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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论坛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对青年人才成长的殷切希
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
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中变 为现 实。 全党 要关 心和 爱护 青年 ，为 他们 实现 人生 出彩 搭建 舞台 。” 哲学 社
会科 学的 发展 要靠 坚持 马克 思主 义唯 物史 观的 新一 代青 年人 才。 《清 史研 究》 一
向有为青年学术人才的成长搭梯子、立舞台的传统，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期刊建设
实践 中， 《清 史研 究》 决心 以更 大力 度促 进清 史研 究优 秀青 年人 才的 成长 。本 期
刊发“青年学者论坛”专栏，推出四篇佳作，就是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a
——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杨双利

[摘要]

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

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
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
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
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
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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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能够增强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直观认识，而
且可以为定性研究提供科学的论据基础。定量研究也早已不是史学界的新鲜事，但以往主要
体现在经济史的研究当中。近些年，随着量化历史研究的升温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量方
法不仅在经济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展现，而且向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扩展开来，以推进其在方
法、视角、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同时，学界对量化史学及相关问题也有反思。量化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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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是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从数据的生成及其相关方面来反思量化史学无疑是一条重要的
路径。
中国绵长的著史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其中也包括一些十分珍贵的数据资料。
这些资料经历史人物之手记录下来，再由历史研究者进行一番复杂处理，才生成了可以应用于
考察历史问题的直观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许多影响数据质量和研究结论的因素。陈
争平就曾指出，
“细考中国历史上一些数据来源，往往会发现它们来自于某个官员或士子的估
算，后来又有一些研究者再根据这些估算作进一步推论，使得结论的主观性更强，客观性更
低”a。鉴于此，笔者就方兴未艾的灾荒史研究为基石，以清代灾情、灾赈数据为分析对象，旨在
从数据生成和应用的过程中反思量化历史研究的数据基础及其有效性。

一、灾情数据的比较分析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灾情数据，上个世纪前半期已经有数位学者做了大量统计。b“灾次”作
为常用计量单位，在不同学者的统计中，其涵义不尽相同。譬如，A.Hosie 和陈达按年计次；邓
云特的统计中，“凡见于记载之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之轻重及灾区之广狭，亦不论其是否在同
一行政区域内，但在一年中所发生者，皆作为一次计算”c；陈高傭等编著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
表》
“天灾”一项中，
“以每记载一次为一个单位”d。由于这些统计所涵盖的时空范围、灾害种类
各有不同，史料选取详略不一，统计方法差异较大，不惟所得结果千差万别，数据的科学性上
稍嫌不足，能够用其来解释的历史问题也十分有限。即便是至今仍被视作比较权威而广被征引
的邓云特的统计，严格地讲，也是不准确的。e
五六十年代以后，自然科学界的一些学者在灾害史料等级量化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开创性工
f

作。 尤其马宗晋、李闽峰于 1988 年率先提出了“灾度”的概念，并将之由地震研究推广至其
他灾害，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深入探讨。g 之后，卜风贤在此基础上对灾害史料等级量化及其相
关问题做了系统阐释。他指出，“灾害史料的灾度等级量化方法是以灾情程度为依据，以灾度计
量方法为原则，以灾区大小作为加等定级的标准而进行的”
，其“一个必要前提是分清灾次，按
次记灾”
。h 陈业新在区分气象学和灾害学关于灾害等级量化不同思维的基础上，对 1736-1911 年
皖北地区洪涝灾害进行了分析，在完善洪涝灾害等级量化方法的同时，对历史灾害等级量化问

a

陈争平：《大数据时代与经济史计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b

D.H.Mallong 统计了公元前 108 年至 1911 年中国水、旱、风、霜、雹、蝗、兵、匪灾共有 1828 次，A.Hosie 统计了自公
元 620 年至 1643 年共 1023 年间中国受旱灾 612 年，竺可桢统计了从 1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 18 省水灾 658 次、旱灾 1013
次，陈达统计了公元前 206 年至 1936 年共 2142 年间中国水灾年份 1031 年、旱灾年份 1060 年，邓云特关于公元前 1766
至 1937 年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次数的统计，计 3703 年间共 5258 次（参见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 年，第 50-51 页）；陈高傭关于秦始皇元年至宣统三年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的统计中，天
灾一项共计 7481 次（参见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 年；冯焱、胡采林：《论水旱灾害在灾害
中的地位》，《海河水利》1996 年第 3 期）。

