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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投影叠加的方法，区分灾区与非灾区，并因此将明代末年的旱情划分为四个阶段，再将各个阶段

农民军的活动与旱情关联，遂发现以下事实: 灾区能够为农民军提供足够的兵员，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 所以，农民军

必须进军非灾区。非灾区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兵员; 所以，农民军常蛰伏于灾区与非灾区之间。总

之，农民军既要有足够的粮食，又要有足够的兵员，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官军及民团武装所歼灭。在此两点之间保持平衡，就

成为农民军的战略出发点，也成为决定农民军胜败的关键。

［关键词］ 粮食、兵员、旱灾、明代末年

［中图分类号］K248. 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19) 02—0076—12

［作者简介］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240

一 问题、资料与方法

明末大旱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命题。几乎所有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著作，不

仅将战争发生的原因，而且将战争持续的动力都归结为明代末年的特大旱灾。只不过，具体到战

术、战役与战略的层面，则不见有细致的论述。也就是说，在前人看来，明末大旱仅仅是战争的导火

索，是战争的舞台，而不是战争的“本身”。
所谓战争的“本身”，即指明末农民战争本身就是明末大旱的一部分。换言之，明末大旱本身也

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灾情的发生、扩展不仅决定了战争的地点与规模，也决定了战争双方的

战术与战略。数十万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仅是旱灾的产物，本身也加剧灾区的灾情，甚至将灾区

扩大至非旱灾区域。
本文关于旱灾的分级与分布，主要来自《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① 该图集依据各地地方

志的记载，采用五个等级表示各地的降水情况，即 1 级—涝、2 级—偏涝、3 级—正常、4 级—偏旱、5
级—旱。所谓“5 级—旱”，依图集作者的“说明”，即“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

旱”。如“春夏旱，赤地千里，人食草根树皮”，“夏秋旱，禾尽槁”，“夏亢旱，饥”，“江南大旱”等，并

设置 120 个站点，每一个站点代表明代一两个府的范围。在对各个站点降水等级定级的基础上，该

图集绘制了历年旱涝等级分布图。本文仅讨论属于 5 级的旱灾。
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旱灾，分散在 1627—1644 年的 18 年间。分年度叙述，则不清楚这 18 年的

灾区中心所在。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7 册《明时期》中万历十年( 1582 ) 各省地图为

底图，②采用灾区阴影叠加的方法，虽知秦晋地区是灾区的中心，但却不明了灾情转移与扩散的过

程。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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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来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 1981 年版。
本文所有地图另见彩页。



将这 18 年分为四个时期，则知从天启七年( 1627) 至崇祯六年( 1633) 年，旱灾区主要分布在西

北地区。崇祯七年( 1634 ) 至崇祯九年( 1636 ) ，山西、陕西灾情仍旧，但灾区分裂。从崇祯十年
( 1637) 至崇祯十三年( 1640) ，旱灾区扩大至整个北中国地区，并扩大至江南部分地区。从崇祯十

四年( 1641) 至崇祯十七年( 1644) ，旱区从西北地区退缩，东部与南部却有较大进展，不仅包括了黄

河以东的华北地区及江南部分地区，还包括赣西、湖南、贵州以及四川部分地区。图 2—图 5 采用灾

区线条叠加的方法，呈现不同时期的灾情及其扩散与转移。
本文关于明末农民战争过程的论述，主要来自袁良义和顾诚的相关研究。① 从资料来源上看，

袁良义、顾诚等人的研究与《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根据后者，可

知从崇祯三年( 1630) 至崇祯五年( 1632) ，河南北部降水正常偏涝，可谓风调雨顺。然而，南京兵部

尚书吕维祺称这三年河南分别为旱、旱与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②顾诚

同意这一观点。③ 如果依《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李自成等部从山西进入河南，就是从灾区

进入非灾区; 但如果依吕维祺及顾诚的观点，李自成部则是从一个灾区转进另一个灾区。查《豫变

纪略》卷 1《年表》所载与《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同而与吕维祺所言异。因此，本文依《中国

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确定各地降水状况及灾区与非灾区。
根据袁良义、顾诚等描述的明末农民战争进程，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标注农民军起义地点及进军

路线，形成明末农民军行军路线图。由于明末农民战争规模大，延续时间长，人数众多，派别纷纭复

杂，要在地图中标注农民军活动的所有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描绘农民军主力的主要活动路

线。一般情况下，农民军的回程及反复行军的路线，以及非主力部队的活动，不再入图。例如，崇祯

五年山西农民军进入河南北部，旋即退回，次年再大举进攻河南; 图上只标注崇祯六年的进军路线。
又例如，崇祯六年山西农民军南渡之后，山西境内零星部队的活动不再见图。

本文采用 GIS 技术，将地形、1627—1644 年农民军行军路线图与旱灾区分四个时段进行套叠，

形成图 2—图 5，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兹分别讨论如下。

一 “打粮”与“起义”: 从天启七年至崇祯六年

1. 陕西起义: 从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 1629)

天启七年，陕西西安府、延安府南及山西平阳府发生大旱，澄城县郑彦夫等人冲进县衙杀死县

令，揭开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崇祯元年( 1628) ，旱灾区除了覆盖天启元年旱灾区的大部分以外，还扩大到陕西凤翔府、巩昌

府、延安府、榆林卫，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北直隶真定府、河间府、保定府与宣府镇。详见图 2。延安

府府谷县王嘉胤( 定边逃兵) 、安塞县高迎祥( 响马) 、清涧县王左挂( 延绥逃兵) 等相继揭竿，固原、
阶州及榆林卫也相继发生兵变。民变与兵变的发生地，基本上位于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的旱灾区。
除了上述领导人外，再从李自成与张献忠的从军经历看，陕西民变主要是叛兵领导的。

崇祯二年，旱灾区包括了除汉中府、西安府及延安府南部以外的陕西全境，以及北直隶之顺天

府，而农民军则活动于陕西境内的旱灾区。崇祯三年，旱灾区基本退出陕西与山西。农民军主力则

从陕西延安府进入山西平阳府境。直到崇祯五年，农民军的活动基本限定在灾区范围内，只有崇祯

二年农民军的活动进入了非灾区的汉中府境。
陕西南部汉中府位于秦岭与巴山之间。由于秦岭山脉之阻挡，北方冷空气受阻，故在气候带

上，汉中属于南方。来自秦、巴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汉江，流注于长江。陕西巩昌府南部的成县、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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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修订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年版。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 5。又见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 2，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 页。在这一版

