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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
评 中国经济通史 清代经济卷!

曹树基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 200433)

∀ ∀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三位先生主编,若干位学者参与写作的 中国经济通史 清代经济卷!

(上、中、下)三册已经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

个新时代的开始。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仅仅是因为本书的出版是在 2000年,而是因为,无论就

其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写作样式,本书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一、经济史学的方法论

本书分为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和农民经济篇共六篇。

生产 流通 分配 经济运行机制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

动构成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很显然, 本书主编对于全书的设计,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指导下进行的。

采用何种理论或何种方式进行经济史的写作, 学者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经济史学

天生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的传统,所以, 在写作上,就可能出现两种风格迥异的方式。

此正如吴承明先生在全书的总序中指出: #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至文章

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

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 可收互补之效。∃这一论述颇具启发

意义,留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笔者意欲追问, 两个系统的经济史著作究竟有何异同? 为什

么说这两种不同的写法并不是原则问题,而且可以互补?

在一篇与此主题有关的论文中,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全面的阐述。

除了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和求证与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外,经济学学派的各种方法成为他论

述的重点。在吴承明先生看来,亚当 斯密采取的是抽象分析和现象描述两种方法, 以后经济

学的方法论即沿这两条途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了自己的抽象方法, 用范畴进

行分析,但并不废描述。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但总的是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描述和分析经济现

象。可以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和

社会学方法。% 各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有成功的案例,兹不赘言。就本书而

言,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外,其他各种经济学方法都有所运用, 只是运用的程度

互有参差。尽管如此,在读者看来,本书仍然是#近于历史著作∃,而不是#近于经济著作∃。

 137 

% 吴承明: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 1期。作者还提及系统论方法,但因此法在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尚无成功之案例,故不予讨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指导性理

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有关前资本主义的研究相当缺乏, 且不

成系统。因此, 当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就感到非常

吃力。其根本原因在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整套范畴无法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

经济史分析,只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等少数几个主题的研究算是例外。在大量的中国经济

史著作中,读者既看不到作者在运用抽象范畴进行分析时所展现的思辨魅力,又看不到各种流

派的经济学方法的成功运用。因此,吴承明先生将此类著作称之为#近于历史著作∃的经济史

即是此意。

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过去时间里人类的所有活动。当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文

化史、社会史、人口史、生态史、疾病史等专门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 纯粹的历史学的空

间越来越狭小。与此同时,随着各种专门学科研究方法的日臻丰富且完善,历史学家不得不学

习各种学科的专门方法并应用于历史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的方法仅仅剩下史料

学的方法, 其中包括搜集史料方法和对史料年代、内容、真伪之考证等具体的技艺。在我的理

解中,吴承明先生所称#近于历史著作∃,暗含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史料学方法。换

言之,本书并不以经济学方法 甚至也不以(或无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 作

为分析的主要工具。

从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是两个可以互补的方法,但这并不意

味着,无论怎样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都可以和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构成互补。这

是因为,如上所说,在各种经济学学派的方法之外,还存在求证和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如归纳

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这一层面的方法论包括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等。历史史料学的方法只

有建立在这一层面的方法论基础上,才可能与经济学方法构成互补, 才可能撰就学术价值较大

的经济史。

笔者拟就这一角度, 逐篇讨论本书的成就与不足。由于全书篇幅甚巨,所以,本文的讨论

不可能逐章逐节地进行。

二、经济史研究中的描述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大篇幅的经济现象的描述。在传统的评价话语中, #资料

丰富∃一词应是最恰当的概括。经济史学的研究者大都知道,对于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而

言,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缺乏。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 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或根本没有记

载,几乎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搜集史料,加以排比,也就成为经济

史学者从事研究的基本功。另外, 对于其他一些问题, 历史留给我们的记载有时并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 将所有的资料进行排比将使文章变得冗长不堪,无法阅读。为了更好地处理史料,