c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 54 页。

d

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 编纂例言》，第 4 页。

e

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 年第 4 期。

f

自然科学界关于灾害史料等级量化的贡献及具体灾害史料的量化方法，参见卜风贤：《农业灾荒论》，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第 82 页；高建国：《中国灾害史料定量化综述》，《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研究论文集》，学苑
出版社，1994 年，第 26 —32 页。

g

卜风贤：《农业灾荒论》，第 82—89 页。

h

卜风贤：《农业灾荒论》，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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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深刻反思。a 就卜风贤所指出的，决定灾情程度的两个因素（灾变幅度和灾区大小）而
言，历史灾害资料中以行政区划表示的灾区范围比较明确，而关于灾变幅度的把握却是一道难
题。学者们只能根据文献记录者对于灾荒情形的描述进行大致判断，甚至通过分析灾害引起的
社会经济变化进行估测。因此，近数十年关于历史时期灾害的研究，正如陈业新所指出的，除
了“极其小部分经过一定专门训练的研究者在水旱灾害等级划分方面有所作为”外，
“绝大多数
都没有进行灾害的等级划分”。b 关于灾害频次的统计，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灾次的统计，基本上
也很少考虑灾变幅度的问题，主要以灾区为空间单元按年分类进行统计。多数研究成果中的灾
情程度，则通过同级灾区数量的多少来侧面地进行表达。这与卜风贤所言“灾度定等按照灾区
的大小，以数量级的关系递进定等”c 的思路基本一致。关于灾次统计的空间单元，州县作为中
国历史上的基层政区，以其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分布较为均匀的特征，成为灾害史研究中
灾区划分的不二选择。
清代以其时代较近且文献遗存丰富，为历史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先天条件。
关于清代灾荒数据的统计和研究，早在民国时期，王树林就做了开创性的尝试。他以州县作为
空间单元统计了灾情数据，而且在所得结果的基础上对清代灾荒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
分析。王树林统计的清代顺治至光绪（1644—1908）全国 18 直省水、旱、雹、虫、风、地震各
类灾害总计 15974 州县次。总数据中包含了各省、各灾种的数据，统计细目中呈现了各年、各
省水、旱灾害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湖北 5 省各年、各灾种的数据，为灾荒数据的统计
提供了一个较为精致的范本。d 后来，李文治对近代中国农业史上的灾荒数据也做了相关整理和
分析。e 他的统计中不仅包括自然灾害，亦涉及兵灾等人为灾害，但在各省区灾情数据中并未区
分开来，使得数据的可利用性稍打折扣。
近些年来，在清代灾荒数据统计和运用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李向军与张祥稳。他们关于清
代被灾州县（厅）次数的统计，参考文献丰富，统计口径较为一致，可以进行有效的比较分析。
李、张二位学者的灾情数据都是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进行的统计，后来又都出版了著作，
对清代灾荒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两位学者的统计区域基本重合，均以清代 18 直省为主体，外
加东北地区（张氏只录奉天）；灾种基本一致，包括水、旱、雹、虫、风、地震、瘟疫、霜雪
（张氏录为冻灾），李氏多出“其他”一项，但数目极少；计量单位都是州县（厅），李氏虽然以
“州县”列项，但统计中实际也包含了“厅”的数据。李氏的统计涉及了顺、康、雍、乾、嘉、
道六朝，博士论文中包含有卫所数据，而专著中并未纳入，只呈现了州县数据；张氏统计了乾
隆朝数据，著作与博士论文基本一致。故本文选择对二位学者专著中的乾隆朝数据进行比较分
析 f，以期对灾荒数据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
关于乾隆朝的被灾州县（厅）次总数，李氏的结果是 10634，张氏的结果是 14217，比李氏
多出 3583，多出近 33%，差距甚大。笔者以《清高宗实录》作为参考，详细核校了二位关于各
a

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 2 期。

b

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 2 期。

c “当灾区为十县以内时，灾度作 2 度处理；灾区为十至一百县时，灾度作 3 度处理，灾区为一百至一千县时，灾度作 4 度
处理”，再结合灾害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灾度加等处理。参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
国农史》1996 年第 4 期。
d