本中，无“秋既无收，麦又难种”八字。
转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修订版) ，第 65—66 页。



州等县，属于嘉陵江流域，也是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崇祯元年，王大梁纠集成县、两当的农民 3 000
余人，攻略阳，逼近汉中府城。同年，来自延安府的农民军也一度进入汉中。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巩

昌府南部与汉中府一直是官军与农民军的纠缠之地。
阎尔梅称，“寇起于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①农民军的大部分应当是军人家属。

起义者与饥民的身份更是无法分辨清楚。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说:

每过一处所，饥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

连回啰，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剽掠，弱肉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

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②

从“拥道告赈”，到“张旗鸣金”，再到暴动杀官，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形成的。只不过，当起

义的农民拖家带口四处觅食时，尽管他们举着刀枪，但仍然可以视为“武力觅食者”。政府筹银十万

两，派往陕西发赈，企图通过赈济，将战士转化为农民。于是，从崇祯四年( 1631) 至崇祯十年，不断

发生政府招抚叛军，叛军不断接受招安的情景剧。顾诚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

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领也率部受抚……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

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③

这一时期，陕西的农民军及随军家属大约有 26 万人口，万历八年( 1580) ，陕西延安府境共有
18 个县，加上榆林卫辖区中约 1 个县的人口规模，合计有 19 个县单位，共有 160 万人口，④每县人口

大约 8 万余。这意味着，在连续三年遭受大旱侵袭的延安府境中，至少 3 个县亦即 16%的人口不生

产，且以“打粮”为生。即便在农民军 20 万主力东迁以后，留在陕西的农民军仍有 6 万余人，约相当

一个县的人口———这当然是指战乱之后，人口已经大大减少的县的人口。也就是说，陕西境内仍然

有 3%的人口是掠食者。
由于粮食缺乏，朝廷的赈金又太少，留在陕西的义军旋招旋叛。至崇祯六年，留在陕西的农民

军在官军的招抚剿杀下，基本覆亡。
2. 山西打粮: 从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

山西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粮食西运。崇祯三年，老回回等部 20 万人东渡黄河，进入

山西平阳府境，后扩散于其他府、州。进入平阳等地的陕西农民军分属 36 营。各营之间，也不存在

明确统属关系。这是因为，粮食是分散的，“打粮”也应该是分散的。“打粮”者与“起义”者的身份

无法分辨。
万历八年平阳府有人口 352． 6 万，加入 20 万农民军之后，农民军人口占总人口的 5. 7%。也就

是说，与陕西比较，山西的粮食相对充足，不生产且掠食者的比例显然要比延安府低得多。这就是

陕西农民军进军山西的理由。
崇祯四年，留在陕西的王嘉胤率部进入山西，却在山西被官军所杀。吉尾宽对王嘉胤与粮食的

关系颇有研究。他认为，陕西延绥镇地区的粮食一直依赖山西平阳供应。从山西运粮食至延绥，至

少有兴县、临县和保德等几个重要的渡口; 而定边逃卒王嘉胤，在崇祯三年以前，多次渡过黄河，进

入山西。他的叛乱，“实际是展开在这个延绥镇和山西省间的米粟贩运路或者米粟交易的舞台

上”。⑤ 至崇祯六年，明朝政府封闭了对陕西的军粮供应，王嘉胤集团随即覆灭。⑥ 即是说，当州县百

姓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时，政府再严格控制卫所的军粮供应，一边招抚，一边镇压，陕西的农民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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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永坚:《探讨明末“流寇叛乱”的新观点———评吉尾宽〈明末的流贼反乱与地域社会〉》，《史林》2002 年第 3 期。



无法坚持了。吉尾宽的这一研究，令我们对崇祯初年陕西兵变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体会。
20 万觅食者在山西平阳等府的活动，加剧了平阳等地的粮食紧张，制造了大批新的饥民。他

们成为陕西农民军兵员之最大补给。有记载说:

始之寇晋者，秦人也; 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

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①

依此，至崇祯四年年末，农民军中有半数为山西农民。他们真的是饥民吗? 据图 2，虽然自天启

七年至崇祯元年，山西南部就已经是大旱灾区，但崇祯二年及崇祯三年山西灾情不再。崇祯三年至

崇祯五年，山西基本无灾，雨水浇灌的粮食多成为军粮。也就是说，当山西的社会秩序破坏之后，就

会产生大量的饥民。饥民或非饥民都有可能投身于农民军，与政府对抗。
3. 突破灾区: 崇祯六年

崇祯六年，山西农民军的活动范围包括非灾区的泽州和潞州。同一年，又进入北直隶的顺德与

真定两府。虽然真定府是崇祯元年的旱灾区，但在崇祯三年至崇祯六年，风调雨顺。山西农民军的

进入，明显有“趁食”与“打粮”之意蕴。
在官军重兵围剿下，北直隶地区农民军退守卫辉府之太行山区。有记载称:“贼踞林县山中，饥

民相望而起。”②卫辉府北部的林县与崇祯年间的旱灾无关。所谓“饥民”，实为战争制造的“饥民”。
数万农民军进入素以缺水著称的林县，饥民因此而形成。

或有人问，灾区与山区的粮食短缺，农民军为何不进入非灾区或更为富裕的平原区觅食? 事实

上，崇祯五年冬，李自成曾率部从山西泽州攻打河南怀庆府，试图打开进入非灾区觅食的通道。然

而，在非灾区的城市，官军的防御力量强大，城墙高厚，易守难攻; 在非灾区的乡村，民众在乡绅的领

导下，结寨筑堡，团结一心。有食之区并不一定是合适的觅食之区。关于这一点，下节还有更为详

细的说明。
崇祯六年，山西中南部再次沦为大旱灾区。而河南北部除了崇祯六年的水灾外，此前三年可谓

风调雨顺。崇祯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军诸首领在河南彰德府境接受招安。5
天以后，他们率 4 万部众突然从山西泽州垣曲入豫，进入河南渑池。史称“渑池渡”。农民军由此