进行描述,学者们总是需要构造一个合理的逻辑框架。

本书第一编第一章 土地的垦拓!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在第一节 清初土地荒芜情

况与清政府的垦荒政策!中,作者面临的问题,有的资料太少,也有的资料太多。历史文献中关

于清代初年土地荒芜的记载相当多,作者择其要, 分省略加论述,再以统计数据揭示:在顺治八

年、顺治十二年和顺治十八年, 全国土地荒芜面积分别占明代万历六年的 41 47%、55 29%和

78 32%。明清之际的荒田之多和清代初年垦荒的成效,由此可获完整认识。关于各省的不同

情况, 作者用同类省级数据加以说明,尽管在一些省存在数据的缺漏,但对于论述的主题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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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妨碍。循着这一清晰的思路,作者用很短的篇幅完成了这一主题的论述。本节的第二个主

题为政府的垦荒政策。关于这一主题, 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作者抓住一条中心线索: 从顺治至

乾隆,朝廷的垦荒政策经历了从鼓励垦复抛荒土地到鼓励开垦荒地的转变,清代的农业经济亦

随之经历了从恢复到开发的转变。尽管这部分论述稍嫌冗长,但由于主题明确, 线索清晰,所

作描述仍是成功的。

本编第四章 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处理资料时也有上乘的表现。对于作者所讨论的

主题的而言,资料是太多而不是太少。作者将#主要产区∃作为描述的主要线索,使全文的描述

精练恰当,详简适度。将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山区经济的开发置于同一章不同的两节,突

出了清代商品生产的特点,为作者在第三节中分析性观点的提出作好准备:种植商品性农作物

的农户虽然很多,但每个农户的种植面积却是很小的。清代前期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只是

商品生产的一种低水平扩散。

第二编 手工业篇!采取的也主要是排比史料的描述方法。作者对手工业进行相当细致的
分类,分门别类地就官营手工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矿业和陶瓷业、生产资料制造业的状

况进行叙述,资料丰富,详备有加。作者的总体思路是:清代前期,显赫了数千年的官营手工业

趋向衰落, 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主要手工业行业门类已基

本形成,生产规模扩大,商品生产发展, 市场扩大。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手

工业区域, 出现了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手工业生产组织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变

革。

以第一章 官营手工业!为例, 作者细致描述了官营织造业、陶瓷业、烧造业、铸钱业、造船

业的面貌。在描述过程中,作者既注意与明代的水平进行比较, 又注意将清代前期与后期情况

进行比较。如有关官营织造业的论述, 作者指出明代的官营织局自明中叶开始衰落,到天启七

年全部停废。清代恢复的官营织造业在地域上向南方集中, 重建了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

局,承担几乎全部皇室、官府所需丝织品的生产。与明代不同的是,这种官营织造工场,实际上

是一种包工制经营。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朝廷所需丝织品采取在局织造、向机户定织、在市

场购买的三种方式获得。从数量上看, 朝廷所需丝织品主要购自民间,官营织造业已明显衰

落。由于思路清晰, 在短短 2 000字中,作者就完成了他对官营丝织业由恢复到衰落的全过程

的描述,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其他官营手工业的论述大体如是。

在第二章 纺织业!中,作者紧紧扣住产区、种类、纺织技术、运销、农家经济等环节进行论

述,展示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唯有令人不满意处, 是关于纺织品的运销,本章作为叙述的重点

之一,而在第三篇 商品流通篇!中,也出现相关的内容。不仅如此, 本篇中有关其他手工业产

品的运销都存在与第三篇内容的重复。第二篇中合理的结构,在全书中却是不合理的。这一

缺陷系主编失察,与本篇作者无关。正因如此,从全书的结构着眼,本篇的描述略嫌冗长。

第三编 商品流通篇!结构严谨,所属九章,分别从物流的角度探讨清代几种重要商品的流

通,从市场网络的角度探讨作为网结的集市、市镇和城市的布局、发展状况和功能,从商品流通

主体及资本的角度探讨商人、商人组织、牙行制度及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从管理的

角度探讨政府的有关政策。

本编第四章 市镇!采取了另一种描述方法。在对清代的市镇作了详细的类型化描述以
后,作者专辟一节进行市镇规模、结构、经济方面的比较。作者证明:市镇已经脱离了市、集、

