇人口的关系

在 1916 年的数据中，有一批县的人口总数超
过 1953年人口普查数輬輶訛，令人怀疑其可靠性。尽管
图 3 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图 2， 但其散点之分布更
为均匀，显示其数据质量更好。 故采用 1953 年数
据用于进一步分析。 无论从图 2 还是图 3， 可见
1910 年浙江各县城镇人口的数量受到各县人口
总数的制约。 也就是说，一个县的人口越多，其城
镇人口越多。

将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和处州
七府州合并，绍兴、宁波、台州与温州四府合并，进
行分析，详见图 4与图 5。

图 4 1953年杭州、嘉兴等七府分县人口
与分县城镇人口的关系

图 5 1953年绍兴、宁波等四府分县人口
与分县城镇人口的关系

很显然，杭州、嘉兴等七府分县城镇人口与分
县人口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绍兴、宁波等四府则
要差得多。 也就是说，直到 1910 前，浙江的杭州、
嘉兴等七府，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其各县城镇人
口的数量，由各县人口总量来决定。一个县的总人
口越多，其城镇人口越多。而在绍兴、宁波等四府，
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由于绍兴等四府的城市化水
平并不高于杭州等七府，所以，这一地区城市与人
口的关系需要重新讨论。

总之，经过检验，《农商表》记载的浙江 61 个
县及县属镇的商号，折算之后的城镇人口数据，准
确的有 53个，正确率达 87%。这一事实意味着，从
统计的意义上说，清末民初，每一个商号都有大致
相当的资本，也服务着大致相当的人口。而在分析
浙江分县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关系之后， 发现各县
城镇人口的数量受到各县人口总数的制约。其中，
杭嘉湖等七府尤其明显，宁绍等四府并不显著。

注释：
①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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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scholar Zhu Xi. Under his examinatio n， Zhejiang School constitutes a more terrible “utilitarian”
than the “Jiangxi School” that fell into the Z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between the 12th and
16th centuries， Zhejiang School has at least five different forms and their origins，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traditionally divers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School as a
local knowledge has both regional and transcendental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is universality does not
exclude pluralism， because cultural pluralism must contain universal significance； while recognizing the plu-
ralistic universality of local culture， we can better promote the mutual learning of local cultures， because cer-
tain common affirmations and universal commitments can be achieved in specific differences.

Key words： Zhejiang School； Zhedong School； localness； pluralistic universality

Lv Zuqi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Zhu Xi’s
Wang Kun

（School of Ma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s： Lv Zuqian and Zhu Xi both advocated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peculative thinking. As a

philosopher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y first put forward their own philosophy principles， and then ob-
serve， explain and evaluate history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essence
of mind”，Lv Zuqian established a systematic view of the history of mind science that includes the theory of
mi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experiential view of history， the method of phenomenology’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value of historiography’s cultivation of morality，this is different from Zhu Xi’s theory of
principal history， Lv and Zhu respectively initiated two major schools of eastern Zhejiang historiography and
orthodox historiograph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v Zuqian； Zhu Xi； speculative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mind history； theory
of principal history

On Innate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in Yangming School
———Re-discussion on “Sacred Learning Ended with the Death of Yanzi”

Shen Xul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Sacred Learning Ended with the Death of Yanzi” had raised questions in Yangming School，
and his disciple Wang Ji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is thought furtherly. Professor Wu Zhen had argued it
and pointed out the meaning of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in Xinxue Orthodoxy. This paper will argue it
from the point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outer Knowledge， and figure out that Wang Yangming and Wang Ji
raised the words to oppose the approach of studying outer knowledge，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Zigong， and
to emphasize the learning of a priori，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Yanzi.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in the
thought of Wang Ji， the outer knowledge is different from Innate Knowledge， however originated from it. On
one hand， the outer knowledge would interference the incarnating of Innate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outer knowledge would be a part of the incarnating of Innate Knowledge， only if Innate Knowledge was
dominated.

Key words： the Learning of Yangming； Yanzi； Zigong； Innate Knowledge； Knowledge

Study on the Urban Population of Counties in Zhe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o Andong， Cao Shuj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a reg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the estim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due to the limited data. The previous scholars designed and adopt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estimate，
strengths and weakness being obvious. Concerning the urban population of Zhe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clarify. This article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shops in the 1910s as the basis for the calculation， and levied the data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for inspection and correction， and then estimated the population of towns and counties in Zhe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finally did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unty and urban pop-
ulation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Hang county， Yin county， Yongjia， Xiaoshan， Dongyang， Zhenhai，
Haining and Yiwu rank among the top eight in the province，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more than 50，000，
420，000 people lives in Hang County， the highest in the province； Jingning， Qingyuan， Xiaofeng， Yuqian，
Changhua， Tonglu， Shouchang， Suian， Xianju， Yunhe and Taishun are the last ten in the province， and

No.9， Sep. 2018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10）

（116）

（123）

159



ABSTRACTS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no more than 0.5 mill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
ties’ urban population and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seven prefectures such as Hangzhou， Jiaxing and Huzhou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y. The four prefectures including Shaoxing and Ningbo
are not so connected.

Key wor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ounties in Zhejiang； urban
population

On Zhejiang Modern Writer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rend
Chi Ruofei

（Yuanpei College，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writers group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focused on a single writer’s cre-
ation value evaluation， or the creation of writers group of a certain area， but integrity of the study is still in-
adequate.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use of the current prevalent literature geography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i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re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modern writer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of deep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writers’ creation.

Key words： Zhejiang province； writer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re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Optimizational Path for the Reform of Authority Strengthening
by Central Towns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haoxing City
Zhu Fengjuan1， Shao Qing2

（1.The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Shaoxing 312000；
2.The School of Business， Shaoxi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Shaoxing 312000）

Abstract： Among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multi-level governmental system in China， the township
governments usually have limited exercisable authority and weak dispos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but have to
undertake more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With the segmentation of trap and block and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unties and townships，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never stopped. Since the post-agricultural tax era， the township governments of the
developed areas have been fac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 the area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which are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underdevel-
oped areas. Therefore， with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ies and townships being adjuste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reform of the township administrative system. Taking
Shaox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uthority strength-
ening of the central towns in developed areas， the desig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ower restriction.
And t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t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al
path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of the central towns.

Key words：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central town； authority strengthening reform； Shaox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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