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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术创新, 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
——评杨子慧主编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葛 剑 雄 　 曹 树 基

杨子慧主持编纂的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以下简称 《研究》) 一书是一

部大型的人口史著作。其内容上迄上古先秦, 下至民国现代, 各时期分人口活动的自

然与社会环境、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死亡、人口构成、少数民族人

口、人口统计与管理、婚姻与家庭、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与人口理论等十一个方面收

集资料, 洋洋 370万字。这部由改革出版社 1996年出版的篇幅浩大的煌煌巨著, 本应

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但遗憾的是, 占全书篇幅 72%的古代各篇, 只是一

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编纂, 从中难以发现编纂者们的学术贡献。

一

我们所说的学术创新, 指的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这一活动的

基本要求是, 创作者必须明了前人所作工作, 并对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

评价, 从而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活动中, 应当尽量避免对已有成

果的重复, 应当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也就是说, 既以已有的成果

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 又以已有的成果作为超越的目标。可是, 作为主编的杨子慧和

古代各分册的主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全书的 《总论》中, 主编列举了几乎所有国内学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著作。

按照学术创作的基本要求, 在列举已有的成果之后, 理应对中国人口史已有的研究状

况作一全面系统的分析; 尤其是与本书有关的内容, 更应作认真细致的讨论。编者至

少要告诉读者, 本书的研究是在哪些人的什么样的成果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的学术独

创大致表现在哪些方面。可是, 对于这些重要的内容, 主编表现得过于漫不经心。在

他看来, 构成 《研究》一书直接基础的似乎只有梁方仲的著作; 而 《研究》一书的创

新, 似乎只是对梁方仲著作内容上的扩充。主编在评述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

田赋统计》一书时指出: “这是梁先生辞世前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为研究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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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的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数据资料。如果说有美中不足的话, 那就是本

书 (指梁著) 偏重于历史经济学, 而人口只是一个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侧面, 所

以有关人口学方面的资料多为人口数量和家庭户规模, 其它人口学的资料如死亡、分

布、迁移、构成、人口思想、人口政策、婚姻家庭等, 都没有涉及。”(第 7页) 按照

这一说法, 对资料内容的扩充应该是 《研究》一书的创新之一; 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

就成为 《研究》一书的创新之二了。

那么, 该如何看待梁著之前及之后几十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呢? 主编在完

成了列举工作之后, 说: “以上论著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和时期, 对历史人口的不同现

象作了研究, 较旧中国时期的历史人口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丰富了我国历史人口研究,

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毋庸讳言, 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与国际相比, 还存在不

小的差距, 无论研究方法、研究视野, 还是研究力度及研究成果, 都不尽如人意。”

(第 8页) 这一论述虽说空洞, 却也给了读者以下两点信息, 一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

究并不构成本书的直接基础, 二是本书的编纂以赶超世界水平为目标。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讲, 这一提法并无偏差。但是, 如果我们细读杨先生列举的书

目, 就会发现, 他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状况的了解, 几乎是一片空白。

例如, 杨先生对于台湾学者刘翠溶所作研究就一无所知。刘翠溶对中国明清以来族谱

所载人口的研究即是对历史人口结构的研究, 研究的内容包括家族人口的婚姻、生育、

死亡及增长等许多内容。大致从 1978年开始, 刘翠溶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直至

1992年, 她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

会经济变迁》(二册) 这一巨著中。按照杨先生的看法, “历史人口研究往往偏重于人

口数量的增减变动, 这当然是重要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从人口学角度考虑, 就不

仅仅是一个人口数量可以涵盖得了的, 应当包括人口学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 刘翠

溶著作涉及到历史人口学的几个主要方面, 是对中国历史人口学的重要贡献。而这一

切, 并不是自 《研究》一书开始的。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尽管所收资料不包括

族谱资料, 但对于这一领域所取得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 却是应该和必须的。

或有人说, 刘翠溶的著作没有在大陆出版, 其论文也从未在大陆发表, 《研究》一

书的主编未加注意是情有可原的。那么, 何炳棣的 《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

书, 居然会被编者遗漏, 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本 1959年于美国哈佛出版的著作的中文

译本, 也早已于 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是一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史学界公认

的经典著作。该书对于 600年间中国人口数据、人口调查制度、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

口与自然灾害、人口分布与迁移等问题的论述,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说, 任何

一个从事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学者, 都不可忽视这本著作的价值。我们还注意到, 在主

编列举的书目中, 包括了葛剑雄、姜涛等人的著作, 而葛、姜两人对于何炳棣著作的

讨论, 是相当系统而详细的。姜涛的著作对刘翠溶著作的评述也是相当细致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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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真的认真读过他所列举的各家著作, 就不会也不可能遗漏何炳棣的著作。我们