而开始了在非灾区觅食的活动。

二 到非灾区觅食: 从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

据图 3，崇祯七年，除了山西南部及宁夏卫外，北方无旱灾。崇祯八年，山西的旱灾缩小至潞安

与泽州，陕西灾情却覆盖西安及延安两府全境，以及临洮府境。另外，在河南开封府及湖广黄州府

北，也出现两片不大的旱区。崇祯九年，陕西、山西境内的旱灾涉及区域很小，却出现在河南南阳府

及湖广襄阳府境。总体上看，除了陕西延安府、西安府和山西南部诸府外，这四年的大旱灾情呈零

散发生的趋势。
1. 老灾区与新灾区

崇祯六年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通过河南府境西部卢氏山区，从内乡、邓州、淅水南下湖

广的郧阳和襄阳，再从郧阳下荆州，另一支从南阳府东折进入汝宁府境。还有一支，西折经山阳、镇
安等地逼近西安城，受到阻拦后，掉头南下，经汉中而至四川。

崇祯七年春，因受到官军的压迫，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部从河南、湖广转入汉中。六月，李自成

部大败于汉中府东部之兴安州车箱峡，所部仅余不足 2 万。李自成接受招安，率部经汉中府西部，

折入凤翔府境，返回延安府老家。在凤翔，李自成部杀死押解的官吏，重新揭竿，并会合其他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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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打西安、庆阳、巩昌、平凉诸府县城。这就是陕西境内凤翔、平凉、延安及西安等府境内农民军

重起的由来。
崇祯七年陕西境内基本无灾。这一年，李自成等部在陕西的活动，即是在非灾区活动。不过，

从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陕西诸府曾先后遭遇连续两年的大旱，崇祯三年以后，陕西虽然无灾，却仍

有农民军的活动，直到崇祯六年，方才平息。所以，陕西的非灾区，本质上是老灾区。崇祯七年李自

成部从陕南的进入，让刚刚平静的关中、陕北及附近地区，又变得不平静起来。
由于老灾区不是灾区，所以，粮食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供应。老灾区又是前几年的灾区，亦即

前几年的乱区，所以，农民军在这里的活动可谓得心应手。与图 2 对照，延安府南及西安府北，以及

庆阳、平凉及巩昌诸府，仍然是农民军活动的中心。
崇祯七年冬天，一支农民军队从西安府进入河南。有记载称: “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

中。已而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文中描绘的是一支一度摆脱“打食”
形象的生气勃勃的军队，虽然只有千余骑，却是农民军的精华所在。在农民军中，除了机动性极强

的骑兵部队外，其余则为机动能力较弱的步兵与家属组成的老营。只不过，同一记载称这支部队

“连营数十里”，指的是农民军中的非机动部队，以及军人的家属。①

当农民军队伍迅速壮大，人数迅速增加，陕西即便无灾，也很难养活如此多的觅食者。所以，他

们不得不向河南发展。河南、湖广及南直隶地区，直到崇祯九年，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旱灾灾情，

是觅食的好地方。
崇祯八年正月，扫地王、平地王等率部经颍州直抵凤阳。农民军烧享殿，掘皇陵，朝野震动。三

四月间，农民军退回陕西。不过，当时陕西已是“残破已极，灾荒异常”。西安、延安及庆阳部分地

区，已经沦为大旱灾区。
农民军的东征与西归，很容易令人联想为一次远距离的征粮行为。虽然有论者一再强调，农民

军并不储粮，随抢随食。但笔者以为这一说法指农民军中机动性强的精骑而言。对于机动能力弱

的步卒与家属而言，抢粮—运粮—储粮仍然是必需的。否则不能理解这支部队何以能行军，何以能

维持?

大批西归的农民军进入大旱的陕西西安府以后，缺粮只会更加严重。崇祯八年十一月，口粮的

压力再次迫使以高迎祥为主力的各部近 40 万人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与崇祯六年的“渑池渡”相

似，也是大旱驱赶下的战略转移。有史料形容农民军的这次东征:“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

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居外。”②与崇祯七年冬天的“贼骑千余”及连营数十里相比，这次行军的

人数明显增加。
农民军的两次东出潼关，令人在粮食与兵员这两个因素之间产生联想。非灾区的河南有着比

陕西更多的粮食，而作为老灾区或新灾区的陕西，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兵员。为了在这两个因素之间

达成平衡，农民军不得不在陕西与河南之间来回奔波。
从河南府西部出发，崇祯九年张献忠部一度围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转而围攻凤阳，不克，辗转

进入庐州、安庆府境。高迎祥部则由密县、登封至嵩县，又回到陕、豫交界之山区。张献忠、高迎祥

部的这次东征，与崇祯八年的东征如出一辙，也是一次为觅食而进行的长距离跋涉。
这一时期，李自成率数部在凤翔、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巩昌及汉中一带与官军周旋。因延

安、西安两府旱灾，李自成部以巩昌府南部及汉中府作为部队的回旋基地，获取粮食仍然是其战略

的中心。按照卢象升的说法，“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二三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一二

万”，③规模并没有明显增加，但觅食范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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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陕西，以非灾区为中心活动的李自成部，人员的增加不快; 而以新灾区为中心活动

的张献忠、高迎祥部，兵员及家属迅速增加。袁良义根据元默《剿贼图》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 6
之记载，估计渡河前在山西和冀、豫边境的农民军约为 20 万。至此时，农民军队伍迅速发展到四五

十万人。① 农民军在新灾区与非灾区的活动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2. 非灾区的“反人民战争”
从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最值得讨论的应当是农民军在河南、湖广与南直隶的活动。为节省篇

幅，本节不再叙述农民军的进军与撤退，重点讨论作为农民军对立面的地主武装及普通民众。采用

的资料主要来自以河南为对象的《豫变纪略》，以及以全国为对象的《怀陵流寇始终录》。
从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豫变纪略》中没有一条涉及河南“饥民”，更谈不上饥民从寇。同一

时期，《怀陵流寇始终录》亦无河南“饥民”记载。这两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至少在崇祯七年至崇

祯九年的三年间，无灾的河南、南直、湖广等地，并没有纷至沓来的饥民成为陕、晋农民军的补充。
却有一类资料说明起义的农民为邻里愤，为乡党恨。例如，崇祯九年五月，就招抚人员解送原