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 年第 6 卷。

e

李文治对清代道光至宣统朝长江、黄河流域 12 省水、旱、风、潮、虫、雹、霜、冻、雪、疫、沙、碱等自然灾害及兵
灾进行了统计。参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720 —722、
733—735 页。

f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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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每年各灾种的数据，并将他们的分类记录及张氏所举被灾州县厅名录与实录所载成灾州县厅
进行对比。二者差距较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多出的一部分首先来自张氏对于李
氏漏计数据的补充。李氏以《清实录》为主体资料，结合了其他各类文献。然就实录中数据而
言，李氏亦有不少漏计。如乾隆十一年甘肃雹灾 8 州县 a，李氏无记录，张氏计为 9 州县，虽然
州县名称有出入，但在数量上填补了缺失；乾隆十六年甘肃水灾、雹灾 14 州县 b，李氏无记录，
张氏做了补充；等等。（二）张氏虽然以州县厅作为空间单元，但其中混入了不少卫所数据，而
李氏的卫所统计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与州县数据区分开来，专著之中只有州县部分。如乾隆二
年山东齐河等 32 州县、东昌等 4 卫水灾 c，李氏计 32 州县，张氏则计为 36。
（三）张氏数据中有
重复统计或不明来源者。重复统计方面，如乾隆四年的甘肃地震一项，张氏计为 5 县，李氏没
有记录，而实录中本年所有相关记载都是关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 年 1 月 3 日）地
震及其应对，并未有新的震灾记录。显然，张氏乾隆四年的记录是对于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中受
灾县份的重复记录。不明来源记录方面，最为明显且数目较大者是关于乾隆四年河南水灾的统
计，张氏计 132 州县，李氏计 54 州县，相差 78 州县。经过笔者根据实录中相关记载逐条核对，
乾隆四年河南被水，首先是武陟等 10 州县，其次是祥符等 47 州县，再次是商丘等 12 州县，除
去淇县、遂平、禹州、伊阳不成灾 4 州县，加上新野二次被灾，共计被水灾 66 州县次。d 又乾
隆四年八月甲辰，河南巡抚尹会一奏，“其未被水之五十属收成颇好”e，而乾隆初年河南所辖共
107 州县数，故而前述武陟等 10 州县中应有一部分州县亦与后续报灾州县有重复。概而言之，
本年河南水灾州县应是 60 州县次左右，张祥稳列举有名称的 73 州县中部分州县并不成灾，而
其所计 132 州县中有不明来源者近半数。（四）张氏将许多被水、被雹、被旱但勘不成灾州县统
计在内。根据笔者的核对，张祥稳所录的部分州县在实录中已经明载勘不成灾（具体参见表 1）
。
其他一些州县虽未明载“勘不成灾”，但通过文献可以判断“不成灾”的也有不少。如实录“乾
隆三十年八月癸酉”f 条载，本年夏秋陕西西安、同州、凤翔、邠州、乾州、鄜州、延安、榆林、
绥德等 9 府州被旱，但不成灾，张氏计为 15，李氏计为 1；乾隆十四年山西水灾、雹灾，张氏
统计共 44 州县，其中大部分在实录“乾隆十五年二月丁酉”g 条中明确指出“勘不成灾”
，此二
项李氏共计 5 州县。这主要缘于张氏的资料来源是无《清实录》对照的多种文献混合记录，而
李氏以《清实录》为主要史料，故二者记录存在较大差异。另外，张氏的一部分资料来源虽为
官方档案，但对官方报灾、勘灾制度缺乏考虑，将被伤歉收但并不成灾的州县也一并统计在内。
经过比对发现，张氏记录中关于水灾的大部分数据值都比李氏的数据值高出许多，这是导致总
量偏大的主要原因，其中不成灾的比例也是各灾种中最大的。再观察张氏的年统计，几乎绝大
部分水灾的数据张氏都比李氏多。张氏关于水灾的统计以出版的“洪涝档案”为主，其中所选
取的资料对水情的记录十分详细，对灾情的记录则多不明确，且许多档案只节选部分，灾情记
录更为简略。若将其视为灾荒文献的话，主要是由部分报灾记录组成，而最终成灾的数据则需
要通过《清实录》及其他官方文献去验证。

a 《清高宗实录》卷 281，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己卯。
b 《清高宗实录》卷 403，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c 《清高宗实录》卷 73，乾隆三年七月甲戌。
d 《清高宗实录》卷 95、97、98、99、100、101、106、107、115，乾隆四年六月己亥、甲辰，七月辛酉、壬申，八月辛巳、
甲辰，九月戊申、癸亥，十二月癸未、庚寅，五年四月己丑。
e 《清高宗实录》卷 99，乾隆四年八月甲辰。
f 《清高宗实录》卷 743，乾隆三十年八月癸酉。
g 《清高宗实录》卷 359，乾隆十五年二月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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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据《清高宗实录》校核张祥稳关于乾隆朝灾情统计中不成灾数据表 a

