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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研究

——以京师、福建和江西为例

曹树基

　　内容提要: 在假定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城坊、乡里的增加或归并速度是一致的前

提下, 根据明代中期的坊里资料, 就可以推算出明代初年的府、县治城市人口。本文的

研究表明: 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 , 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区的府治城市大约有 1—2 万

人口, 普通县治人口大约为4 000人, 少数大县县治城市的人口接近普通府城, 可能达

到9 000人。人口稀疏区的府、县治城市人口较少。从总体上看, 普通府、县治城市人口

的多少与当地总人口的多少成正比, 但却不与区域人口的总量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

明代初年东南地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府、县治城市体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绝

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和少部分非农人口构成社会稳定的基本框架。普通府、县治城市是

区域的政治中心, 故各类城市人口数量的差别并不明显; 普通府、县治城市又是区域

的经济中心, 因此, 各地区城市人口比例的高低可以大致反映各区域商业发展的程

度。

一、引　言

在明代城市史的研究中, 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大的政治中心或商业中心, 如南京、

北京、扬州、淮安、苏州、景德镇等, 或者集中于江南市镇, 如盛泽、同里、南翔、南浔等。研究者在

有意无意之间, 忽略了介于上述两类城市之间的, 并非大的商业中心的普通府、县治城市。对于

这类城市的人口、社会结构及其他事项, 我们几乎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而对这类城市人口的

了解, 又恰恰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各区域城市化水平作出估测的基础和前提。

在以往的研究中, 城市人口往往为人所忽略。既使有人注意到城市人口的重要性, 但在研

究中也常常因所用方法不当而造成错讹。如韩大成先生对洪武时期京师 (南京)城市人口进行

估计时, 就漏记了卫所军人的家属。① 如果考虑到卫所人口的特殊性而不把他们计入城市人

口, 也应有所说明。傅崇兰先生对运河城市人口的估计, 常根据城市里数来进行推测, 他所依据

的标准, 是政府有关里甲人口的标准编制, 即 110 户为一里。实际上, 明代初年除移民里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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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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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地区的编里并不是按照标准编制进行的。① 里甲与户, 在里甲设立之始, 就没有严格的

数量对应关系。

为避免上述弊端, 笔者在进行每一个城市人口的估计时, 将考虑军卫人口及其家属的数

量。以三分戍守, 七分屯种的比例进行计算, 一所军人1 120名, 一卫军人5 600名, 合家属分别

应为3 360人和16 800人, 其中各分别有三分之一居住于城中。对于城市民籍人口的估算, 笔者

曾尝试采用通过测算城墙长度的方法来测算城市中的人口。这一做法的依据有二: 其一, 一定

量的人口总是居住在一定长度的城墙里; 其二, 东南地区许多城市的城墙兴建 (或重建)于明代

初年, 明代中期为防倭寇, 大批未设防的城市纷纷兴建城墙。如果我们能在城墙的长度与城市

人口之间找到一定的数量关系, 就可以通过各地城市的城墙长度来测算城市人口。

以丹阳为例,“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内犯, 知县陈奎始筑内城, 周回九百七十九丈, 径三百

三十三丈, 高二丈二尺”; 次年, 倭寇又来犯,“突犯河庄城下, 内城既筑, 市民遗于外者十之七,

居人患其隘”。于是政府于城外增修土城,“周回九里十三步”②。这一叙述充分说明了城市居民

与城墙的关系, 但“周回九里十三步”却令人生疑。因为, 有许多地方的城墙长度与此相同, 或写

作“九里三十步”、“九里一百三十步”。③如在相邻的丹徒县治京口城 (今镇江市) ,“正德志城周

九里有十三步”, 可是光绪年间的测量则有“十二里四十八步”④。京口城最早筑于三国孙吴时

代, 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以元帅耿再成守镇江, 依旧址重建, 洪武元年砌以砖石。因其为砖墙,

故至光绪年间, 仍可觅其旧址。光绪年间的测量不会发生错误。问题在于, 为何正德年间的地

方志仍称该城为“九里十三步”? 类似的记载令人怀疑丹阳县的城墙长度是否真实。

如果有足够多的记载, 并根据现代的测量, 对明代城墙的长度进行分析、比较, 或许能找到

城墙与人口的关系。但是, 这类记载实在是太少了。这就迫使笔者不得不另觅其他的方法来进

行城市人口的估测。

除了若干有具体资料记载的城市外, 绝大部分普通府、县治城市是没有人口记载的。对于

这批城市, 本文用于分析的基本资料是明代中后期各地地方志所载的城坊和乡里数。明代初年

的此类资料已无从查获, 而明代中后期的坊里数, 却不具备人口编查的意义。因此, 笔者假定从

明代初年至明代中后期, 各地的城坊和厢里大致是按相近的比例增加或归并的。因此, 明代中

后期各地城坊和乡里的比例, 可以大体反映出明代初年城市与乡村人口的比例。这一假定, 在

绝大部分地区是适用的, 但在一些明代中期城市化高度发展的地区, 如若干运河城市, 则不适

用。笔者尽可能地区别不同的情况, 以此为前提, 以府为单位, 根据同时期的分府人口, 求出该

府、县治城市的城市人口。

之所以将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 或二十六年 (1393 年) 确定为进行明代初年城市人口分

析的标准时点, 是因为在明代 276 年的时间里, 只有这一个年份的人口数类似于当代的人口普

查。在一项名为《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中, 笔者已经重建了这一年份各区域的分府人口。本文之

所以选择京师、福建和江西三地作为研究对象, 更多地是出于资料上的考虑, 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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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光绪《丹徒县志》卷 3《城》。

在南直隶江苏境内, 据我所见, 至少有仪征、宜兴、宝应、海州等县城就是同样的长度, 浙江的嘉兴府城、平湖县的乍
浦城、诸暨等城皆是。

光绪《丹阳县志》卷 4《城郭》。

关于这一观点, 可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第三章的有关内容。该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199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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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师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