场、墟的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市镇商品经济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快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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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之别,并无性质不同。市镇和城市不仅具有消费意义, 也具有生产意义。它们同处于封建

社会中,既不干扰封建经济秩序,也不对抗封建政治统治。这样的分析赋予描述意义, 不失为

一个精采的归纳。在这一理论结构中, 作者展开了对于一座政治性城市、三座以丝织手工业著

称的城市和八座流通枢纽性城市为案例的城市经济的描述。

作为比较, 本编第三章 集市!的论述方法又有不同。关于集市的发展,在进行了一般性的

史料排比后,作者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明代及清代顺治- 雍正、乾隆- 道光、咸丰- 宣统三

个时期直隶、山东等 11省(或地区)相同范围内的不同时期的集市数进行比较,从中可见集市

的数量是稳步增长的。作者又研究不同地形上的集市密度、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研究集期与区域商业之间的关系。按照本书的体例,这类论述已经不再是#描述∃,已

经进入到#分析∃的层面。我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系列精采的分析之后,作者在 不同类型的

集市!一节中,用资料排比的方式, 向读者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如#满足小农一般性需

求为主的集市∃、#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以某种特产商品集散为主的集市: 包括

粮食市、棉花市、棉布市、丝绸市、烟草市∃等, 除此之外,还有庙会。虽然这部分内容是纯粹的

描述,但置于一段精采的分析之后,使得老百姓的生动的日常生活与相对枯燥的经济分析形成

互补,经济史因此而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在我看来, 这类描述方式可能是历史学著作的长处

所在,也是近于历史学著作的经济史与近于经济学著作的经济史之间最需要也最可能进行互

补的地方。

然而,本书中的描述也并不尽是成功的。例如,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 土地的垦辟!以时间

为经,空间为纬,描述清代土地垦辟的过程,广征博引, 详备有加, 但本节内容却在许多地方与

第一节的内容相重叠。第三节讲述 土地的利用!,分别以#农田水利∃、#低产田的改造∃、#农作

物耕作制度的改革∃为题,时间与空间不再成为叙事的结构。与第一节相比, 这两节的最大变

化是使读者迷失在一大堆虽然丰富,却显得过于冗长的原始资料当中, 从而失去阅读的快感。

如果将土地的垦辟与清代各个时期全国田亩数据联系起来考察,意义则不同。作者也意识到

这一点,他指出清代的册载田亩实际为纳税田亩, 而非实际的田亩数,这是正确的。然而,作者

认为将纳税田亩转化为实际田亩是不可能的。这样,在放弃进行实际田亩数据估算的同时,作

者也放弃了赋予描述以意义的努力。在有关土地利用方式的叙述中,作者以#普遍发展∃、#长
足进步∃作为清代水利工程或土地利用方式进步的基本结论,也是大可怀疑的。举例说, 作者

所述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没有对#发展∃和#进步∃的起点作交待。当所有的#发展∃或#进

步∃的起点都不清晰时,所有的#发展∃和#进步∃都可能是虚假的。另外,是否因为有了#增长∃
就是#发展∃? 任何一个量的增长都可以称为#发展∃? 果真如此, 清代的农业经济岂不天天都

在#发展∃,天天又都在#倒退∃。

另外,在有关制度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确定事物变化的起点和标准,还需要确定具

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和特殊个案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编第一章,在#加强对山区垦荒的控制和管
理∃的标题下,作者写道: #江浙、安徽之民,早在乾隆年间, 便到皖南徽州一带垦山。嘉庆十一

年,官方下令禁止垦山,但效果不佳。道光四年,两江总督陶澍发布命令,决定棚民租满退山之

后, &不得仍种苞芦, 改种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泻∋ 。∃对于这一事件,作者评论道: #从以上所