籍事，包凤起奏:“今日寇党俾回原籍，乡人指目，一言诟詈，彼不甘心，则原籍不可强之使回也。”②乡

亲的歧视使得解甲之“寇党”有家不能回。实际上，早在崇祯四年，就发生过比这更为严重的事件。
当时，陕西农民军的主力进入山西，留在陕西境内的多被招抚。杨鹤称: “近闻解遣饥民归回原籍，

经过镇店乡村，多被居民复行劫杀，以至见在饥民闻而惊疑，迟聚不散，或饿毙中途，或仍复抢劫。”③

这是普通民众对于武力觅食者的报复。
“渑池渡”后，农民战争中心转移到了河南。河南出现一批既无强大的政治背景，也无任何功

名，但在乡党或族人中有号召力的豪杰。秦晖称之为“平民地主”。④ 其实，平民地主也是人民。他

们在抵抗农民军的斗争中，扮演着中坚的角色。所以，他们的抵抗，也可以称为人民战争，或称“反

人民战争”。
《豫变纪略》卷 2 称:

其起于黄河南、北者则老当当、一斗谷、杆子手、宋江、一条龙、小袁营、袁老山、李振海等;

而土寨之豪，如刘匾头，张长腿、李际遇、申定邦、任辰、蓝二、李好、张扬、王彦宾、房文瑀、戚念

梧、程肖羽之徒不与也。⑤

老当当等 8 人与“土寨之豪”12 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流动的、是反政府的，而后者则在家

乡结寨，是不流动的。一般说来，不流动的土寨之豪不反政府，只反农民军。不过，列为“土寨之豪”
的李际遇，后来也演变为反政府武装之首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引文字虽然挂在“崇祯二年”条

下陈述，却并不是崇祯二年发生的。
秦晖还从河南的地方志中找到若干不在此名单中的小豪强，属于力量更小的平民地主。如邓

州的丁如浣、汝宁的沈万登、襄城的刘铉、西华的金高等，他们大部分“皆里甲良姓”，都拥有土地，或

“诸寨村佃”与家丁。在《豫变纪略》中，崇祯八年柘城义士刘心乾筑堡救民即为一例。⑥

陈连营从河南各地地方志中搜集明末清初河南的土寨资料，剔除顺治年间的，得 83 处，其中若

干寨合为一处者，如“五女店、折冲寨等九营十八寨”计为 1 处。在这 83 处土寨中，平民建立者计

35 处———其中涉及《豫变纪略》所列平民地主有李际遇、刘洪起、沈万登、刘心乾与张长腿等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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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建立者计 30 处，官吏建立者计 3 处，不详者 15 处。① 平民地主建立的土寨与官吏、乡绅建立的

土寨差不多可以平分秋色。
《豫变纪略》卷 3 还记载了归德退休官员沈挺之于“村外树寨栅，插旌旗为营垒”抵抗流贼。沈

之村寨没有收入陈连营的统计中。沈曾任辽东金州参将，罢官后归居归德州之济阳镇沈村。崇祯

八年某日，“流贼”距村仅二三里，乡邻来投奔者“牛车络绎如流水”，沈于是树栅插旗，令庄客及避

难者执兵器，进行抵抗。② 最后，沈之家丁击溃“流贼”，保全村寨。
虽然乡绅在建立寨堡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但究其后，仍可看见政府的手。崇祯八年正

月，江西巡按梁云构奏称:

去岁流寇入蜀，蜀多山寨而少村落，不得不急去豫、楚，不然万家之镇，千家之村，三里一

庄，百步一宅，皆无列柳以自樊，到处皆为战场，宜效边方之制，村镇各一堡，庄宅合一堡，听士

民合资自筑，万堡棋列，势联声合，盗贼可自缉矣。③

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

每州县远近必由之路，近山险则立寨，村落则聚团，寨必有泉可汲，并择其峻隘，团必大村

镇，围深壕，布密箐，筑牛马墙，其近团路径，以荆棘、树枝、木石垒断，张毒弩于内，是谓阻寇。④

更加细致地描述了寨堡的构成。这令我们推测，渑池渡后，各地普遍出现的寨堡格局，与政府的组

织有关。
在乡村的寨堡建设中，绅民合作应当是主要的方式。在城市，官绅合作更为普遍。此诚如山根

幸夫所说:“农民军所攻打之处，各地绅士与地方官组织乡兵、义军，顽强抵抗，进行反击之例不胜枚

举。再有，城池陷落之际，负责防守的地方官及与之合作的绅士，甚至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其结局

大多是相当悲惨的。”⑤正因为结局悲惨，所以才要官绅合作，拼死抵抗。于是，官绅合作守城、农民

军围城与攻城以及破城后报复性屠城，构成明末战争“守城—破城—屠城”之模式。在河南，进入这

一模式的，至少有商城、汝阳、陈州、襄城、睢州、商丘等城，此不详述。
官绅及官民合作，可以南直太和县为例。崇祯七年，太和县知县吴世济在县城及各乡镇编排保

甲，“轮次传更守宿”，保卫地方。虽然士绅不在编排之列，但“绅衿亦当为细民之倡”，如果士绅家

人也编入保甲，“不但地方赖之，即本县亦邀有厚幸矣”，⑥借此建立乡绅—百姓的防御联合体。不仅

如此，吴世济还将外来客商———尤其是山陕商人“编入里甲，一体应役当差”。⑦ 所谓当差，就是守

城:“先是西人之入籍者，地方乡老已编入甲丁，协守城垣。”⑧这个官—绅—商—民联合的保甲体系，

成功地维持了太和城七年不破之身。
又例如，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打开封未克，城中社会秩序未乱。李自成部撤退之后，三

月，祥符县知县王燮在开封城中创立社兵制度，城中分 48 地方，立 84 社，“择民有千金以上产者，酌

量出兵有差，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五十名，择殷实有素行生员二人为长、副领之，外选总社五人，按

五所五门，各置一人统之”。⑨ 在开封，有钱人、商人、士绅与一般城市居民，在政府组织下结成的联

盟，保证了第二次与第三次围汴之役中，开封始终不破。
由此可知，在崇祯六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什么陕西与山西的农民军，迟迟不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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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法———进入非灾区。在非灾区，他们有可能遇到来自官吏( 官军) —士绅—平民三位一体的抵