(一)对有关资料的说明

常州府。《毗陵志》卷 3《乡都》共记武进县有 89 个都, 6 个城厢。而在天顺《大明一统志》中,

武进县有 408 个里, 与《毗陵志》所载“都”数相距甚大。这说明《毗陵志》中所记户口单位仅到

“都”一级, 都下有里。

嘉靖《江阴县志》卷 2《坊厢》称:“国朝乡统都, 都统图, 如宋制。南北厢易为坊, 乡有十七,

都五十, 图三百七十四, 坊三折为九。”又称:“坊曰顺化, 统图四; 曰太宁, 统图三; 曰来昭, 统图

二。总四境三百七十四里。里为图, 图统于乡都者三百六十五, 而在城之九图, 虽立为坊, 而其

实乡之地也。”据此可知, 在常州府,“图”即是“里”, 图统于乡都。“坊”与“都”相似, 其下辖图。由

此看来, 武进县的 6 个城厢中也应辖“图”, 可惜《毗陵志》没有记载到这一级。如果按照江阴县

一坊辖三图的规模, 武进县的 6 个城厢可能辖有 18 图。

淮安府。万历《淮安府志》卷 3《建置》分别记载淮安府附郭县山阳旧城四隅编 11 图, 新城 8

个关厢坊编 24 图。新旧两城共编 35 图。分乡记有 80 图。在天顺一统志中, 山阳县共辖 101 里

(图) , 少于万历府志所载城图和乡图的总和。就一般情况而言, 明代后期的里图少于天顺年间,

山阳县的例外可能由新城编图所造成。淮安新城建于元代末年。战争中的城居人口不会很多,

新城所辖 24 图, 应是明代中后期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增设的。如此, 在讨

论洪武二十四年城图和乡图的比例时, 对新城之图不加以考虑。

隆庆《海州志》卷 1 称:“海州初编为一百一十六里, 后并为六十里者, 以逃亡故也。”查各都

里数, 除在城坊外, 其余 7 都皆有大批并里。因海州城坊与乡里的归并不一致, 故用归并之前

“初”的里数。在天顺一统志中, 海州辖 93 里, 介于“初”和万历之间。

徽州府。弘治《徽州府志》卷 1《厢隅乡都》称歙县:“洪武二十四年编户二百八里, 关厢一十

八里, 乡都一百九十里。”天顺一统志记为 215 里, 仅比洪武之数多 7 里。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

婺源。唯有休宁县的记载令人生疑, 府志记为 4 隅 160 里, 一统志记为 205 里, 相差颇多。原因

在于休宁 4 隅不是“里”、“图”级的单位, 其下当辖有若干里。此因资料缺乏, 暂不讨论。

应天府。弘治《句容县志》卷 1 中没有关于城市坊的专门记载, 却称:“廛里坊在县治东南隅

石井街内, 分多福、崇善二里。”类似记载中提及的里名合计有 6 个, 说明句容城中至少编有 6

里。同书还记句容有乡里 173 个。在万历《应天府志》卷 19 中, 句容县城有 4 坊: 东南隅、西南

隅、东北隅、西北隅; 乡十六, 里二百一十四。这一记载中的“坊”与“里”似乎不是一个单位, 隅中

可能还辖有“里”。因此, 尽管天顺一统志中句容县的里数为 251, 与府志的记载接近, 但考虑到

府志对城市里的缺载, 分析中不采用万历府志中的里数, 而以县志为准。

至于万历《应天府志》所载溧水、溧阳二县的城坊各为 8, 六合城里为 2, 在无法用其他资料

辨别的情况下, 姑且引之。从与句容及江宁、上元等县的比较来看, 溧水等三县似乎不存在对城

市里的低估。

凤阳府。成化《中都志》卷 4 称:“坊市街巷乡村都保镇店附坊, 邑里也。易演义曰:‘坊, 方

也, 言人所居之里, 以为坊也。’”然而, 细读该志卷 1, 其中所载之“坊”不象编里, 而是牌坊, 或

是街道。如凤阳, 全县仅有 36 里, 城中却有 104“坊”。只有“临淮县”条下记有“隅”数, 却不知

“隅”下是否辖“图”或“里”, 故弃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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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里和乡里

在经过对南直隶地区有关城坊乡里记载的订正后, 表 1 中列举了若干府县的城市坊和乡

村里的数据, 并对各城市人口作出估测。

表 1　 洪武二十四年京师若干府、县城市人口的估测 人口单位: 万

城市 总里数 城里
百分比

(% )
乡里

百分比

(% )

民籍总

人口

城市民

籍人口

县城平均

民籍人口

城市军

籍人口

常州府 7716

武进 (府城) 408 18 414 390 8516 2317 110

江阴 374 9 214 365 9716 2113 015

徽州府 596 5912

歙县 (府城) 208 18 817 190 8113 1717 115 015

婺源 128 8 613 120 9317 1317 019

祁门等 4 县 260 0 2718

池州府 101 1919

贵池 (府城) 39 4 1013 35 8917 717 018

青阳县 14 2 1412 12 8518 218 014

铜陵等 4 县 48 0

宁国府 487 27 515 460 9415 5312 212

宣城 (府城) 216 6 218 210 9712 2316 017

南陵等 5 县 270 21 718 249 9212 1916 115 0130

淮安府 717 7414 111

山阳 91 11 1211 80 8719 914 111

盐城等 6 县 449 23 511 426 9419 4616 214 0140 015

清河等 4 县 177

扬州府 413 68 1615 345 8315 7316 1211

泰兴 104 8 717 96 9213

高邮 96 6 613 90 9317

兴化 74 26 3511 48 6419 615 213

宝应 34 4 1118 30 8812

通州 84 22 2612 62 7318

海门 21 2 915 19 9015

句容 173 6 315 167 9615

溧阳 218 8 316 210 9614

溧水 112 8 711 104 9219

六合 19 2 1015 17 8915

仪真 14 2 1413 12 8517 015

海州 116 3 216 113 9714

资料来源: 成化重修《毗邻志》卷 3《乡都》; 弘治《徽州府志》卷 1《厢隅乡都》、卷 2《户口》; 万历《淮安府志》卷 3

《建置》; 万历《应天府志》卷 19; 弘治《句容县志》卷 1; 嘉靖《江阴县志》卷 2《坊厢》; 隆庆《仪真县志》

卷 1; 隆庆《海州志》卷 1《图里》; 成化《中都志》卷 1。军籍人口数据《明史·兵志》军卫数折算, 下同,

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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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区域中心城市

在讨论普通府、县治城市之前, 先谈谈人口较多的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不

为表 1 所包括。

京师 (南京)。对于洪武时期京师城的人口数量及职业结构, 我已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