述,可以看到清政府对滥开山, 滥围垸所造成的生态失衡是有一定认识的, 也采取一定办法保

护生态平衡。∃其实, 两江总督的命令, 只能反映某个官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地方政府介入当地土客之争的结果。这一做法并没有形成推行全国的法令,因此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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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加强山区垦荒的管理和控制的措施。由此可见,在一个不周密的逻辑结构中,用举例

子的方法进行经济史的描述, 所得结论往往是危险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其中最值得讨论的是有关玉米、番薯的传播与种植。作者在第一编

第三章第二节将他在这一专题中的研究作了扼要的概括,指出至道光年间,玉米的种植记载见

于全国441个府州县厅。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内地省份,而陕南、湘西、

鄂西、皖南、浙南、赣南等山地, #也发展迅速∃。为了证明这一点, 作者采用资料排比的叙述方

法,分省加以描述。以湖北为例,作者指出湖北省种植玉米, 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襄阳、宜昌、郧

阳、施南和荆州等府。襄阳等四府的玉米主要种植在山地,而在荆州, 乾隆时, # 傍山及洲田∃,

亦多种玉米。再如四川, 作者引道光 内江志要!卷 1的记载, #今之芋麦, 俗名包谷者是也,蜀

中南北诸山皆种之。∃又举长兴、渠县、石柱、峨眉、彭县、中江、广元、通江、太平等 9县的例子,

说明山地玉米种植之普遍。这种描述的方法也存在问题,因为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无法将所

有资料一一枚举, 更何况, 既然荆州的洲田也种玉米, 四川的平原也有大量种植玉米的可能。

我的这一辩难很有点强辞夺理的味道,其实, 我只是想要问,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要

证明山区的玉米种植比平原广泛, 根本不需采用大量举例的方法,许多定性的记载可以证明这

一点。事实上, 至今为止, 尚无人对此有过怀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每一处山区都大

量种植玉米? 或者说,玉米是否成为所有山区的主要农作物?

在我看来, 经济史的研究并不在于回答某处有某物,而应该将问题置于一个合理的概念中

展开。例如,我们可以将#某处有某物∃的讨论转化为#集中产区∃或#主要产区∃的讨论。本编

第四章在论述 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时,就是在#重要的商品棉产区∃这一概念下进行讨论

的。也就是说, 如果需要将玉米作为某种果蔬的一般性种植与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集中产区

的种植加以区别的话,就需要对各区域玉米的种植规模进行定量的或准定量的研究,以确定其

#集中产区∃或#主要产区∃。从作者所引资料中, 我们可以将清代文献中有关玉米的如下记载

如大量种植的记载, 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记载和大量对外运销的记载 作为集中产区

的标志,这样就可以排除一般性种植地,凸现其经济地理的意义。%

第三编第二章 数种重要商品的运销!,对于粮食、纺织品和纺织原料以及各种生产资料的
运销,有详细的描述,所引资料之多,令人惊叹。除了在粮食运销一节作者进行过运销量的估

算外,其他各种商品则无类似研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各种主要商品从产地向非产地的运

销。这一不言自明的规律,构成此类描述的基本框架。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看,这是不能让人满

足的。至少,我们从中无法获知流通商品种类的变化、流通路线的变化及流通量的变化, 我们

无法从这几种重要商品的流通中得到有关清代经济史的新知识。在描述了大量的物流现象之

后,作者既不作归纳,也不作演绎,读者也就不知道如此细致而冗长的描述到底是为了证明什

么。如果将这一类描述当作近于历史学著作的经济史所具有的特征的话,那是不妥当的。缺

少了归纳与演绎的历史现象之描述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是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也是如此。依

我的观点, 如果采用经济地理学的方法, 用图示的方法在地图上标出若干种主要商品的流向,

就有可能发现清代商品流通的某种规律性,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上述分析还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学者在进行经济史的研究时,实际上无法回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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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就应当赋经济史学中的#发展∃予清晰而明
确的定义: #在制度改进的同时增加数量∃, 就应当在一个新的结构中分析清代陕西的农田水