抗。基于此，就可以理解崇祯七年李自成部在兴安州之车箱峡的失败———当地豪强乡民垒石断路，

李自成部死亡过半，不得不以诈降来求得转圜与生机。人民战争与“反人民战争”均展现其伟大的

力量。

三 灾区边缘的蛰伏: 从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三年

崇祯十年的旱灾覆盖了山西全省、陕西西部地区和南直隶部分地区，崇祯十一年的大旱覆盖了

河南( 不包括汝宁府) 、山西、陕西、山东及南直隶的沿海地区。崇祯十二年旱灾在东南沿海稍有收

缩，却将北直隶包括在内。崇祯十三年，灾区扩展，北方全部及江南部分沦为旱灾灾区。详见图 4。
1. 土寇与土贼

从崇祯七年至崇祯十年，《豫变纪略》卷 1《年表》的“盗贼犯乱”栏，没有一条有关“土寇”或“土

贼”作乱的记载，仅正文中记载崇祯八年虞城“土贼”一条龙作乱事。令人推测这一时期，河南境内

不存在“土寇”或“土贼”作乱。
崇祯十一年以后，天旱不雨，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沦为灾区。《豫变纪略》中有关“土贼”“土寇”

的记载增加。《年表》记载的有叶县刘保儿、新野张白虎、舞阳杨四、一斗谷、一条龙、袁老山、张孟

习、千金刘、李际遇，多达 9 条。再查《豫变纪略》正文，从崇祯十年至十三年，排除官员奏疏所涉

“土贼”或“土寇”不计，“土贼”记载有 11 条。由此可见，崇祯十年之后，河南进入了以“土贼”“土

寇”作乱为标志的人民战争时期。
也就是说，在河南，从崇祯七年至崇祯十年，由于风调、雨顺、无灾，官府组织士绅与民众插栅结

寨，抵抗陕西来的农民军。从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天旱无雨，赤地千里，土寇蜂起。所谓“蜂起”
者，多是那些在崇祯七年至崇祯十年建立的寨堡领袖。这一时期，他们的敌人又是谁?

在结束了崇祯十二年的叙事后，《豫变纪略》卷 3 又一次提及河南的“土寇”:“是时大旱、蝗，川

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蝟毛。”接着，将土寇分为以下三种①:

第一种是小土寇，“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其倏起倏灭，或为将吏擒斩，或为其

徒所兼并，如商邱黄老山，许州蓝大、蓝二，商水哪咤，二字王之类皆不著”。这些“营头不下百余”，

“倏起倏灭”的土寇，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之间也许多拼杀与火并，时生时灭。
第二种是大土寇，“其尤大且久者，西则有李际遇、申靖邦、任辰、张鼎; 南则有刘洪起、周家礼、

李好、张扬; 梁、宋之间则有郭黄脸、张长腿、王彦宾、宁珍、王文焕; 其东则有李振海、房文雨、徐显

环、程肖禹、戚念梧等，皆拥众以为雄。凭栅结寨，彼此割据相攻杀。郡县从事率为其耳目，有司不

敢过而诘焉”。这些“尤大且久者”，是力量更为雄厚的地方武装，他们相互攻杀，占地为王，地方政

府望之却步。这些大土寇在前引文中多有所见，此不赘言。
第三种是流土寇，他们是“公然离巢穴而肆剽掠者，如老当当，一斗谷、宋江、一条龙、袁老山、张

判子之属不与焉。其后，或散或亡，或诛或抚，而抚而后叛。甚或有藉丛于当道，托窟于缙绅，名谓

招安，而攻掠如故”。这令我们猜想，小土寇守乡，大土寇守县，而这些“公然离巢穴而肆剽掠的”流

土寇，则远离家乡。他们像陕、晋农民军一样，也可能接受政府的招安，更可能招而复叛，攻掠如故。
也就是说，随着旱灾的进程，原来农民军的敌人，可能转化为农民军的同路人。

这一段文字似乎告诉我们，从崇祯七年至崇祯十年，河南省的土寇并不活跃，要到崇祯十一年，

大旱降临，才会有土寇蜂起。然而，《怀陵流寇始终录》的记载使得这一观点不能成立。从崇祯七年

至崇祯十年，该书有关河南“土寇”“土贼”记载共有 7 条。除了两条与杨四有关外，其他 5 条无领

袖姓名。如崇祯七年十月和崇祯八年十月，土贼两次引流贼攻卢氏。崇祯八年一月，“贼攻上蔡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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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又有土贼万余人掠归村、徐寨、瓦店，与前贼应”。崇祯八年十二月，高迎祥部攻遂平等县，遂平

“土贼起”。崇祯九年四月，“河南流贼势，袁必谦乘暇击平诸土贼”。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的“土寇”与“土贼”，可能就是《豫变纪略》中所载第一种小土寇。他

们并没有建立寨堡的行为，没有割据的实力，均配合进犯的陕、晋农民军，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他们

的起义为流贼所激发，与旱灾无关，人数或多或少，行动上依附流贼，组织不严密，极易为官军剿灭。
《豫变纪略》没有逐一记载他们的活动。

那些拥有自己的地盘与山头的大土寇，他们独立行动，并不是农民军的依附或附庸。即便是第

三种流土寇，虽然周旋于官府与缙绅之间，虽然不停地与官军作战与受抚，虽然是农民军的同路人，

但却不是农民军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从崇祯七年至崇祯十三年，农民军在属于非灾区与新灾区的

河南，要获得充足的兵员仍然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从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三年，《怀陵流寇始终

录》无河南“土寇”或“土贼”的任何记载。
总之，在河南，直到崇祯十一年大旱降临，境内的大小土寇，皆转化为反政府武装。只不过，他

们与陕西农民军的关系若即若离，是同路者，却不是合伙人。
2. 坚壁清野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追堵截。崇祯十一年三

月，户部主事张缙彦奏:“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其原因是，“夏秋之间，粮刍尽在场

圃，田苗足供马食; 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① 即夏秋季节，农民军易从场圃中获得粮食，而在

冬春季节，粮食纳于城堡，不努力攻打，则难以获得粮食。如下节所述，政府有意将粮食集中于城

市，将城市作为抵抗农民军的大堡垒。这样一来，粮食的获得更显得困难。崇祯十一年，驻在武当

山的某营农民军总头目对兵士说:“山内无粮米，你们且抢了吃，过冬再回山来。”②在坚壁清野、堡寨

遍地的“反人民战争”的大背景下，农民军的处境相当困难。这一点，袁良义在他的著作中作了很好

的说明。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军只能分散行动。仍依上引张缙彦奏章:“贼入晋、豫以来，分头成伙，在