《明时期》①中作了详实的考证。概括地说, 洪武四年, 应天府报告说, 南京城中的民户和军户合

计为23 463户, 大约有 10 万人口。至洪武二十四年, 南京城中及郊区的居民大约有 100 万, 只

是其中有若干卫所的军人及其家属并未住在城内, 估计城市在籍人口可能达到 70—80 万。若

加上流动人口, 如国子监的学生、轮班的工匠和商人等, 则南京城市居民的总数可能达到 90—

100 万人。

苏州府城。洪武年间的苏州城市人口, 有正德年间的记载可供分析。王鏊在其所著《姑苏

志》卷 14《户口》中说:

历观户口减耗, 唯唐宋初年为甚。时更大乱, 非死而徙耳。若国初户数与元末略

等。盖张氏据吴, 务诱其民多归之, 及天兵入城, 不妄戮一人, 故虽更乱犹故也。百余

年间宜乎倍蓰, 而所登不满十万, 则有由矣。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 艺者作役, 富者迁

实京师, 殆去十之四五, 近年则又不能无脱漏及流徙他境耳。

这一段话有两层含意: 其一, 洪武时期苏州的人口与元末相等, 是张士诚据吴时招民所致;

朱元璋攻下苏州, 并未屠城, 苏州人口未因战争而受损。其二, 从洪武至正德, 时间过去百余年,

人口增长可以倍计, 而册籍记载的户数不满十万。究其缘由, 是洪武以来人口大量流失所致, 其

中匠户外出和富户迁居京师就占人口之 40—50%。只是, 到底这里所说的“所登不满十万”到

底是指户数, 还是指口数? 到底是指苏州府, 还是指苏州城?

从引文中“若国初户数与元末略等”一句来看, 这里指的是“户”数而不是“口”数。从“天兵

入城”一句看, 此数据似指苏州城中户数。据万历《明会典》卷 19, 弘治四年 (1491 年)苏州府的

在册户口为535 409户, 2 048 097口。弘治十六年户数增至582 000户, 口数基本不变。以所辖七

县一州计, 每县平均户数不足 10 万, 每县平均口数则可达到 20 余万。由此看来,“所登不满十

万”应当是指户数, 而且是指苏州城中的户数。至于苏州城中的户数如此之少, 王鏊并不认为是

统计数字的错误, 而是洪武以来苏州人口的外流所引起, 其中匠户外流和富户迁实京师 (南京)

是外流人口的主要部分。

“所登不满十万”的意思应当是 5 万户以上, 10 万户以下, 取其中数, 即以 715 万户计, 正

德年间苏州城的人口合计约有 38 万。苏州城中的外流人口甚多, 百余年来人口的自然增长最

多与外流人口相抵销, 估计洪武大移民前的苏州居民至少有 6 万户, 约 30 万口。

在洪武《苏州府志》卷 10《户口》的分县户口数中, 洪武四年和洪武九年苏州附郭县吴县的

在册口数分别为245 112口和285 247口, 长洲县分别为356 486口和380 858口, 合计约为 60—

66 万口。其中, 苏州城的人口约占半数。

太仓州城。元代及明代初年的太仓是作为漕粮北运的起点,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是在

元代末年的动乱中, 太仓成为豪酋方国珍与张士诚争夺的重点。双方的争夺导致太仓城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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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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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死亡。嘉靖《太仓州志·序》中说:“时民心未附于张氏, 伪将囗吕珍守囗子桥, 筑营浚濠,

缘漕民倪蓬头结党, 方氏大破张氏军, 戮士卒五千人, 惟吕珍固勇护生, 被数枪。时太仓千门万

户俱成瓦砾丘墟矣。方氏退兵, 伪将高智广、浦万户、刘千户始筑城以御之, 招流民以复业, 市之

方 (坊)厢亦不下一万余户”①。历经战争破坏, 太仓城还能聚有一万余户居民, 约合 5 万以上的

人口, 战前人口应当更多。同一记载说:“至正丁未, 皇明隆兴, 丞相魏国公徐达总大军困张士诚

于苏州, 势若泰山之压鸟卵。张氏守太仓将士登海船悉遁。市隅耆民赉官印从降丞相麾下。丁

未夏, 嘉定伪官张让乌合人民以应张氏, 藉刀牌千户刘百潮遣三百余人越张泾, 一战大破, 斩首

从千余级, 溺死者不可胜数。”大批太仓当地的老百姓被卷入其中。因此, 战争中的死亡者就不

仅仅是朱部或张部的军人, 也包括这些无辜的人民。周忱指出:“忱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

洪武年间, 见丁授田十六亩, 二十四年黄册原该六十七里, 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造

册, 止有一十里, 一千五百六十九户, 核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 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

数。”② 以每户 5 人计, 洪武二十四年太仓城仅有45 000人。加上太仓、镇海二卫城居的军人及

其家属约 111 万人, 合计不足 6 万人口, 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四)普通府、县治城市

据表 1, 就洪武时期京师地区的一般府、县城市人口,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 明代初年的苏南是人口的密集区, 这一区域的普通府城人口可以常州城为代表, 大

约为 1 万人。即是说, 镇江、松江二府府城的人口可能分别为 1 万人左右。池州、徽州、宁国、淮

安四府各府城人口大体为 1 万人左右。其中宁国府城人口最少, 只有 017 万, 徽州府城人口最

多, 达到 115 万。同处皖南山区的宁国、徽州两个府城, 合计民籍人口为 212 万, 平均每个府城

仍为 111 万, 与京师地区府城人口的平均水平相同。对于宁国府城来说, 相邻的徽州府城和南

京城构成对这一区域人流和物流的吸引, 所以, 宁国府城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从区域人口和

经济发展的水平看, 苏南地区的府城人口理应更多一些。但是, 这一人口的密集区域分布着两

个庞大的区域中心城市: 南京和苏州。在区域经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 其他府城的

人口就不可能太多。

其二, 婺源县是徽州府属之大县, 就里数而言, 祁门、黟县、绩溪三县的里数总和不及婺源

一县。因此, 婺源县城人口多达9 000人, 并不是徽州府属县城人口的平均水平。从其他各府情

况看, 普通县城人口的数量约为4 000左右。

以婺源县的情况作一参照, 估计苏州、松江等府的县级城市人口也可能达到9 000人左右

的规模。而在苏南西部各府属县, 县城人口的数量可能要少一些。

仪征的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仪征也称仪真, 南临大江, 东有运河沟通扬州, 历来就是淮南盐