利,就应当将历史文献中的定性记载可以转化为定量记载, 从笼统的描述进入经济地理学中

#集中产区∃的分析, 就应当在制度变迁的层面上讨论清代政府有关山区垦殖的政策。总之,无

论是近于历史学著作的经济史著作还是近于经济学著作的经济史著作,都必须运用定义清晰

且严格的概念, 都要求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经济学擅长的数据分析不应当仅仅成为近于

经济学著作的经济史著作的特点, 也应当成为近于历史学著作的经济史著作的方法与工具。

由此看来, 借用新的概念和方法,使学术研究从描述转化为分析, 是经济史学一个不容忽视的

大问题。

三、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

本书的许多章节,采用#分析∃而不是#描述∃的方法,展现了作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层次思

考。在一般情况下, 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分析的层面, 势必涉及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

与争辩。而在#描述∃性的叙述中,对于已有的相关成果,研究者可以不加理会,或作简单的援

引,如此而已。两种方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和写作样式。

第一编第二章 人口的增殖!第一节中有关清代人口统计与人口变动的说明,作者主要依

据官方文献所载数据,并作简单辨正。关于各类从业人口的数量,包括手工业人口、盐灶人丁、

矿工、船民、渔民、船工、商人、地主绅衿、兵丁等,数量单位多为#几十万∃或#百万∃级, 虽然粗

疏,但仍可以接受。这一估计是目前最好的一种。第二节讨论各类农业劳动人口,采取的是同

样的方法,但依据的资料更丰富。例如,关于农民的家庭构成,作者依据的资料有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近千件档案,有来自华北、江南、西南等地的各种地方性

的户籍册,还有徽州文书。在最近出版的名为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的著作中,由于难

度太大,作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笔者也未涉及此类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作者有关人口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关于清代前期的册

载#人丁∃, 作者认为#从现有可见的史料来看,清朝皇帝或官员从来没有否定或推翻过原先所

规定的人丁的概念。这说明他们在考虑每年上报或汇总人丁数字时,原来丁的概念也还是在

起作用的。∃这样就肯定了将丁作为人口一部分的做法,也肯定了用丁数推测人口的做法。对

于这一观点,笔者在最近的一篇论文加以批评 %。各地#丁∃的基数来源于明代初年或明代中

期的实际人口, 明初或明代中期以后,丁已演变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纳税单位, 与人口变动没有

关系。至于哪些地区来源于明初的实际人口,哪些地区来源于明代中期的实际人口,则可参阅

笔者的另一篇论文 (。

关于人口流动, 作者的研究方法更值得商榷。例如, 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作者所据各

大区面积,来源于梁方仲著作。梁著中有关各地面积的数据很不准确,已不能使用。正确的做

法是根据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理集!所绘地图进行测算,传统的手工测算方法有方格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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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树基: 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 , 中国学术!第 3辑,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曹树基、刘仁团: 清代前期# 丁∃的实质! , 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 4期。



称重法(例见同书第三编表 3- 5注释) ,现在则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测算 %。关于农业移

民的数量,作者将统计的标准时点定于 19世纪中,即 1840年前后,并称#这种大范围农业移民

达到 1 500万左右∃。很不妥当。因为,在绝大多数移民迁入区, 1840年活着的已不是移民本

人(即有迁移行为的人) , 而是他们的后裔(。假设某一地区在乾隆初年或1740年迁入10万人

口,这 10万人口安居于迁入地,生息繁衍,以7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 100年以后即1840年就有

人口 20万。在四川等地,移民运动在康熙中期即已大规模展开, 按同样的年平均增长率, 至

1840年计算, 10万移民将有28 8万后裔。作者可能争辩他只计算移民而不考虑后裔, 那么我

想追问,谁能算出与 1 500万对应的全国人口数该是多少? 如果没有与全国人口数的比较, 1

500万移民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第一编第三章 粮食生产的发展!主要讨论各地的粮食亩产量,甚为精采,体现出作者治史

的功力非同一般。我赞成作者提出的原则:搜集资料、具体推算时宜细不宜粗,在取得结论时

宜粗不宜细。我也佩服作者搜集资料的广博,辨析资料的精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本章都