秦西安、延、庆、巩、平、汉中、商、雒以牵我兵，既无处不被贼，而汝、雒、开、归、南、黄、颍、亳，以及江

北，又无处不被贼，岂贼真有数十百万，盖分股以披其党，以牵我兵，故见多也。”分散机动，适应了

粮食分散，获粮困难的现实。另外，号称“数十百万”的农民军，正如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寇每股

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④即农民军的规模，存在半数的浮夸。袁良义指出:“饥民中的老弱妇女

总是占多数。这些人在农民军战斗不利情况下，很容易被进攻揽胜军冲散和俘杀，拥有数千数万的

一营农民军会一下散失一大半人。”⑤据此，就能理解为何看起来势不可当的农民军，会在崇祯十一

年纷纷受抚招安。
3. 三大“巢穴”的形成

杨嗣昌围剿的重点是被明廷被为三大“巢穴”的地方: 李自成的“巢穴”是巩昌府南部的嘉陵江

流域，张献忠的“巢穴”是陕、豫、川、湖四省交界处的郧阳与襄阳; 左金王即江北农民军的“巢穴”是

鄂、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三处连绵山谷，为农民军渡河后的往来出没之所，山谷中人烟稀少，却有

一些可耕之地，利于农民军的休养与生息。⑥

据图 4，农民军三大巢穴，都位于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三年的灾区边缘。这三个地区都不属于灾

区，却邻近灾区，且都是山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对于农民军蛰伏与复出，意义重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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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崇祯十年的陕西大旱，迫使李自成部转移到巩昌府南部的成县与阶州一带。孙传庭奏称:

“臣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①李自成部经过休整，

力量增加。然而，阶、成山中区域狭小，不足以维持数万掠食者的生计，李自部不得不向西向南觅求

更为广阔的粮食供应地。
崇祯十年秋，李自成部从成、阶出发，欲攻汉中，失利后转攻四川。十月入川，十一月初即“扬兵

成都郊外”。在官军的围攻下，李自成部退回巩昌府南，又接连失利于临洮，继而南下四川保宁府之

北境，受阻后折回汉中，再退至西安府东南部之商洛山中。经此折腾，李自成部只剩千余人，很长一

段时间内不知所踪。
崇祯十年，张献忠部从黄州府南部出发，转战于南直隶的长江北岸安庆、和州、滁州等地。这里

远离灾区，且贴近政治中心———南京。在官军的合力围剿下，农民军败走湖广，藏伏于襄阳、郧阳交

界的山林之中。
崇祯十一年春，张献忠进军南阳，被官军砍伤，遂退回襄阳府之谷城，并在此接受招安。按照郑

廉《豫变纪略》卷 3 记载:“流贼三十余万，盘踞洛西，诡求安插，岌岌不测。”②这 30 余万人中，以军

人身份接受招安者，只有 4 万余人，其余主要为家属。罗汝才与张献忠在驻地以屯田养活军队及其

家属。同年，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马进忠、马士秀、杜应金、刘喜才等农民军首领相继接受招安。
农民战争陷入低潮。

崇祯十一年，华北地区的旱灾是全局性的。按照郑廉的说法，崇祯十一年春天，“旱，蝗，赤地千

里”。③ 在中国北方，春旱严重影响麦苗的生长发育，最终导致大面积减产。然而，河南老百姓春天

所吃粮食来自上一年的收获，而崇祯十一年之前，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一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如

果张献忠的东进再晚几个月，因旱情导致的歉收成为事实，河南大地陷入大范围的饥荒，民心浮动，

社会动荡，农民军的机会或许就来了。只是历史不能假设，失败的张献忠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以便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 1639) 四五月间，张献忠、罗汝才及其他受抚者再次揭竿。可能是受到崇祯十一年

南阳府城失利的影响，张献忠部着眼于非灾区的四川地区的开拓。这一战略与杨嗣昌的围剿计划

暗合。杨嗣昌认为:“楚地广衍，贼难制，驱使入蜀，蜀险阻，贼不得逞，蹙之可得全胜。”④即利用四川

北部山区的地形，限制农民军骑兵的机动能力，完成对张献忠部的围剿。在官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之

下，崇祯十三年秋天，张献忠部进抵绵阳、汉州、金堂、简州、资阳、泸州，四川残破。

四 进军新灾区: 从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

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北方旱区虽然退至黄河以东，但华北全部沦陷; 浙江北部、南直隶、江西西

部、湖南、贵州及四川一部分也沦为旱区。崇祯十四年的河南仍然属于灾区范围之内，详见图 5。这

对于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支农民军而言，不是坏消息，而是新机会。
1. 饥民之归如流水

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进军河南府境。此时的河南府，已经连续遭遇了三年大旱，赤

地千里，饿殍遍地。卫辉府汲县民王国宁上疏曰:

今则四载旱蝗，合境疠疫，户口逃亡俱尽，土地旷废无耕……迨戊寅( 1638) 、己卯( 1639)

之间，飞蝗为害，弥山蔽野，吞啮无遗，二麦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惨绝也。庚辰( 1640) 入夏不

雨，交秋复蝗，村落丘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价十六千文。漕粮刍豆，一粒莫办。掘草根，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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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矣，典衣装，拆屋舍矣，卖妻子，噉尸骸矣，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亲相食矣，又

甚之兵相食，盗相食，昼夜掠人充食矣，伤毁天性，灭绝人理，群盗横行于郊外，僵孱坐毙于街前

……而郡城虚无人矣。延至今春，百无一二，有有地无人者，有有人无牛具者，雨泽稍沾，剜肉

播种……①

查图 4 与图 5，卫辉府沦为旱区，自崇祯十一年至崇祯十四年，共 4 年，与河南府的情况完全相

同。《豫变纪略》卷 1《年表》中记此四年河南省年年蝗灾，河南府当不例外。因此，王国宁对于卫辉

府情况的描写，完全适用于河南府。
查《豫变纪略》，从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共得饥民记载 10 条，与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无一