运的重要枢纽。洪武初年, 明政府将负责盐税征收的淮南批验所设于瓜洲,“掣盐渚上, 冠盖络

绎, 商贾繁盛, 居民殷阜, 第宅蝉连, 甲于扬郡”③。洪武十六年, 根据兵部尚书单安仁的建议, 移

建批验所于仪真县南的一坝、二坝间, 隶属两淮转运司。从此, 仪真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嘉

靖年间, 这一城市人口可能达到数万人的规模。只是需要指出的是, 洪武二十四年仪征处于城

市发展的初期, 土著居民甚少, 即使因盐税征收而成为著名的商埠, 大量的商人及其他外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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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嘉庆《瓜洲志》卷首《凡例》。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载程敏政编《皇明文衡》卷 27,《四部丛刊》本。
嘉靖《太仓州志·序》。本处所引为天一阁影印本,“一万”二字漫漶不清, 此据残迹判读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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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未必能够编入洪武二十四年的当地里甲。

兴化的情况也很特殊。在京师所列各县中, 它的城市坊厢比例最高。计其城市人口, 竟多

达 213 万人。元代末年, 朱元璋攻下扬州, 得到的是一座空城,“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①。这 18

家居民指的是土著人口, 事实上,“其余皆流寓尔”, 说明外来移民已经迁入。傅崇兰以宋代扬州

城市与附郭县的人口比例推测洪武九年扬州府城有人口9 000, 与常州等城的规模相差不多。

只是, 由于滨海盐业和盐运业的兴起, 大批盐业人口集中于扬州府境之东部, 作为府城的扬州

地处偏西, 而兴化辖境辽阔, 有大批盐业人口聚集。这可能就是造成该县县城人口众多的原因。

通州城市人口比例甚高可能也是同一原因。此外, 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 通州一带少受扰

攘, 也可能是通州城市得以保全, 城市人口众多的原因。只是由于不详通州人口总数, 因此, 对

其城市人口无法作出准确的估计。

表 1 中有城“里”记载的地区共有3 263里, 其中城市里为 217 个, 城里所占比重为 617%。

以城市人口计, 若不考虑卫所军人及其家属, 在有人口记载的地区, 合计共有 27114 万人口, 其

中城市人口为 2311 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815%。

洪武二十四年京师地区的总人口为1 192万 (含军卫人口) , 其中京师 (南京城) 及苏州二城

人口就多达 130 万, 占 1019%。如果不将城市及郊区的卫所军人及其家属算作城市人口, 则京

师、苏州二城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为 617% , 京师地区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3—15%。

三、福建府、县治城市人口

(一)城里和乡里

本文对明代福建城市人口的研究, 主要依据弘治《八闽通志》卷 15 中有关“乡都”的记载。

只是需要说明的是, 福建的“图”相当于“里”, 我们的讨论主要以“图”为单位展开。兹以闽县, 即

福州府亦即福建省会的附郭县为例, 说明该书对“乡都”的记载格式:

左一坊、左二坊、左三坊上三坊各统图三、南津坊统图四。

凤池西乡, 在府城东南。旧名双桂乡, 有都尉、联荣、上仁、棠阴、崇贤五里。宋并

为崇贤里。崇贤里统图三。

凤池东乡在府城东二十里。⋯⋯

以下各乡记载略而不引。合而计之, 闽县所辖城中 4 坊共有 13 图, 凤池西乡由于未注明距府城

的里数, 使人感觉到它是一个郊区乡, 可作为城市辖图处理。实际上闽县所辖城市里为 16 图。

福州府城的另一附郭县侯官, 根据同一原则处理, 可知其城市里辖于桂枝乡, 共有 2 坊一厢, 合

计 9 图。福州府城 7 个坊厢共辖 22 图, 加上郊区, 共有 25 图。

也有不同的情况。如连江县宁善乡, 所辖钦平上里和钦平下里, 属县城里, 而同一乡所辖之

二十六都、二十七都和二十九都, 则距县城远达 25—100 里不等。对各县城市“图”的辨析, 除了

标明“坊”或“厢”的外, 主要根据所处置来判定。如永福县:“中和乡, 在县南三十步。宋元名通

北, 国朝改今名。宋、元及国朝有光德、高盖、官贤三里, 与今二里为五。今并为二。”它们是元辅

里和新丰里; 如建宁府建阳县, 共辖一坊十八里, 凡统图二百二十, 其县坊统图七, 同由里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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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太祖实录》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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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在县东一里许; 三桂里, 在县南一里许, 也是统图十。皆作为城市“图”看待。此类分析, 本节

不一一说明。

弘治《八闽通志》所记载的城图和乡图是弘治年间的图数。自洪武至此, 各地图数都发生了

一些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各地图数处于不断归并之中。以漳州府南靖县为例, 记载曰:

“旧辖二坊七里, 统七十二图。宣德年间省一坊, 各里所统图亦渐省。今见辖二十七图。”再如龙

溪县,“国朝分在城二隅, 附郭分三厢, 在乡为十五都。永乐间省一厢, 见辖一百五十二图”。假

定除泉州以外, 城坊和乡图的归并速度是一样的, 则这一比例可用来推测洪武时期的城市人

口。兹以府为单位, 将洪武时期福建各地的府、州、县城人口推测如表 2。
表 2　 洪武二十四年福建各地城市人口估测 人口单位: 万

城市
成化总

图数
城图

百分比

(% )
乡图

百分比

(% )