怀疑主编先生对已有成果的评述仅在于列举书目, 其中大部分的著作, 他可能并未阅

读, 难怪该书 《总论》对于已有成果的分析会显得如此空洞无物, 苍白无力。这一说

法可能过于尖刻, 但读者只要读一读该书的 《明代编》、《清代编》对于明清时期人口

的论述, 就会发现分卷主编对于明清人口诸问题的具体论述, 还处于前何炳棣时代。

正因为 《研究》的编者不读或不认真研读与此专题有关的学术著作, 所以他们对

于自己从事工作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在何炳棣、刘翠溶等学者的研究之

外, 西方的一流学者也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施坚雅著 《19世纪

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 的长篇论文, 对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

度、四川的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户均人口和性别比都作过相当精彩的分析。李中清

自 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人口及皇族人口的研究, 也可称为本专业的

典范。除此之外, 大陆也有学者对于中国人口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葛剑雄的 《西

汉人口地理》一书, 除了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加以研究外, 还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调

查制度、人口迁移、人口结构——包括婚姻、生育等内容、民族人口等问题均进行过

深入的研究, 是本专业第一部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姜涛的 《近代中国人口史》对

于近代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考订, 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战后的人口统计数据有非常独

到的见解, 离开了姜涛的工作, 对于这一时期人口数据所作任何整理工作往往显得滑

稽可笑。《研究》一书显然不是这一领域中的开山者。

行文至此, 我们对于主编所称 “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与国际相比, 还存在不小的差

距”的判断更觉不解。这是指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人口历史 (或历史人口) 的研究水平

低于国际汉学界对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呢, 还是指中国或国际汉学界对中国人口历史

的研究水平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人口历史的研究水平? 就我们目前所知, 上述六位学

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著作, 并不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人口史的研究水平。至于西

方人口史家所使用的方法与汉学家及中国学者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 也不是我们评价

两者水平高低的标准。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所面临的资料和西方人口史学家所面临

的资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因而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是无可非议的。换言之, 主编

先生所推崇的西方学者所使用的 “广义逆向预测法”、“仿真人口模型”等并不一定适

用于中国历史人口数据的分析, 尤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人口数据的分析。但是, 这并

不能说明中国人口学家和国际汉学家的研究水平比西方人口学家的水平要低。

二

主编在全书 《总论》中自称 《研究》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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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 “历史人口数据资料的搜集远比想象中的情形要困难得多。最大的困难是数

出多门。同样一个朝代、同一个年份, 不同的典籍会有不同的数据记载。有的是由于

统计口径不同所致, 有的则是传抄中的讹错所致, 还有一些说不清的原因。遇到这种

情况, 究竟以哪一种典籍、哪一个数据为准呢? 其次是有的典籍中的数据并非当时人

们直接记载, 而是后世学者的追记, 其可信度究竟如何, 难以判断。最典型的如 《帝

王世纪》中记载的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的全国人口数, 经常被作为最有权威

的数据来引用, 而且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人口数据。实际上, 这个数据并

非西汉平帝当朝史官所记, 而是出自魏晋间人皇甫谧 ( 215—282) 之手。皇甫氏又是

从何得到这个数据的呢, 至今史无定论。我们既不能称此数为皇甫氏杜撰, 又不能称

其数出无据。因为, 肯定或否定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 尤其对历史史实更应如此。”

(第 9页)

且不论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 “遵照了历史记载的本来模样, 有哪一级数据就记

录哪一级数据”(第 9页) 是多么荒诞, 仅就杨主编这段文字而言, 就可以让所有的专

家大惊失色了。皇甫谧的 《帝王世纪》中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国人口数, 是抄

自 《汉书·地理志》的, 这一人口数据不存在来源不清的问题。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

国人口数, 之所以被作为最有权威的数据来引用, 是因为这一数据来自 《汉书·地理

志》, 而不是出自魏晋间人皇甫谧。这是一桩确确凿凿的事, 从未有人对此怀疑过。杨

先生的说法实在荒唐。不仅如此,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 被杨先生作为典型批评的这

项数字却一再出现在正文的 《上古至秦汉编》中, 说明作为主编的杨先生甚至连自己

主编书中的这部分内容都没有看过。这一切, 难道就是主编先生标榜的 “历史唯物主

义”?