灾害
灾害年份

省份

二（1737）
四（1739）
五（1740）
六（1741）
六（1741）
七（1742）
七（1742）
七（1742）
七（1742）
八（1743）
九（1744）
九（1744）
十（1745）
十（1745）
十一（1746）
十二（1747）
十三（1748）
十五（1750）
十五（1750）
十七（1752）
二十（1755）
二十四（1759）
二十六（1761）
二十六（1761）

河南
河南
山东
湖南
江苏
湖南
河南
安徽
江西
河南
山东
江苏
江苏
甘肃
山东
直隶
山西
江西
直隶
陕西
江苏
陕西
湖北
河南

张氏

种类

统计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旱灾
旱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雹灾
水灾
水灾
旱灾
水灾
旱灾
水灾
水灾

38
132
6
6
69
20
19
27
22
27
36
28
24
35
42
48
18
23
66
42
72
50
12
60

不成 《清高宗实录》

灾害 张氏 不成 《清高宗实录》
灾害年份

省份

二十八（1763）
二十九（1764）
三十一（1766）
三十一（1766）
三十一（1766）
三十三（1768）
四十五（1780）
四十五（1780）
四十六（1781）
四十六（1781）
四十八（1783）
五十（1785）
五十（1785）
五十（1785）
五十（1785）
五十二（1787）
五十二（1787）
五十三（1788）
五十五（1790）
五十五（1790）
五十五（1790）
五十六（1791）
六十（1795）
六十（1795）

直隶
湖北
甘肃
安徽
陕西
甘肃
浙江
江苏
甘肃
山东
陕西
山东
湖北
直隶
河南
陕西
江苏
安徽
山东
江苏
安徽
直隶
甘肃
江苏

灾数 （卷数，页码）
8
3
3
1
12
3
6
10
2
7
7
2
4
21
6
7
11
6
22
7
7
17
5
11

（52，881）
（101，524）
（127，868）
（143，1065）
（153，1192）
（176，269）
（177，278）
（179，316）
（180，324）
（201，578）
（224，894）
（235，31）
（249，216）
（254，295）
（273，561）
（294，859）
（323，332）
（364，1014）
（388，99）
（427，586）
（511，454）
（598，674）
（645，225）
（655，332）

种类 统计 灾数 （卷数，页码）
虫灾
水灾
雹灾
水灾
水灾
旱灾
水灾
水灾
旱灾
水灾
旱灾
旱灾
旱灾
旱灾
旱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水灾
旱灾
旱灾
水灾

27
21
33
23
7
14
7
9
7
42
10
50
49
26
65
8
23
37
44
18
16
12
9
9

13
13
15
3
4
5
6
3
7
15
2
27
2
7
32
5
5
8
15
15
11
11
9
9

（702，846）
（726，2）
（772，484）
（781，604）
（785，661）
（825，1204）
（1124，33）
（1126，49）
（1138，224）
（1144，341）
（1190，912）
（1237，640）
（1246，743）
（1246，746）
（1251，821）
（1296，408）
（1303，534）
（1311，685）
（1367，333）
（1370，375）
（1370，375）
（1386，611）
（1485，847）
（1488，905）