条饥民记载形成鲜明对比。郑廉描绘李自成进军河南府，“贼既入豫，饥民从者日众”。② 有一条记

载特别形象，说的是李自成破洛阳后，“况岁饥荒，加以福藩之积啬，洛阳一破，而呼号有资，饥民之

归如流水，亦自然之势也”。③ 新灾区的兵员补给十分充足。
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第一次攻开封时，李部只有骑兵 300，步兵( 精兵) 3 000，“合诸胁从

之徒约三万人”。④ 所谓“胁从之徒”就是河南的饥民。崇祯十六年( 164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
16 提及河南饥民与农民军的关系:“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

老营家口居中。”⑤饥民充当农民军的炮灰。农民军人数号称 200 万，即是加入大批河南灾区饥民所

致。当然，其中半数以上是军人家属。
2. 城市中的粮食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下旬，李自成部挺进河南。河南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连续三个年份的大

旱，灾情极为严重。在新灾区活动，虽然粮食的获得较非灾区更为困难，但通过打大户，攻城市，所

获甚丰。例如，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打下洛阳后，将从福王府中获得大量金银、粮食和物资运回

豫西山区。李在攻占洛阳前后，也曾攻下其他城市，皆未守，而是掠其货财粮食以还。⑥

农民军奋力攻城却弃而不守的怪异现象，几乎贯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史。城市中居住着高官

贵族、富商大贾与其他殷实之家，积聚着大量的金银、财货与粮食。除了洛阳外，还有太和县为证。
崇祯八年正月，县令吴世济示谕:“附近各集镇有粮食草束之家，能率先输运入城者，悉照时价，每一

千增价百文。其运粮食草数多者，当即给冠带旗匾，以示优异。”⑦为守城计，吴县令以时价 110% 的

价格，吸引粮食入城。
崇祯十年，卢象升提出其饥寇之法:“凡近城三十里乡民，亟以粮谷资财入城，三十里外，或运山

寨，或入大村。聚团固守，牛羊骡马鸡畜等多收敛，使无所掠。”⑧是谓“坚壁清野”。由此可见，一旦

破城，农民军获得的粮食将是可观的。
3. 追逐新灾区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率二千精骑，从巴州出发，经达州，出三峡，入当阳，夺襄阳城。继而弃

襄阳，转战河南南部及郧阳一带。十五年，又活跃于安徽舒城一带，并攻克庐州。十六年初，张献忠

部从黄梅、广济、蕲州抵黄州，进而攻武昌。十六年占领武昌，张献忠在此建立大西政权。比较而

言，从非灾区回到新灾区的张献忠似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据图 5，在这一时期，长沙府经历了三年的大旱，而湖南全省则经历了两个年份的大旱。很显

然，湖南是这一阶段的重灾区。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的部队以新灾区作为进军重点，放弃武昌，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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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继而占领整个湖南。
对于张献忠放弃武昌，进军湖南，传统的解释是张与李自成的矛盾。就在张献忠占领武昌之

前，李自成已经占领了江对岸的汉阳。笔者认为，向新灾区进军，既可以获得大量的兵员，也可以获

得较为充足的粮食。尤其在安徽、湖北及湖南等地，一两个年度的旱灾并不足以摧毁当地的经济。
这一点，也可解释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向四川的进军。

崇祯十六年秋，李自成部与孙传庭部在豫西决战，官军败。李自成部进军陕西及三边地区。这

时的陕西及三边地区，已经摆脱旱灾的魔影，成为灾区外沿。李自成立国于此，并进兵三边地区，意

欲扫清后方，图谋长远。这时候的李自成，已经不再是一个觅食者或武力掠食者，而是一位有远见

的政治家。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部进军山西，在平阳分

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抚至北京，一路经泽州、怀庆、卫辉、大名、河间至北京，灭亡明朝。
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完全摆脱不利的局面，在新灾区中千里纵横，是因为他们在粮食与兵员

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中原大地幅员千里，农民军可以获得足够的粮食; 旧有的社会秩序已经崩

溃，大批饥民就是潜在的兵员。足够的粮食还可喂养足够多的马匹，农民军的机动能力得以增强。
于是，一群武装的觅食者，开始成为真正的军人。

结 论

以农民军为中心，可将以上史实可以归纳为: 旱灾—饥饿—造反—扩大动乱，或面临抵抗与征

剿; 于是，就有了灾区内觅食—灾区外觅食—灾区边缘蛰伏—进入新灾区( 觅食) 等四个依次递进的

不同的模式。其中，反叛与征剿的力量达到平衡，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的灾区边缘蛰伏是其关键。
以政府与普通民众为中心，可将以上史实归纳为: 赈饥与招抚，抢劫与抵抗，剿灭与被剿灭。政

府—士绅—民众三位一体的抵抗与征剿是其优势的表现，但反叛的力量有可能超过抵抗或征剿。
双方力量转变的关键在于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间张献忠部与李自成部的再度崛起。

以气候变迁为中心: 天启七年至崇祯三年，陕、晋大旱引发民变，崇祯六年的山西大旱迫使农民

军流向非灾区; 崇祯七年至九年，北方旱区大部分消失，民众坚壁清野，对抗农民军。崇祯十年，北

方灾区局限于农民军少有活动的山西及陕西西部。在中原地区，官军四正六隅，十面埋伏，农民军

大批投降受抚。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连续且不断扩大的北方大旱摧毁了明朝财政，让濒于崩溃的

义军获得休养生息、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十四年以后，作为新灾区的河南为农民军提供了粮食与

充足的兵员; 灾区的扩大，又为农民军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四个阶段气候变化中，

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的持续大旱是关键。
将以上三个因素进行叠加，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的持续大旱，张献忠与罗

汝才部的蛰伏，就可能变为永远的沉沦。在没有获胜的机会时，他们的假投降就完全有可能变为真

受抚。而李自成部的残余，也完全可能消失在商洛山中的密林里。此正如郑廉所称: “明季之灾异

多矣，而十三年为甚。十三年之灾异多矣，而洛阳为甚。洛阳，天下之腹心也，灾异如是，何为哉?”①

他将崇祯十三年视为转折性的一年，也将洛阳视作大变局之拐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将

明末农民战争视为农民与明王朝的战争，也将明末农民战争视为气候与明王朝的战争。②

这是因为，虽然战区与灾区的关系错综复杂，但粮食与兵员这两个因素一直是其核心。旱灾的

等级与分布决定粮食的收成与饥民的数量。粮食越少，饥民越多，社会秩序越坏。反之，粮食越多，

饥民越少，社会秩序越好。灾区能够为农民军提供足够的兵员，却不能够提供足够( 下转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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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 3，第 67 页。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 6(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9 页) 中认为时事“决机于十一、十二之两年……苟得其人，即剿