再来看看 《研究》一书编辑资料的第二个原则: 坚持以官修正史、官书为主, 兼

顾其它册籍。据主编的解释, 这一原则可以具体表述为: “历代人口数据资料皆以官修

正史和官书为主要搜集对象, 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典籍和著述。”(第 9页) 可以这样

说, 这一原则的确定正是 《研究》一书的最大失误。因为, 官修史书和官书中记载的

户口数据, 大部分已为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作为

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本应在搜集历代人口数据的工作上超过前贤。为此, 编辑者就

必须 “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家谱、学人著述之中”去

搜集资料。主编先生认为这一工程浩繁而不可完成, 因此就有了上述偷懒的原则。这

一偷懒原则的确定正是 《研究》一书的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 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

须创新的基本要求。依我们的观点, 从正史以外的各种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

录、档案中收集数据, 正是目前人口历史学界所需要展开的工作。以明清人口史为例,

我们不仅需要从 《明实录》中搜集全国性的人口数据, 还需要从中收集区域性的人口

数据。对于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 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加以筛选, 如对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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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点, 我们可以大致以明代洪武时期、清代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时期的数据为主,

兼及其他; 对于数据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清时期的府为单位, 兼及其他。这些基本原

则的确定, 来源于对于明清人口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的了解。若对于有关的学术研

究的背景一无所知, 当然也就无从确定适当的编纂原则了。这种工作无疑比从官修正

史和官书中搜集资料要困难得多, 但有意义得多, 所搜集的资料对历史人口的研究者

也有用得多。

在我们看来, 无论是辑录官修史书中的人口资料, 还是辑录其他文献中的人口资

料, 对于历史资料的选取, 都应当遵循基本的史料学原则: 即应该引用最原始的、第

一手的资料。这是基本的史料学常识。当然, 如果篇幅允许, 将第二手的、甚至是错

误的资料编入作为参考, 也未尝不可 (当然应当有所说明) , 但作为 “研究”就毫无意

义。例如讲西汉元始二年汉朝有多少户口, 认真的研究者都知道应该引用 《汉书·地

理志》, 而不会根据皇甫谧的 《帝王世纪》, 因为 《汉书》问世在前, 而且前人早已指

出皇甫谧的数字是抄自 《汉书·地理志》, 且又抄错的。如果这可以当做杨先生的一时

失误, 书中大量类似的错误就不能原谅了。如第 105页 《西汉的人口迁移·政治因素

的迁移》一节, 已引 《史记》、《汉书》刘 (娄) 敬传 “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又引了

《朱子大全·答王子合》“徙齐楚大姓数十万于长安”。朱熹是南宋人, 他对西汉初人口

迁移的说法毫无史料价值, 而且将 “十余万”说成 “数十万”, 将 “关中”说成为 “长

安”。试问, 哪一位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会采用朱熹的说法?这难道是编者研究的结果吗?

再如编者在两汉部分经常大量引用 《册府元龟》、《通典》、《通考》、《东汉会要》、甚至

《古今图书集成》这类清人编的类书, 这些资料都大同小异或完全相同, 一望而知是抄

自 《史记》、《汉书》, 作为 “研究”而编, 有这样的必要吗? 这难道也可以算作 “以正

史为主, 兼顾其它册籍”吗?

顺便提一句, 作为资料汇编, 对于资料的核对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 但编者

们却是太马虎了。如在第 33页 《西汉时期的农业》中有这样一段话: “武帝末年 [征

和四年 (公元前 89年) ] , 悔征伐之事, 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

田器, 二千石谴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 学耕种养苗状。至赵过发明之

耦犁与耧犁之使用效率, 尤为显著, 所谓用力少而得谷多也。( 《汉书》卷二八, 《地

理志》)”不用说 《汉书·地理志》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就是整部 《汉书》中也找不出

这段话来。其实, 到 “学耕种养苗状”以前的几句是从 《汉书·食货志》中摘来的, 不

过每句中间都隔了几句, 编者却没有加任何省略号。后面几句一看就知道是后人的解

释, 编者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在一起了。

《研究》一书编辑的第三个原则是坚持综合抽象的方法。主编解释道: “在搜集历

史口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 对一定时期的人口现象, 从其全部总和及联系中进行综合

抽象, 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 从而得到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 反映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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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发现, 为尔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 10页) 我们揣

想, 这大概就是编者们所称的 “研究”了。然而, 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常识, 要从大

量的人口数据中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 首先要对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大量去伪存

真的复原工作, 而这一工作恰恰是 《研究》一书所不能承担的。如主编在阐述第一原

则时就曾说: “在我们的这部著作中, 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历史人口数据我们都如实地记

录下来, 维持了历史的原样。遇有同一年份的不同数据, 也都分别注明出处; 对同一

数据的不同出处在其主要出处外, 也分别注明其它出处。数据范围,包括了全国和郡、

州、道、府、县等不同区划,基本上是遵照了历史记载的本来模样,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

哪一级数据。”(第 9页)很显然, 这是一个照单全录的原则,并不包括对资料的鉴别和筛

选。对于同一年份的不同数据,研究者究竟根据哪个数据展开自己的论述呢? 对一个人

口历史学家来说, 没有对资料的认真鉴别和筛选,如何能据以展开自己的立论呢?