可说是全书最精采的部分。作者在 绪论!中指出: #清代粮食生产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地区扩

散,即粮食亩产量在全国广大地区普遍提高。∃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只见到除了湖南以外,

其他地区亩产量的停滞或减少。以江南为例, 作者指出在苏松嘉湖地区, 明代亩产稻谷 2 6

石,清代前期依然,嘉道后有所减少。以山东为例,作者用孔府档案资料中记载的亩产量与 20

世纪 50年代学者们所作调查进行比较,发现从清代前期至清代末年,山东地区的粮食亩产量

几无变化。如果说多熟复种制度导致了亩产量的提高的话, 那么,就必须在讨论问题之前,确

定各区域耕作制度变化的基点。本章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本编第五章 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系作者对这一问题长期探索的结果。作者严格区别

了量的增长和质的变化的不同的经济学含义, 指出前者为#广泛性的增长∃, 后者才是真正的

#发展∃。作者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为#发展∃的指标,是合理的。很可惜,作者的这一

定义未能为本书其他作者所接受, 也就未能构成为全书总的分析框架。这就使得笔者在阅读

时,不时会对书中出现的含义不清的#发展∃一词, 产生诘难的冲动。

需要指出的是, 作者对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是以江南为例的。我们知道,江南是清代

农村手工业最为繁荣的地区,也是市镇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诚如作者所称: #由于这一地区

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 因此也不能把江南的变化模式简单地照搬到其他地区。∃近些年来,有

些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常常援引作者有关江南农业经济的研究, 来论证中国的情况如何如

何。这是很不妥当的。作者的上述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就江南经济而言,作者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其中有许多观点见于作者已

经发表的系列论文, 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好评如潮。就本章而言,作者的分析思路更为

缜密,例如,在第一节中, 作者讨论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诸问题,用江南的经济发展、农村

的劳动力不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等现象来批评所谓# 清代停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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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清、民国时期!中,我将清代前期移民计算的标准时点定为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是因为

这一年最大限度地接近大规模移民运动停止的时间,即便如此,我在书中仍称# 移民及其后裔∃ ,而不专指移民。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全国分府面积见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第十六章,面积测算者为复旦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中心满志敏教授。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梁方仲所据 嘉庆大清一统志!中所载全国分府人口数据, 错误甚多, 不

经校正,不可随意使用。笔者校正的结果亦见上引书。我之所以要在此指出这一点,是希望以后的学者能够采用新的研究

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事自己的研究。



然后按照作物类型、耕作制度等讨论农夫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又从大田农作与养蚕缫丝、棉

纺织等方面来讨论农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些讨论相当精采, 但也有一些观点仍有待进一

步论证。兹举二例如下:

关于农作物亩产量。作者举小麦、油菜、蚕桑、棉花、水稻为例进行说明。小麦产量# 变化

不大或略有提高∃, #略有提高∃一词相当勉强。明代油菜籽亩产量如按徐光启所言, 清代则无

提高, 如按现代学者陈恒力的估计, 则提高幅度相当大。在我看来, 这一问题还需要发掘更多

的资料作进一步分析。作者将清代棉花中等田的产量与明代#滨海下田∃产量进行对比, 很不

妥当, 如以下田比下田, 亩产量则无变化。水稻亩产量的增加,原因在于对明代亩产量低估。

作者估计明代稻米亩产量只有 1 6石,而同书第三章的估计值则在 1- 3石, 平均 2石。本章

作者是根据稻米消费总量作出的估计, 这类估计中存在的不可知因素太多,不可全信。第三章

作者则是根据亩产本身的记载作出的估计,可靠性要大得多。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接受第三

章作者的资料和观点。既然亩产量没有增加或没有明显的增加,作者所称#农夫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就成为无本之木,笔者不再加以讨论。当然,这只是就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并不指