民籍总

人口

城市民

籍人口

县城平均

民籍人口

城市军

籍人口

福州府 620 66 1016 554 8914 4410 417

闽县 (府城) 126 16 1217 110 8713 910 112 119

侯官 (府城) 68 9 1312 59 8618 419 017

其他 8 县 426 41 916 385 9014 3011 219 0136

建宁府 855 76 819 779 9111 6510 518

建安 (府城) 143 6 412 137 9518 511 012 111

瓯宁 (府城) 192 15 718 177 9212 910 017

其他 5 县 520 55 1016 465 9014 5019 514 1110

漳州府 335 29 817 306 9113 4410 318

龙溪 (府城) 152 10 616 142 9314 2010 113 111

其他 4 州县 183 19 1014 164 8916 2410 215 0163

汀州府 249 49 1917 200 8013 2715 512

长汀 (府城) 51 9 1716 42 8214 611 111 015

其他 5 县 198 40 2012 158 7918 2114 411 0182 015

延平府 505 — — — —

南平 (府城) 93 — — — —

其他 5 县 412 53 1219 359 8711 4410 517 1114

邵武府 321 27 814 294 9116 2316 210

邵武 (府城) 170 9 513 161 9417 1215 017 014

其他 3 县 151 18 1119 133 8811 1111 113 0143

福宁州 135 — — — —

本州 (州城) 80 — — — —

其他 2 县 55 4 713 51 8217 719 016 0130

资料来源: 图数见弘治《八闽通志》卷 15—16。人口数见《中国人口史》第四章, 下同, 不一一说明。

说明: (1)福州府长乐县记为 25 都, 2 隅, 据万历《闽大记》改为 115 图, 理由详第四章。其隅数按此比例增至 9

图。

(2)建宁府松溪县记为 25 都, 无隅。松溪县的“都”与“图”不同, 且无城市“都”, 此略而不计。与此相应, 建

宁府的总人口不包括松溪县人口。建宁府分县户口见嘉靖《建宁府志》卷 12。

(3)延平府南平县缺城市图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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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区域中心城市

福州。福州是福建省会。从城市民籍人口的数量看, 不足 2 万, 但驻军却有 3 卫, 合计 17 个

千户所, 共有军人及其家属约 517 万人, 设其中三分之一驻于城中, 也几乎与城中民籍人口相

等。和洪武时期所有重要的省会城市一样, 卫所军人及其家属构成城市人口的主要成分。

泉州是一个衰落中的中心城市。宋元时期的泉州处于对外贸易极盛时期, 它是当时中国最

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明初, 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

朝残余势力, 一反宋、元时代积极提倡海外贸易的政策, 实行严格的海禁,“寸板不许下海”,“敢

有私下诸番互市者, 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 皆不许贩鬻, 其见有者, 限于三月销尽”①。元

代末年, 泉州的色目人赛甫丁等发动武装叛乱, 连年混战; 加上陈友定盘踞泉州, 连续多年的战

乱, 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更为严重的是, 战乱和海禁使得长期以来客居于泉州的阿拉

伯商人纷纷撤离泉州回国, 泉州港失去了传统的贸易伙伴, 泉州海港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明代前期, 泉州市舶司的职能, 从前代管理全部对外事务, 萎缩为“惟理贡船, 不复开海

市”②。所谓“惟理贡船”, 仅仅为接待来自琉球的贡使。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商人利用琉球

被允许来泉州的规定, 常先将货物运到琉球, 然后假借琉球的名义与泉州进行贸易, 泉州的商

人也将外贸货物带到琉球去互市, 泉州的海外交通航线便转向了日本及东南亚。泉州的对外贸

易艰难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据《中国人口史》第四章的论述, 洪武二十四年泉州府约有 53 万余人。洪武时期泉州府的

附郭县晋江县的图数多达 262 图, 应是泉州城市人口密集所致。弘治年间, 晋江坊厢仅剩 20

个, 晋江辖图仅剩 135 个。假定在洪武年间, 晋江农村人口可编 130 图, 城市图约为 132 个, 按

照《中国人口史》第四章所述, 福建平均每图约有 161 户, 则泉州尚有21 120户, 大约有人口 11

万。事实上, 如加上不入当地户籍的商旅, 泉州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15 万人。弘治年间, 整个泉

州城只编有 20 图, 合计约有16 000人。加上军卫的军人及其家属, 全城合计不过 2 万余人, 只

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府城了。

漳州。泉州衰落以后, 福建对外贸易的中心转到漳州地区。月港的兴起, 就是私人贸易繁

盛的结果。事实上, 洪武时期, 漳州城的民籍人口就达到 113 万, 加上卫所军人及其家属, 合计

约有 214 万人口。估计在明代中期, 漳州府城人口会有更快的发展。

(三)普通府、县治城市

据表 2, 除邵武府外, 福建的普通府城民籍人口多在万人左右, 达到京师地区同类城市的

规模。有意思的是, 在建宁、长汀和延平三府, 县级城市的民籍人口平均也在万人左右, 与普通

府城人口相当。

汀州府城市人口的众多在福建各府中是相当突出的。不仅府城民籍人口达到11 000人, 县

城平均民籍人口也多达8 200人, 府、县城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20%。实际上, 若加上卫所军籍人

口, 城市人口的比例还可以增加。南宋晚期, 汀州地区府、县城人口比例高达 32% ③, 明初汀州

府、县城人口比例较南宋已有所下降。

据葛文清先生面告, 他正在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 南宋及明代汀州城市人口的众多,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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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卷第十期、第十一期, 1981 年。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官职》, 转引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67
页。

《明太祖实录》卷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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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地特有的产业——盐粮贸易——的兴盛所引起的。汀州百姓多以挑盐挑粮为生。汀州以

东, 粮食和盐的运输可通过河道运输, 汀州境内及其相邻的山区, 则需通过人力肩挑。挑夫将粮

食从赣南挑过汀州, 至可通航处, 又从那儿将盐挑至闽西及赣南。挑运, 这一特殊的运输业造成

了汀州地区城市的繁盛。

排除因缺少城市“图”记载的地区, 表 2 中共得2 847个图, 其中城市“图”有 304 个, 府县级

城市人口率达到了 1017%。以人口计, 在不考虑卫所军人及其家属的前提下, 有城市“里”记载

的人口共 256 万, 其中城市人口 2718 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1019%。如果我们考虑泉州的

城市人口, 则福建城市人口的比例可以上升到 14% —15%。

福建的卫所设置多不与府、县同治。如在福州府福清县方民、新安二里间, 设有镇东卫城;

在泉州府晋江县东南 20 里, 设永宁卫城; 在漳州府漳浦县东二十三都鸿江, 设镇海卫城; 在兴

化府城东北武盛里, 设平海卫城①。福建卫城的单独设立,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倭寇而采