所以, 全书主编和分卷主编所得出的中国历史时期或各特定时期人口运动的基本

规律和特点, 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先让我们来看看主编在 《总论》中对中国人口

历史发展总规律的认识吧。杨先生说:

众所周知, 人口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

在封建主义历史时期。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 客观上造成了王朝与人口同步运

动的戏剧性规律。王朝创始时的开明政治和宽松政策, 给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

带来了机遇。而王朝走向衰败时, 封建主义找不到根本变革社会的出路, 无法起

死回生, 只好重蹈历史的覆辙, 等待新王朝的崛起。在这朝代更替的过程中, 必

然要经历一番大的战乱, 兵燹离乱, 祸起萧墙, 以至闹得鸡犬不宁, 人仰马翻, 社

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样, 旧王朝国家机器的崩溃便由新王朝国家机器的建立

和巩固取而代之。社会经济机制则通过战乱大量杀伤人口或造成人口逃佚来调整

各种比例关系, 重新造就一个有生命力的发展环境。封建主义就是通过这种周期

性的改朝换代的调整, 使其绝处逢生而得以延续。历代人口在无数次的朝代更替

中, 同样也表现出与王朝同步的周期性规律, 正所谓 “天不变, 道亦不变”。而真

正阻止或改变人口周期运动的是资本主义势力的萌芽和发展。直到 18世纪初期,

中国历代人口才跳出周期性圈圈,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 10—11页)

概括之, 主编发现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规律实际上可表述为 “王朝兴衰与人

口兴衰同步周期运动”。这一所谓的 “规律”的发现可追溯到 “让步政策”的讨论, 也

可追溯到轰动一时的封建社会的周期振荡学说, 近则可以追溯到赵文林、谢淑君所著

《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的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作论述。将赵文林等的工

作与杨先生的观点作一比较是合适的,因为他们都是从人口史的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的。

赵、谢对于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原因考虑得远比杨子慧复杂。他们将人口波段与朝代波

段的重合, 解释为社会剩余劳动规律的作用。只是赵、谢无法计算全体劳动者有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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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 故不能使其理论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杨

先生的理论表述与赵、谢的理论思考作一比较, 可以说, 杨先生的认识实际上是从赵、

谢的研究向后退步。

至于杨主编提出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萌芽和发展终止了人口周期与王朝周期的同步

运动的新观点, 更是让人感到突兀和不解。一般的观点是, 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玉米、

番薯等新作物的引入, 通过移民对于边远地区及山区的开发等, 才是清代人口增长的

真正原因。而这一切, 都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浑不搭界。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 杨

先生对于自己提出的新观点, 理应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证明。可令人遗憾的是, 全书仅

《明代编》在 “资本主义萌芽”的小标题下, 罗列了若干条关于商业发展之类的资料,

别处就不见有关的论述了。杨主编的观点究竟靠什么来支撑的,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否各分编的主编们关于各个时代人口发展的规律性论述要比主编做得好一点呢? 按

照 《总论》的介绍, 该书各编的各章前均有一个 “概述”, 研究者在 “概述”中对某个朝代

的某个人口现象作了宏观的概括性分析研究, 揭示出某个人口现象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 同

时也阐述了研究者的观点和评价。而实际上, 各章 “概述”除了不注出处地引用一些前人

已有的成果外, 自己发挥的部分往往是低水平的, 甚至是错误的。

以各篇第一章 《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 “概述”为例, 作者在不长的

篇幅中, 企图归纳这一时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的规律和特点。然而, 在这些领域

中, 当代学者已经有了现成的研究成果, 其水准已大大超越前人, 但 《研究》的作者

却不闻不问, 非要自己撰写低水平的 “概述”, 引用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资料,

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如 《隋唐五代编》第一章的 “概述”, 理应按照主编的规定

叙述当时的 “疆域和行政区划”, 但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而在资料中引的一些史

料根本说明不了隋唐五代的疆域, 行政区划更无法说明。说句不客气的话, 作者自己

也弄不清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参考或引用一些历史地理著作中现成的内容呢?