其他。

关于江南农村的劳动力不足。作者否定了由#人口压力∃理论所派生出来的#江南农村劳

动力过剩∃的假设。作者认为江南的人口增长自南宋以后日趋减缓, 到清代前期年增长率已降

至3)这样一个很低的水平。实际上,从宋代以来,和平环境下的江南人口增长一直就保持在

3) 4)之间 % ,虽然其中奥妙尚不可得知, 但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清代却是不妥当的。另外,

作者还以双季稻等作物的推广受阻来证明江南农村的劳动力缺乏,也有问题。殊不知,即使在

1970年代公社化时期的江南农村, 农忙季节中仍感劳力缺乏,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要开早

工,出夜工,否则就会&脱了季节∋ ∃ (。我们绝不可以据此而认为,直到 1970年代,江南农村也

不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双季稻和沤种法都属于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过密性技术,然

而,劳动量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成正比, 随着劳动量投入的增加, 相对于单位劳动量的产出越

来越少,形成所谓边际产量的递减。江南的农民拒绝双季稻与人口是否过剩没有关系。

本书第三编第六章 商人、商人组织和商人资本!是值得重视的一章。之所以这样说,并不

在于作者对于地方商人活动的描述和对于商人资本来源的说明。地方商人的活动, 通过简单

的资料排比, 就可以获得清晰的印象。关于商人的资本来源, 通过举例子的方法亦可知其大

概。此外,作者对于商人会馆或商人公所性质的说明, 我以为并不是经济史的研究范围, 而是

社会史的研究课题。本章最精采的当属作者关于商人资本组织与经营体制的论述。正如作者

所说,这一节的任务是探讨清代前期资本是怎样组织和经营的。作者分#独资形态下的经营体

制∃、#合伙形态下的资本类型、经营体制和盈亏分配∃二点进行论述,引用的资料包括清人文

集、笔记、徽州文献、各种碑刻资料、巴县档案、孔府档案、地方志、各种商书、政书、族谱,林林总

总,蔚为大观。作者从清代算书 算迪!中寻找资本合伙的资料, 认为在算书中出现这类题目,

表明当时这种方式的合伙已经相当普遍。作者根据资料认为清代具有一定商业信誉的字号招

牌已经资本化,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号招牌为资本合伙的。人力资源也可以资本化, 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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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乐天: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东方出版中心 1998年版,第 296页。

参见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宋辽金元时期!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四卷 明时期!和第五卷 清时期!, 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001年版。



出力者只要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出资者结成平等的合伙关系,与出资者共享利润, 共担风险。

关于合伙形态下的经营体制,作者的论述更为详细,兹不一一转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

将这类合伙企业称为股份制企业呢。作者的解释是: #股份制是近代以来向社会发行股票募集

资本为特征的企业形式。清代合伙制并没有向社会发行股票,不应与股份制相混淆。∃作者对
于股份制企业的看法是错误的。根据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制企业分

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不需要向社会公开募股,而股份有限公司才必

须向社会公开募集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由 2人以上 50人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不限。我的观点是,清代的合伙制企业, 尤其是一些大的合伙制企业,

类似今天的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本书第二编第六章作者的观点,商业中合伙制的产生要早于手工业中的合伙制。#就

手工业来看,合伙制最初也许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以后才演变为一种确定的企业形式。这

一章的作者分析了陶瓷业、井盐业、木材加工业、矿业、采煤业、冶铁业、碾业、丝织业、制糖业等

行业中的合伙方式和事例,列举的资料相当丰富。这些内容, 足以构成一部名为 清代商业手

工业合伙制经营!专门学术著作。尽管如此, 我对这部分内容仍觉不满足, 这是因为,作者对合

伙制的企业的性质持谨慎的态度。作者虽然指出: #有研究者认为, 近代川自贡井盐业中实行

&井债井还∋ 制度,是一种有限责任制度,这使自贡井盐业中的企业制度更接近于近代股份制。∃

却没有加以评点,以至我们不明白作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在一本名为 中国契约股

份制!的著作中,彭久松、陈然对清代自贡井盐契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清代自贡井盐业中

的企业制度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股份制民族形式∃ %。我对彭氏、陈氏的分析深表赞同。只