取的措施。从人口数量上讲, 这些卫城所在地, 都达到城市的规模, 但在洪武时期, 却是一个个

纯粹的军事据点。只有到明代后期, 随着非军事人员的增多, 这些卫城才越来越象市镇了。

四、江西府、县治城市人口

(一)对资料的说明

在省一级的地方志中, 我们没有发现关于各府城坊乡里的记载。本研究只能依据府志资

料。由于府志的记载年代未能统一, 编纂者异, 造成的讹错也就较多, 特加说明。

就目前所见, 并非所有的江西府志都有这类记载, 如嘉靖《九江府志》中, 大多数县仅记至

乡、都一级, 无里数。正德《南康府志》、嘉靖《广信府志》虽然记载了各县乡社, 但未记市坊。在

正德《饶州府志》中, 除附郭鄱阳县有 4 厢 4 关外, 其他各县只有 4 厢。鄱阳县辖 327 图, 乐平县

辖 295 图, 可是安仁县 (今余江县) 仅辖 78 图; 排除鄱阳县不计, 乐平的城厢竟然与安仁相同,

不合情理。我估计在厢之下, 还有图的编制, 可惜府志的作者没有收入。此外, 万历《吉安府

志》未记里坊, 该地城市人口分析暂缺。

南昌府的城坊与乡里资料来自万历《南昌府志》卷 5。将各县里数与天顺《大明一统志》比

较, 可以发现其中数据存在一些问题。兹将两套数据列如表 3。
表 3　 万历《南昌府志》(不含坊)与天顺《大明一统志》所载里数比较

县名 万历图 天顺里 县名 万历图 天顺里

南昌 624 499 奉新 145 151

新建 57 197 靖安 31 30

丰城 90 354 武宁 61 51

进贤 227 198 宁州 92 86

　　《南昌府志》中的图, 相当于《大明一统志》中的里。在南昌府属八县中, 南昌、新建和丰城三

县、万历图数与天顺里数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万历《南昌府志》卷 7《户口》记载:“按隆庆六年后

户几三十万, 口几玖拾万, 此著成丁者耳。其未成丁及老病男女奚啻百万, 而每户未报者总亦不

下数十万。流民移户, 尚不在此数, 是几贰百余万口也。”据该志, 从永乐至嘉靖, 南昌府的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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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弘治《八闽通志》卷 13《地理·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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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略有增加, 从嘉靖至万历, 在籍人口大量减少。万历《南昌府志》中的里数, 可能是以前某一

时期留下来的里数, 故嘉靖以后的人口锐减, 不一定会在里、图数中反映出来。但是, 从洪武至

嘉靖, 南昌府在籍人口的增长确是微乎其微的, 既使影响到里数的变动, 幅度也不会很大, 此正

如我们在奉新、靖安、武宁、宁州及进贤五县所见。只是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在南昌县在籍人口

停滞的同时, 图数反而大幅增加? 而在南昌城的另一个附郭县新建县, 图数却呈大幅减少? 丰

城县的情况也是如此, 万历志中的图数仅及天顺里数的四分之一。

在万历《南昌府志》中, 南昌、新建两县的图数共达 681 个, 而在《大明一统志》, 两县里数则

达 696 个。两县里、图数的一多一少, 很有可能是转抄过程中的错误所造成。合并的结果, 反而

与事实相符, 唯一无法解释的是丰城县, 丰城县万历图数少得出奇, 合计为 8 坊、15 乡、56 都、

90 图。查嘉靖《丰乘》卷 1:“坊: 旧名里, 洪武二年分为捌坊, 后复增为玖坊。乡: 凡壹拾有柒, 俱

因旧名, 今无改易。都图: 凡捌拾捌都半, 旧为保, 后改为都。宋志壹百柒拾里, 后为叁百陆拾陆

里。”《大明一统志》载为 354 里, 与此数相近, 可见万历《南昌府志》谬。表 3 中采用《丰乘》中的

数据。

正德《瑞州府志》卷 2《坊市》的行文格式为:“上高, 洪武间二坊十五乡四十七图。编户一百

七十五里。正德七年黄册一百六十七里。”“二坊, 在城。河北岸四图, 河南岸四图”。文中既载

明洪武里数与正德里数, 也载明了“坊”所辖“图”数。在瑞州府, 正德年间的里较洪武减少了许

多, 正德府志的作者认为:“洪武间三县总计六百三十八里, 渐以消耗, 今并为五百八十里, 视国

初已减十之一, 矧正德六七年华林近山都图杀戮殆半。”其原因在于地方动乱造成的残破。

赣州的情况与之相同。嘉靖十九年《赣州府志》载兴国辖 57 里, 以后里数锐减, 海瑞指出:

“查户口则名虽五十七里, 实则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犹四十四里, 今止三十四里。卑职到

任后极力招徕, 今亦止得四十里, 其间半里、一分、二分、三分里分尚多⋯⋯”①。

在嘉靖《赣州府志》中, 赣州大多数县的里数均少于天顺, 只有兴国、雩都二县例外。天顺

《大明一统志》载兴国 53 里, 雩都 17 里。兴国里数与嘉靖府志里数相差 4 里, 可忽略不论, 天顺

年间雩都仅有 17 里, 与嘉靖府志中的 115 里相差甚远, 可能是一统志的作者将乡数误作了里

数。

从总体上看, 明代中期大部分地区的里数少于明初。但在南昌府八县中, 至少有进贤、靖

安、武宁、宁州四县的万历里数多于天顺。这令人猜想万历府志所载里数可能早于天顺, 或许就

是洪武年间的里数。

明代初年的临江府辖三县, 嘉靖五年, 分新淦县立峡江县。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江西通志》

中自然不见有峡江县的户口数。为此, 我们将隆庆《临江府志》所载峡江里数归于新淦, 峡江县

城的“六坊”则为“里”。另外, 对于“新喻”条下所称“在城三坊, 近新增分二坊, 共五坊”作三坊处

理, 新增之坊不计入。正德十四年割南安府大庾、南康、上犹三县设崇义县, 亦不计入, 分别将崇

义县各里计入其他三县。

在弘治《抚州府志》卷 2《乡都》中, 有关崇仁县的记载是:“耆三, 十二里。乡六, 二百七十五

里。”金溪县则将“耆”分别记于各乡名下。从记载的格式看, 这所谓的“耆”, 即其他地区城中的

“坊”、“厢”或“隅”。只是为何采用“耆”为称呼, 笔者不清楚, 当地方言似乎也无这种称呼。至于

将“耆”记载于各乡名下者, 不足为奇, 其他地区也有将城坊记于各乡名下者。崇仁六乡中, 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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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瑞:《兴国八议》,《明经世文编》卷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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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乡无“耆”。另外, 嘉靖《江西通志》中无洪武年间抚州分县人口, 表中人口数据弘治年间“口”