例如, 关于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疆域政区、人口迁移、经济开发等领域, 历史学界

和历史地理学界已有不少新著发表, 作者如能采用, 肯定要比现在那种 “概述”的水

平高不少。

以后各章中的“概述”则是关于各人口现象的理论解释。如在 《上古至秦汉编》第

二章的 “概述”中, 作者论述 “人口数量增减变化与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一主

题时, 引用了所谓 “史籍记载”的 “禹平水土为九州, 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

二十三”之类出自皇甫谧 《帝王世纪》的荒唐之言。对于诸如东汉时期的人口数, 也

是不加辨别随意引用。编者自称 “在我们辑录本章有关资料时, 亦将古代及近现代的

学者对一些有争议的人口数字,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看法的意见, 依其原样, 原封

不动地进行辑录, 姑妄存之, 以利于进一步对这些数字和意见进行辩正。”(第 52页)

作为辑录资料是可以的, 但在编者的所谓 “研究”中, 对前人认为明显有误的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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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说明地随意使用, 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一般准则。

对于前人成果的忽视和对于所有人口数字的轻信, 同样反映在其他各篇中。《隋唐

五代篇》第二章 《人口数量》对唐代 “人口数量变动的特点”的概述, 居然就是将正

史中的户口数罗列一下, 却没有提出任何稍具数量概念的结论或估计。如果作者自己

没有这样的能力, 对数十年来各种论著中有代表性的意见, 如杨主编在 《总论》中提

到的几种著作总该列举一二吧! 这样的资料罗列也能算是 “研究”吗?

再以专家评审中颇得好评的 《明代编》为例, 作者在 “明朝各个时期人口数量的

变化及其特点”一节中说: “《明实录》各朝代所记载的户口数字, 仍是我们今天研究

明朝人口最基本、最重要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 可以分析明朝人口数量变化

的特点。”(第 908页) 作者并不知道, 何炳棣早以充足的论据有力地证实, 明代中后

期的人口数, 已在很大程度上转为对全体人口中部分人口的统计, 以后更转化为对一

种基本不变的纳税单位的统计。凭借 《明实录》中的人口数据大谈什么明代人口变化

的特点, 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 《明实录》所载人口数并没有反映明代人口的增长, 所以, 明代后期的全国

册载人口要比实际人口少得多。万历年间的册载人口并未比洪武时期的册载人口有多

少增加, 但就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被学术界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最多的地

区来说, 册载人口则有大幅度的减少。这一数据完全不能支持主编先生关于资本主义

萌芽促进人口发展的理论。所以, 尽管 《明代篇》在第一章第六节列有 《资本主义萌

芽》的标题, 但在有关人口现象的 “概述”中, 却不见将 “萌芽”与人口现象联系起

来。如果硬要加以联系的话, 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清代篇》的主编对于清代人口史的研究背景也是同样陌生。如他在陈述 “清代人

口数量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主题时说: “清代人口统计口径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个是

顺治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的人丁统计法, 即只统计当时全国 16- 60岁的男性; 第二阶段

从乾隆六年至清末, 统计对象为全国所有人口, 时称 ‘大小男妇’。”(第 1070页) 如

果他认真阅读过何炳棣的著作, 断不会将清代前期的 “丁”作如此解释。这一解释是

清代人口史学研究的倒退, 建立在这一解释基础上的任何分析都是没有学术意义的。

在该书做得最好的《民国编》中,其有关人口数量变动的“概述”也未对资料进行认

真的鉴别,该篇的“研究”也是失败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其他各篇的情况一一加以

说明。看来, 主编在《总论》中所说按照历史记载的原样记录数据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变

成了按照历史记载的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的方法了。这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

三

再来谈谈其他部分的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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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人口分布》为例, 人口分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密度。先不论在各时点人

口数字未予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论述人口的密度, 仅就现存状况而论, 编辑者至少要对

历史时期各政区单位的面积作出精密的测量, 而后再除单位人口。遗憾的是, 编辑者

不愿做这样吃力的工作, 而是照抄梁方仲书中的人口密度数据。梁氏当年使用的数据,

或引用 20世纪 30年代劳干的数据, 或系中山大学地理系据顾颉刚等编校的 《中国历

史地图集》用方格求积法测算得来。近几十年来,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已经取得了巨

大的进展, 求积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编者完全可以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 《中

国历史地图集》重新测算历史时期各政区的面积, 而不必引用过时的资料。对于一些

根据谭图作出的成果, 作者也是知道的, 但不知什么原因却不愿直接引用。如两汉的

“人口密度”表都采用梁方仲书中的, 而梁书的面积是劳干的数据。葛剑雄 《西汉人口

地理》和 《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有两汉人口密度表, 面积据 《中国历史地图集》测算,