是我认为井盐业中的股份制形式并不表明它是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相关的分析参见笔

者有关清代台湾农业中的股份制经营的专题论文(。相对而言,本书的两位作者没有对已有

的成果进行深入的讨论。∗ 近几年来,在一些私人场合, 我曾经就这一问题与若干位同行交换

过意见,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是, 我们共同的感觉是, 对于前近代中国商业企业、手工业企业

和农业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性质的深入研究应该提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议事日程。

尽管如此, 我还是愿意阅读本书中的分析性内容。与描述性的叙述相比,分析性的研究容

易出现差错,容易为人所诟病。然而,这种研究本质上是学者之间智力的竞赛。写作者与研究

者有时心平气和地, 有时怒气冲冲地,相互诘难, 彼此攻击,合力煅造学术之箭,学术因此得以

进步。这也是历史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层面上, 近于历史学的经济史与近

于经济学的经济史才能达成本质上的一致。

四、结束语

至此,笔者对于本书第一编至第三编各章节所做简短的评论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达了我对

于经济史学方法论所持的观点,再对本书第四编至第六编做同样的评论似乎显得有些多余。

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第四编 土地分配篇!将土地分配作为分配的主

 145 

%

(

∗ 如果考虑到作者在 跋!中所称,这本著作开始于 1984年,陆续完成于 1997年,出版于 2000年,所以,我们无法按照

出版时间来要求它的作者是否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

曹树基: 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 兼论中国# 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 , 中国社会科学!
1998年第 2期。

彭久松、陈然: 中国契约股份制!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页。



要形式来论述, 并无不妥。但通观全篇内容, 与其说是经济史,不如说是社会史。在中国没有

社会史的时代, 将这一内容置于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 无疑是正确的,而在今天,社会史的研究

蓬勃展开,土地占有、田地买卖、地权变动等一系列现象及相关术语应该是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或者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作为纯粹的经济史的讨论对象已经有点不合时宜。同样,本书

第五编 地主经济篇!讨论的内容包括佃仆制度、分成租与定额租、永佃制、押租制、雇工经营

等,也都应该是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讨论的内容。第六编 农民经济篇!内容相当丰富,它与第

五编一道, 构成了一个可以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学∃或#中国农民学∃的庞大领域。关于这一主

题,笔者希望有机会撰文加以专论。

总之, 本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解释清代经济的一部成功之作。在资料的搜

集,史实的描述方面,本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可以视为传统经济史学的典范之作。本书

作者对于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于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 也预示着一个新范式的经济史研究

时代的到来。将本书称为一部标志性的著作,意即在此。

(上接 107页)

输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输日书籍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例如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前述正德元年

到达长崎的 21艘南京船和 14 艘宁波船中, 载有书籍的船只总共是 6 艘(南京、宁波船各 3

艘) ; 而到文化元年( 1807年) , 进入长崎港的 11艘船中就有 10艘载有书籍 %。从上述 51号船

所载书籍目录未看 ( , 南京船运载到日本的书籍,主要为经学、文学、历史、医学,本草等书籍

(其中以文学类尤多) ,与江南流行的书籍无大差别。这些书籍都是在江南(特别是南京、苏州、

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认为从航行天数计算, 从南京到北京的航程与从南京到长崎的航程

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长崎在获得江南书籍方面的便利堪与北京匹敌 ∗。

从以上讨论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所需要的纸张,越来越严重地

依赖输入,而所生产的书籍则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也

日益提高,日益成为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部门。这一点, 也有力地证明了明清江南出版印刷

业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变化, 表明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已

不再是一个生产能力狭小、仅只为官府和上层社会服务的行业, 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近代以前的

标准来看是非常商业化的产业部门。由于出版印刷业的特殊功能,因此上述变化,不仅对于我

们正确认识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 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明清江南的社会生活与大众文

化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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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庭修: 江户时代日中秘话! ,第 62页。

该船运到长崎的书籍共 40箱, 86种, 1 100余册。见前引大庭修书,第 68 70页。

大庭修: 江户时代日中秘话! ,第 6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