的比例推测。

(二)城里和乡里

兹将各府城坊与乡里数列如表 4, 并据前例对洪武二十四年各府城乡人口进行推测。
表 4　 洪武二十四年江西若干地区城市人口估测 人口单位: 万

城市 总图数 城图
百分比

(% )
乡图

百分比

(% )

民籍总

人口

城市民

籍人口

县城平均

民籍人口

城市军

籍人口

南昌府 1 695 92 514 1 603 9416 11114 610

南昌、新建 (府城) 738 57 717 681 9213 4713 316 015

其他 6 县 957 35 317 922 9613 6411 214 0140

瑞州府 656 28 413 628 9517 4218

高安 (府城) 317 16 510 301 9510 2018 110

上高、新昌 339 12 315 327 9615 2210 018 0140

临江府 940 29 311 911 9619 5416 117

清江 (府城) 246 15 611 231 9319 916 016

新喻、新淦 694 14 210 680 9810 4510 019 0145

抚州府 1 579 77 419 1 502 9511 12012 519

临川 (府城) 615 25 411 590 9519 5313 212

其他 4 县 964 52 514 912 9416 6619 317 0192

建昌府 488 46 914 442 9016 5113 418

南城 (府城) 266 23 816 243 9114 2218 119 011

其他 3 县 222 23 1014 199 8916 2815 219 0197

袁州府 395 30 716 365 9214 3813 219

宜春 (府城) 150 15 1010 135 9010 1114 112 015

其他 3 县 245 15 611 230 9319 2619 117 0157

赣州府 402 60 1419 342 8511 3617 515

赣县 (府城) 133 22 1615 111 8315 1015 117 015

雩都等 7 县 256 38 1418 218 8512 2515 318 0154 011

瑞金、龙南 13 0 0 13 100 017 0

南安府 75 11 1417 64 8513 715 111

大庾 (府城) 17 3 1716 14 8314 218 015 011

上犹、南康 58 8 1318 50 8612 417 016 0130

资料来源: 坊里资料据万历《南昌府志》卷 5; 正德《瑞州府志》卷 2; 隆庆《临江府志》卷 3; 弘治《抚州府志》卷 2;

正德《建昌府志》卷 3; 正德《袁州府志》卷 3; 嘉靖《赣州府志》卷 4、卷 5; 嘉靖《南安府志》卷 18。人口

资料据嘉靖《江西通志》卷 1。

　　 (三)区域中心城市

南昌。南昌城的民籍人口约为 316 万, 加上一卫军人及其家属, 常住人口约为 411 万。作

为一个省会城市, 人口属于中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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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抚州是鄱阳湖边缘与中部山地邻接处的一大城市。南宋时代, 抚州城市人口近 5

万①, 明代初年, 抚州城市人口减少了半数以上, 仅有 2 万余人。所以, 唐代始修周长达 15 里 26

步的城墙,“明洪武中左丞吴宏, 因兵火后居民荡析, 减削西南城堡, 仅存九里十三步”②。城墙

周长大幅度减少, 说明了城市人口的减少。同一地区建昌府城的人口规模与此大体相同。

吉安。吉安地处吉泰盆地的中心, 南宋时代即是江西重要的商业中心, 其居民多达数万户。

如果以 2 万户计, 则有 10 万人口, 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城市。据嘉靖《江西通志》, 洪武

年间吉安府附郭庐陵县的人口多达 4316 万, 按照南昌、瑞州、抚州等府附郭县的城市人口比

率, 设庐陵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6% , 就有人口 216 万, 比南宋时的最盛人口大大减少了。

吉安府城的城墙修建于南宋淳熙中, 周长为 20 里 20 步, 高二丈五尺。“明太祖吴元年都督

朱文政更筑, 周九里, 高如旧制”③。城墙周长的减少与吉安府城人口的减少是密切相关的。

赣州。赣州城是赣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明代初年, 除了赣州府城中 117 万民籍人口

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军籍人口。明代赣州城的人口不可能有大的增长, 这是因为地处梅岭关下

的南安府城大庾城形成赣南西部地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大庾与赣州相距不远, 且因梅岭在广

州货物北上途中的重要性, 使得明代中期以后大庾城有了迅速的发展。城市编坊从原来的 3 坊

增加至 5 坊④, 大庾城市人口可能有成倍的增加。

(四)普通府、县治城市

近代九江是江西北部最重要的商业城市, 明代初年则否。洪武二十四年, 其附郭德化县仅

116 万人口, 全府四县合计仅 815 万人口。假定九江市人口占附郭县人口的 10% , 全城也仅有

1 600人。九江府治旧无城, 正德十年始筑土城, 周长三里。嘉靖年间, 九江城有大街 8 条, 火巷

28 条。其中分布于西门之外的有 5 坊 3 街 20 巷。⑤ 很显然, 在正德年间筑城时, 西门外的街巷

尚未形成, 可以说, 九江府治城市的恢复和重建是明代中期的事情。

据同理推得南康府城人口仅2 000余人。朱元璋、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 使这一区域农村和

城市人口均受到很大的损失。再以同样的原理可对其他地区的城市人口进行推测。洪武二十

四饶州府附郭鄱阳县人口约为 2111 万, 设城市人口占其 6% , 则有 112 万人口, 也是一个重要

的城市。

据此可知, 除了南昌府城作为省会人口远远多于其他府级城市外, 其他大多数府的城市规

模是大体为 1—2 万人口。南安府城人口较少, 但在以后的岁月中, 随着商业的兴起, 而有较大

的增加。临江府城人口少于县城, 原因在于距府城不远处, 有一重要的工商业市镇——樟树。隆

庆《临江府志》卷 3 记载的清江镇 (即樟树) 设有 7 坊, 大量的外来人口可能并不在坊厢的编制

之中。樟树镇因商业繁荣对人口的吸引, 使得这一区域的大量非农人口失去了定居清江县城兴

趣。由于元末明初战争的破坏, 只有九江、南康两府府治城市人口处于极少的状态。

江西各府的县级城市人口数量呈现很强的规律性: 江西中北部的鄱阳湖平原区, 县级城市

平均民籍人口为4 000人, 中部县城人口最多, 约为9 000人; 袁州、赣州两府县级人口次之, 约

为5 500人。何以南昌府、瑞州府的县级城市人口少于袁州和赣州, 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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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嘉靖《九江府志》卷 2《坊厢》。