自然比梁表精确, 编者却不用。如果编者认为葛著的质量不高, 完全有选择的理由, 但

在概述中却又说: “人口密度较高的为济阴郡和甾川, 每平方公里达 261人和 247人之

多。而人口数量和密度最小的则是江南未开发的地区和西北、东北、西南边区地带,⋯⋯

如位于今广西东部的郁林郡, 人口数量仅 7万余人, 每平方公里只含 0. 5人左右。”

(第 70页) 作者没有注明出处, 但肯定不是来源于梁书, 读者不妨比较一下:

梁表有关数据 葛书有关数据

济阴郡 223. 2 261. 95

甾川郡 158. 7 247. 85

郁林郡 0. 6 0. 56

结论不言自明。同一类的问题在别处也有所见, 如在同编第五章 《人口死亡》的概述

中, 作者说: “到公元 57年, 经 21年时间休养生息, 人口才恢复到 3 100万, 可见光

武统一时, 全国人口确实已降到了 3 000万以下。”(第 125—126页) 但在第二章 《人

口数量》的概述中只引用了 《后汉书·郡国志》注中该年为 2 100万余的数字。而 《中

国人口发展史》第 119页早已指出: “东汉初的建武末年应该有 3 048万, 而不是户口

数上的 2 100万。”不过说作者都不注意新成果也未必, 如在这个表格一个不重要的地

方, 即在东汉桓帝永泰二年的 50 066 856这一数字的出处 《帝王世纪》下注了 “《中

国人口史》一书认为 《帝王世纪》引文将 ‘口五千六百三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写

成 ‘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写掉了 ‘百三十六’四个字”。在不说明出处的概

述中可以采用别人的成果, 而在注明出处的资料中却不用这样现成的成果, 而要用自

己也不采用的内容, 或者只采用别人的不重要的改正, 这种治学态度实在令人费解。

至于说到各篇均设的 《人口迁移》一章, 我们于 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简明中国移民史》后, 又于 1997年出版了六卷本 《中国移民史》, 这两部著作中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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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各种人口迁移资料, 大大超过 《研究》一书的内容, 故不再置评。我们

也注意到, 主编在 《总论》所列书目中, 并没有包括我们所著并于 1993年底由福建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不见为不知, 我们不想对编者有过多的苛求。我们想指出的是,

这部分内容编辑也存在错误。有的资料, 编者根本没有看懂原意, 就糊里糊涂地编入

书中。如 《汉书·地理志》中 “定襄、云中、五原, 本戎狄地, 颇有赵、齐、卫、楚

之徙”, 所指是秦朝及西汉对北部边疆的移民, 作者却将它放在西周、春秋、战国部分

(第 101页) , 大概将赵、齐、卫、楚当做春秋时的诸侯国了。

关于各篇均设的 《人口死亡》一节, 大体分为战争死亡、灾荒死亡、瘟疫死亡和

杀婴四个部分。关于战争中人口死亡的问题, 一般的历史工作者可以详细地阅读中国

通史或各断代史、战争史的有关书籍。关于灾荒死亡, 则有多种灾荒史的研究著作可

供参考。至于瘟疫对人口的影响,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

国的历史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就我们已经完成的几篇论文来看, 所涉及的资料远远

不是 《研究》一书所能涵盖的。关于杀婴, 正史和官书中的史料太少了, 研究者断难

从此得到很多的帮助。

至于各篇均列的人口政策、人口构成、少数民族、人口统计与管理、婚姻与家庭、

人口思想各章内容, 我们不再一一评述。至于其中存在的大量错误, 也不是一篇书评

所能完成的。其中大量的错误在于编者并未读懂原文, 如 《上古至秦汉编》第六章

《人口政策》第五节 《西汉的人口政策》中 “休养生息”的第一条就是: “汉王屯荥阳,

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第 164页) , 连老弱和未成年人都征召入伍了, 还能

说是 “休养生息”吗? 又如同章中第一节 《上古的人口政策》引了一条 《尚书》中

《周书·梓材》中的资料: “已! 若兹监。惟曰: ‘欲至于万年惟王, 子子孙孙永保民。’”