功可成，而抚局得就……朝廷之失在用( 熊) 文灿，而剿抚垂成之秦督抚( 洪承畴) 又移之办他事，危亡之局，实决于此”。此语与吴

伟业之分析，实为异曲同工。



员。反之，如果这些异邦人一直是当地秩序的破坏者，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从他者向我者的

转换; 同样，如果本地人成为当地秩序的破坏者，那么他们也就由原本的我者转换为他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神圣和世俗之间: 西亚城市带的交融与冲

突”( 项目批准号: 16JJD77003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跨文化交流视域下阿玛纳时代东地

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FSS019) 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 录取文

号: 留金发［2018］3058 号资助〕

( 责任编辑: 郑 瑗)

( 上接第 49 页)

梁陈嬗代之际的政局演进中，据有上游的王琳军事集团与下游陈霸先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仅决

定了江左政权的最终归属，也深刻地改变了南方土著族群的历史命运。湘州土著大姓势力在这场

斗争中多依附于据有湘、郢的王琳，而与依靠岭南、南川酋豪势力的陈霸先相抗衡。随着王琳的败

北，这些湘州大姓势力自然也遭到重创。虽然此后陈朝对这些王琳旧属依然加以延揽招抚，但在陈

文帝之后的华皎之乱中，湘州地方势力再度遭到重创，自此人物凋零，族势衰微，步入隋唐以后，难

以复振，则不预于《氏族志》的湘州著姓之列，实在情理之中。
湘州土著大姓在六朝隋唐的变迁，是该时期湘州地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体现。学界以往对

此问题的考察，多从移民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北来移民凭借其文化上的优势谋取著姓的地位，而

将原有的土著大姓排斥在外。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亦失之片面。有鉴于此，本文以南

朝后期政局演进为背景，以湘州土豪势力在此期间的动向为线索，对此问题作出的补释，应当说是

更为贴近史实的。

( 责任编辑: 初 阳)

( 上接第 87 页)

的粮食。所以，农民军必须进军非灾区。非灾区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兵员。
如要非灾区提供足够的兵员，就要有足够大的力量，将非灾区的社会秩序打碎，制造足够多的饥民。
总之，农民军既要有足够的粮食，又要有足够的兵员，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官军及民团武装所歼灭。
在此两点之间保持平衡，就成为农民军的战略出发点，也成为决定农民军胜败的关键。直到崇祯十

三年年末( 1641 年初) ，李自成进军河南新灾区，粮食与兵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复存在。以此观点

视之，正是在崇祯十三年，明末农民战争的进程与旱灾进程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当李自成还蛰伏在秦巴山区的密林中时，就已预见到以河南为中心的新灾区的意义。崇祯十

三年末，李自成挺进河南，天下大势为之一变。此时的张献忠，虽然身处非灾区的四川，为官军重重

围困，却依然感觉到作为新灾区的中原大地所蕴含的机会，于是千里东征，局面大变。只不过，直到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仍然扮演一个新灾区的追逐者与觅食者的角色，而李自成则以政治家的远见，

作出正确的决策: 跳出灾区，建都西安，攻打北京，灭亡明朝。

( 责任编辑: 杜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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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Five Dynasties． Finally in the early Tang it grew into a method of disseminating the evil cult．

Buddhism and the Late Ming’s Gentry Society: Mount Yang in Xiuning CAO Gang-hua
The local gentries and monasteries collaboratively rehabilitated the Mount Yang in the Longqing reign．
Then the Ming government in the Wanli reign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is mount’s Buddhist significance．
Thanks to the efforts made by some prominent monks and powerful clans，the Mount Yang grew into a re-
gional center，wherein the religious and social power were blended． Outwardly the social classes and local
power were separated there; but in fact，both were tightly interwoven．

Grain and Army: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Drought and Peasant War in Late Ming
CAO Shu-ji

Digging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drought in the late Ming，the present paper reveals that a region hit by
the drought could prepare enough potential soldiers for the peasant arm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failed to
provide adequate foods for the rebels． Exactly for this reason，the peasant army had to come and go．
Therein lie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a peasant revol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volving Irrigation Works in Xiaoshao Pla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
ties LI Xiao-fang，CHEN Tao
Three counties—Shanyin，Kuaiji and Xiaoshan—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anjiang
dam． These counties thus formed a regional interest group． But in the late Kangxi reign，the Xiaoshan
gentry represented by the outspoken Mao Qiling decided to abandon this dam． Investigating the coopera-
tion and conflicts involving this dam，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revisit this issue in a deeper and broa-
der perspective．

Devoting Scholarship to the Time: Liu Shipei and the Hongxian Ｒeign ZHANG Zhong-mi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scholars shed light on Liu Shipei’s activities and advertisement of the restored
monarchy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is neglected history as far as possible．
It focuses on Liu’s justification for Yuan Shikai’s effort to restore the overthrown monarchy and the socie-
ty’s response，as well as interconnecting these with Liu’s personality and life．

Aurora Institute Embroiled in the Game between Ma Xiangbo and the Society of Jesus: A Non-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ＲEN Yi
The Aurora Institute，which was founded by Joseph Ma Xiangbo in 1903，was an embodiment not only of
the effort to rehabilitate China but also of the founder’s mastery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The Society of Jesus’s interventions resulted in the Institute’s collapse in 1905． Aurora’s short-livedness
did not reflect the simplistic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atholics，but instead shed
revealing light on the course wherein the cultural disseminators and recipients commuted，conflicted and
compromised with each other．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 1914—
1927) NIU Li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Southeast University were called“the base camp of the South-
east educational circle”in the 1920s，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From the creation of Nanjing Normal U-
niver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University，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Society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and was presented in the system design and personnel arrangem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
tors． Based on the southeast society，Southeast University formed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the core，which caused continuous tens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The professors
advocated school reform affairs，political parties outside coveted the school power，which eventually l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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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与兵员：明末大旱与农民战争的关系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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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启七年至崇祯六年旱灾与农民军的活动

图 3  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旱灾与农民军主力的活动



图 4  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三年旱灾与农民军主力的活动

图 5  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旱灾与农民军主力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