嘉靖《南安府志》卷 18。
光绪《江西通志》卷 65《建置略·城池》。
光绪《江西通志》卷 65《建置略·城池》。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关于南宋城市人口的数据皆来自此文, 不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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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府八县包括二种地形, 除附郭两县外, 其丰城、进贤及奉新东部地处鄱阳湖平原; 靖

安、武宁和宁州则处于赣西北的幕阜山区和九岭山区。在万历《南昌府志》卷 5 中, 山区 3 县合

计有 12 个城图, 184 个乡图, 城图占三县总图数的 611%。洪武二十四年三县人口合计为 1312

万, 三县城市人口约为 018 万, 每县城市平均人口只有 0127 万, 与赣南地区南安府的县级城市

人口相当。以同样的原理计算, 丰城、进贤和奉新三县城市平均人口为 0153 万, 与赣州、袁州两

府的县城规模相似。

瑞州府除附郭高安县外, 尚有上高和新昌二县。上高地处鄱阳湖平原, 而新昌地处九岭山

的东南侧, 与奉新西部及宁州毗邻。洪武年间新昌两隅编 4 图, 占全县总图数的 216% , 是年新

昌人口数为 1018 万, 县城人口不足3 000。

何以地处赣南山区的赣州府所属各县的城市人口会多达5 400人? 在表 4 中, 我们注意到

该府瑞金、龙南无城市人口记载。事实上, 洪武二十四年二县总计只有1 681户, 7 000人。如是,

赣州府城以外的九县平均每县县城人口为4 200人。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丙申, 瑞金县丞古亨称:“县境东接闽广, 山川险阻。近为邻邑山贼作乱,

惊骇居民, 久废耕稼。继而余党蔓延, 四出劫略, 燔烧室庐。初民户在籍者六千一百九十三, 今

亡绝过半。田多荒芜, 租税无所从出, 乞除其徭役, 蠲其无征之赋。上是其言, 诏从之。”① 查嘉

靖《江西通志》, 洪武间瑞金县有1 421户, 5 722口。户数较前真的是“亡绝过半”了。如此情况

下, 瑞金县城内无法编制坊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至于龙南县, 全县只有 260 户, 城市人口从何

谈起?

有些县户数不多, 却有不算少的城市人口。如信丰县, 洪武二十四年有 638 户, 3 109口, 嘉

靖《赣州府志》卷 5 载有城市 2 图, 5 乡; 卷 4 载有 615 里。会昌县有 696 户, 3 072口, 同书卷 5

载有县城 3 图, 乡 3 都, 各统图 1; 卷 4 载有 615 里。安远县只有 293 户, 1 454口, 同书卷 5 载有

县城 5 保, 22 保; 卷 4 仅载 5 里。在天顺《大明一统志》中, 这三县各辖 5 里。这一连串的数据令

人不可思议, 于是我们换一种算法: 即使将三县全部人口都算作县城人口, 平均每个县城也只

有2 500人。如果以县城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0% 计, 每个县城平均只有 500 余人。据此不妨

大胆推测, 洪武时期的信丰、会昌、安远三县和瑞金、龙南一样, 本来就无所谓城市人口的。

排除这三县不计, 洪武二十四年雩都 (今于都)、宁都、兴国、石城四县合计有58 636户,

246 986口, 嘉靖《赣州府志》卷 5 载有四个县城共有 28 个图、坊、118 个乡和里, 卷 4 记载四县

有 299 里, 县城坊、图占总数的 816% , 推测县城人口总数为 211 万人, 平均每县城为5 300人。

在表 4 的计算中, 信丰、会昌、安远三县错误的城市人口比例使得雩都等七县的城市人口比例

偏高。经此修正后, 赣州府只有雩都等四县的县城人口达到了与袁州府属县相同的规模, 这是

可以接受的了。雩都、兴国和宁都分别位于赣南雩都、兴国、宁都三大盆地的中心, 是赣南最发

达的农业区。

依京师、福建同样的口径计算, 江西城市“里”占总里数的 6% ,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614%。

五、结　论

洪武二十四年, 京师地区人口密集的苏南、徽州二地, 一个普通的中等规模的府治城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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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太祖实录》卷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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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1—2 万人口。福建、江西的情况大体如是。

洪武二十四年京师地区普通县治人口大约为4 000人, 少数大县县治城市的人口接近普通

府城, 可能达到9 000人。

大体说来, 京师及福建地区城市人口的比例大约占总人口的 14%。江西城市人口的比率

仅占总人口的 6% —7%。由此可见, 既使在不考虑市镇人口的前提下, 明代初年沿海地区的城

市化率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

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中, 笔者还研究过北平、山东和湖广三布政司的城市人口。在这六

个布政司中, 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仍属京师和福建。京师城市人口的众多, 主要表现为京师和

苏州两大城市拥有庞大的人口。将京城和苏州中超出一般府治城市的人口排除不计, 京师地区

的城市化水平大为降低: 其府治、县治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9%。洪武时期福建城市人口比

例较高的原因之一, 是这一地区拥有泉州之类的特大商业城市。和苏州城一样, 泉州不仅仅是

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 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对外贸易的中心。只是在明朝的新政

策下, 泉州逐渐走向衰退, 泉州城市人口也在逐渐衰减。另外, 福建以食盐为主要商品的流通体

系导致了城市的发达, 这不仅指东部沿海, 而且指西部山区, 汀州府城市人口比例之高就是一

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从总体上看, 府、县治城市人口的多少与当地总人口的多少成正比, 一个地区的人口越多,

当地府、县治城市人口也越多, 反之越少。但是, 府、县治城市人口的多少并不与区域人口的总

量保持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 即在人口较多的地区, 府、县治城市人口的比例可能并不高。为此

可作两点解释: 其一, 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大致只需要大约相同的人口; 其二, 府、县治城市作

为区域经济的中心,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常州府因夹于苏州、南京两大都会之间, 城市商业

没有可能获得很大的发展, 城市人口反而较少。相反, 苏北兴化、通州一带却因盐业而使城市人

口骤增。

以上事实证明, 明代初年东南地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府、县治城市体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

本特征: 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和少部分的非农人口构成社会稳定的基本框架。普通府、县治城

市是区域的政治中心, 故各类城市人口数量的差别并不明显; 普通府、县治城市又是区域的经

济中心, 因此, 各类城市人口比例的高低可以大致反映各区域商业发展程度的高低。

作者: 曹树基, 1956 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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