出处注着 “(屈万里: 《尚书》, 《周书·梓材》)”(第 155页) , 不知何意; 而将这条资

料列为 “增殖”, 说明编者根本没有弄清原意。同页列入 “养老抚幼”的一条更奇怪,

不妨照原样抄下: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 (帝尧详问民患皆有辞怨于苗民清问马

云清讯也)。( 《尚书》卷十二 《吕刑》)”编者根本没有断句, 大概他自己也没有读通。

括号中是 《尚书正义》的注本, 不加断句更不知所云。如果编者真要按括号中的解释,

那就是: “帝尧详问民患, 皆有辞怨于苗民 (今译: 帝尧很详细地询问百姓有什么不满,

大家都对苗民表示怨恨)。‘清问’, 马云: ‘清讯也’。”最后两句中, 马是马融的简称,

这是他对清问的解释。这一段话与 “养老抚幼”有什么关系? 莫非编者见到 “鳏寡”两

字就望文生义了吗? 正如编者见到 “子子孙孙”就理解为人口增殖一样? 又如西汉的

少数民族部分将 《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资料完全照抄, 以至安息、大月氏、大夏、条

支、康居、奄蔡都照录不误。但这些国家或民族都已在西汉疆域之外, 与西汉的人口

有什么关系?

撇开各章中的错误不讲, 大体说来, 编者采用的是举例子的方法, 每个部分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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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条史料。与专门的著作相比, 这些资料显然是太少了。研究者并不足以据此作出

有分量的成果来。相反, 如果有初入专业者按照《研究》编排资料的方式从事研究, 就

会发现从上古至清末, 除了人口数量外, 其他人口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只读

这本 “著作”所列资料, 并企图从中提炼出有关中国人口发展的理论或观点来, 是不

可能的。因为, 在我们看来, 除了 《民国编》以外, 其他各篇都不是以专业研究者为

对象的。

说到这里, 我们还想指出, 《研究》一书所附历史地图, 除了民国一幅注明出处外,

其他都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改编的, 难道编者还有能力自己编绘历史地图? 这些地图

显然是根据现成的地图抄袭简化的, 可是却不懂编绘历史地图最基本的常识, 没有一

幅注明标准年代, 这样的地图对研究历史人口有什么参考作用? 《中国历史地图集》各

册到 1988年就全部出版了, 老老实实加以引用或简化, 必要时就再请教一下内行, 不

是更好吗?

最后,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 《研究》一书中的错别字可以用惊人两字来形容, 随便

翻翻都能发现不少。如 《册府元龟》的 “册”字, 在 29页上错为 “卅”, 在 49页上有

四处全部错为 “州”。“赐”应该是常用字, 很多地方竟印成了 “ ”。诏书之 “诏”多

次错为 “昭”, 陵县之 “陵”错为 “林”, 始元六年之 “元”错为 “示”, 冻国栋 (一书

作者名) 之 “冻”错为 “陈”, 《西汉会要》之 “会”错为 “尝”, 蒙遗德之 “德”错为

“片”等等, 实在不胜枚举。这样的资料谁还敢参考引用?

四

在该书各编中, 《民国编》的编纂显得不同凡响。除了编者在 “概述”中过于轻率

地使用未经辩正过的人口数据外, 该篇对资料搜集的完备程度, 远远超出了同类的著

作。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民国时期有相当一批记载有民国人口数据的县志为其忽

略, 其中不乏一批极有价值的人口调查资料。如果能够遍收这类资料, 《民国编》的内

容就会更加丰满。

古代各编的编撰何以与 《民国篇》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仔细阅读编者的名单, 就

会发现其中的奥秘。我们注意到, 《研究》一书各篇的编者大多是人口学、经济学方面

的研究人员。尽管其中大多数编者具有高级或中级职称, 但他们的专业本不在于此。也

就是说, 这部著作的古代部分基本上是由一些非专业人员编撰的。除了个别编者以外,

大部分编者从未从事过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 在专业杂志上, 也从未读到过他

们的论文。就是主编本人, 我们也未读到过他有关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因

此, 要求他全面把握中国古代人口史资料的编纂,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部书的古代

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价值的话, 只能说它显示了一群非专业人员涉足其他专业时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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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勇气。

《民国编》的编辑要比古代部分好得多。这是因为, 民国时代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时

代, 在资料的搜集上, 不存在古代史中常见的专业困难。参与编辑工作的学者对这些

资料原本就比较熟悉, 主编杨子慧先生本来也就是民国人口史方面的专家。与中国古

代人口史相比, 人口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人口史研究相对薄弱, 这一切, 都是 《民国

编》的资料搜集能够超越前人的基本原因。或许可以说, 《民国编》是专业工作者劳动

的结果, 而古代各编则是非专业工作者 “玩票”的产物。

很显然, 这一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 这样一部不合格的著

作怎么能够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查和鉴定? 仔细阅读书首所列各位专家意见, 发现除

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学术委员会所作评审外, 其他四位专家有两位是本所的人口

学家, 外请的二位评审委员中没有一位人口历史学家, 虽有历史学家介入其中, 但也

不是从事人口历史研究的专门家。毫不客气地说, 这些评委和人口所的学术委员会所

作出的学术鉴定, 完全是非专业化的, 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如专家公认此书为 “大

型系列专著”、“大型专著”、“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 甚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评审意见也称此书为“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这

是很不严肃的, 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 书中的主体资料是辑录的原始资料, 而

概述部分除了编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连

作者都承认是一种 “编著”。且不说此书的质量如何, 即使就学术规范而言, 此书也不

能归入 “学术专著”。

此书评审于 1995年, 此前赵文林的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的 《中国人口发展

史》早已出版, 两书的论述范围都是从古至今的, 即使学术质量都不如 《研究》一书,

至少也不能称它为 “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 人口所学术委员

会的专家们莫非根本不知道外界的出版情况?如果知道, 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呢?人

口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还说: “该书研究工作是在对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的, 不存在著作权争议问题。”言下之意, 书中论述的结论都是作者自己根据 “数据资

料”分析研究出来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前面已经指出, 概述部分主要是归纳别人

的成果, 而采用别人的成果又不注明出处的地方很多, 包括书后所附的历史地图。真

要讲著作权的话, 笔者就可以指出此书的侵权行为。

如果真要将 《研究》算作研究专著, 作者们还要作许多工作。这是因为, 资料和

研究本来是两个概念。当然, 资料汇编不能没有研究, 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抄录, 而

且在原始资料很多不可能全部收录的情况下, 确定取舍、详略的标准和选录的过程就

必须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但资料汇编毕竟不同于研究, 一般说来, 作者不必对资料

本身负责, 只要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主要的注意事项就可以了。研究就不同了, 研

究者必须对他所采用的资料加以判断和说明, 至少不能是简单的资料排列, 对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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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原始资料中的错误都应该指出并加以详尽的说明。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

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未全部完成的遗稿, 尽管梁先生对编纂的数据作过深入的研

究, 但他还是将这部书定为资料汇编, 在 《内容凡例》第 11条中他声明: “本书作为

参考工具书性质, 宜尽量提供材料, 但求详备, 不嫌毛举。诸凡数字的核对, 史实的

考异, 以及专名诠释、版本校勘等, 均于附注中记明。材料的不同出处, 亦于 ‘资料

来源’栏中备列。”作为一部资料汇编的工具书, 此书是当之无愧的, 所以出版以来备

受好评。至于一些学者将此书当成研究历史人口的现成数据, 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 那

是没有明白梁先生的本意, 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相反, 杨子慧先生主编的 《研究》一

书, 名为“研究”, 却没有对资料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研究。与梁方仲先生的著作相比,

《研究》一书作为资料汇编也没有合格。

同样, 评审意见之三称此书为 “迄今唯一的断代史类的人口学术著作, 填补了我

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空白”。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谓 “断代”就是分朝代或分阶

段, 此书明明是自古至今的。如果一定要将 “断代史类”解释为在一本书的内部分朝

代或阶段论述, 那么大多数通史都是这样处理的, 学术分类上也没有 “断代史类”这

样的名称。如果是指前者, 葛剑雄的 《西汉人口地理》出版于 1986年, 是国内外公认

的第一本中国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此后还有好几种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问世。如

果是指后者, 《中国人口史》和 《中国人口发展史》都是按时代划分的。我们有把握说,

凡是 《西汉人口地理》已经涉及的部分, 《研究》一书没有哪一方面能够超过, 相反,

基本质量远不如十年前出版的 《西汉人口地理》。这能算填补空白吗?

评审意见之五对 《明代编》的评价中有 “由于明代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

故其研究价值也非常重要”一句。如上文所述, 除了主编在 《总论》中有一句提及此

题, 作出一个相当大胆的理论假设, 且 《明代编》的编者在这一标题下列了十几条有

关明代商业、手工业的资料外, 并不见有其他更多的论述。这一评价真不知从何谈起。

此书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不知有多少, 评委却称颂为 “文字表述准确生动”, 不知

他们真正看过没有?

至此, 我们已经大体明白, 一群主要由非专业人员编撰的并由非专业人员鉴定通

过的 “著作”是如何问世的。也许正是因为主编者缺乏专业水平, 以至将外行所作的

“专家评审意见”列于书首, 才使我们多少可以揣想, 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通过评审并

得以出版的秘密。

　　　 〔作者葛剑雄, 1945年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曹树基, 1956

年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仲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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