就“每年一省一种灾害”的单条数据来看，张氏统计乾隆朝灾害数据共 1259 个，李氏 1058
个，二者完全吻合的数据只有 246 个，占李氏总数据 23%，占张氏总数据 19%。其余大部分数
据或多或少都有出入。主要原因除了之前所述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氏数据中有弥补
张氏的缺失，如实录载乾隆三年浙江旱灾 5 县 1 所 b，李氏计为 6，张氏无记录；乾隆三年湖北
旱灾 6 县卫 c，李氏计为 6，张氏无记录；乾隆十七年甘肃皋兰等 16 州县卫水灾 d，李氏计 16，张
氏无记录；乾隆四十五年甘肃水灾，赈济皋兰、河州、狄道、金县、靖远、会宁、陇西、安定、
漳县、洮州厅、华亭、山丹、武威、平番、西宁、文县、泾州、肃州等 18 州县（厅）e，张氏只
计 6 州县，且其所列州县名录中实际只皋兰一县成灾，李氏则计为 16 州县；等等。
（二）李氏
也有将不成灾州县（厅）计入统计的情况。如实录“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f 条载，本年甘肃
被旱 20 州县，其中成灾 8 州县，不成灾 12 州县，张氏计为 8，李氏则计为 20。
（三）对于资料
中类似“某地水旱”“某地风雹”等记录，尤其是多种灾害形成的灾害链，李、张二位学者做了
不同取舍。如乾隆二年广东海康、遂溪、徐闻、吴川、合浦、琼山、文昌等 7 县风潮灾害 g，李
氏计入风灾之中，张氏计为水灾。这些差异也都与史料的不同类型、完整程度，以及研究者对
文献记载的经验判断有很大关系。
另外，张氏与李氏的一个共有特点，即不对灾荒及其文献记载进行动态追踪。许多州县最
a

表中“张氏统计”数据来源于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附录《清代乾隆时期 18 直省每年被灾州县厅
详情一览表》，载该书第 382—442 页；“不成灾数”来源于《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1986 年影印版。

b 《清高宗实录》卷 79，乾隆三年十月己亥。
c 《清高宗实录》卷 80，乾隆三年十一月癸丑。
d 《清高宗实录》卷 428，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戊子。
e 《清高宗实录》卷 1120，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丙辰。
f 《清高宗实录》卷 1287，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
g 《清高宗实录》卷 59，乾隆二年十二月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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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奏报被水、被旱，但经勘查之后并不成灾，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形转好，清代政府就不再
作为灾荒对待。后来的数据统计者若只根据某一条记录进行判断，则容易出现将非灾荒州县列
入统计的失误。如乾隆五十二年安徽水灾，实录中明载，安徽被水 18 州县，成灾 10 州县，不
成灾 8 州县，a 然张氏和李氏都将不成灾 8 州县统计进去；实录中又载，本年湖北被水共 36 州县，
成灾 13 州县，
“其余二十余处皆不成灾”b，李氏却将此 36 州县全部计入水灾，张氏更计为 37 州
县。此类误差最大者是乾隆九年直隶旱灾记录。法国汉学家魏丕信曾通过研究乾隆八、九年直
隶旱灾来解读清代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据魏氏揭示，乾隆八年被官方认定并赈济的灾区有 27 个
州县（16 个“最重”
，11 个“次重”
），另有 16 个州县被确认为灾区，但没有采取救济措施，乾
隆九年又有 8 个州县被确认为灾区。c 如此，乾隆八、九年直隶旱灾被确认的灾区共 51 州县。
张氏与李氏关于乾隆八年的旱灾数据都为 33 州县。接续的乾隆九年旱灾，张氏计为 105 州县
厅，李氏计为 103 州县，可能都来自于乾隆九年七月乙酉直隶总督高斌的一封疏报。该疏报称，
据布政使沈起元详报，霸州等 105 州县卫厅雨泽愆期，歉收分数尚未奏明。d 待到七月甲辰，高
斌奏报，
“直属久旱之后，喜得甘霖，秋禾十分长发”e。再到八月甲戌，高斌又奏，
“直属本年夏
f
月，旱象已成，忽得甘霖大沛，嗣后雨旸时若，秋禾十分长茂，转歉为丰”
。通过对史料的动态

追踪，再与前述魏丕信的分析相映照，乾隆九年最初所报 105 州县卫厅只是“雨泽愆期”，除了
其中一小部分已经成灾外，大部分并未成灾，也并没有针对如此“广泛”的灾区进行赈济的记
录。李、张二人的统计中都因忽视灾荒的动态性而没有对史料进行细致爬梳，只就一条记录中
的数字做了简单摘录。
由上可知，就李、张二位学者关于乾隆朝被灾州县的数据，李氏既有漏计了实际成灾的州
县，也有误增了部分不成灾州县。相比之下，漏计部分更多。在这方面，张氏进行了增补。但
其增补的同时，却未剔除李氏误增的部分，且出现了更多的误增数据。张氏较李氏统计多出的
数字中，除了少部分补充李氏漏计外，大部分则或为重复统计，或有将卫所混同计入，更有很
多不明来源者。另外多出的部分则源自于张氏将许多不成灾州县视作“成灾”处理。这些不成
灾州县在多余的部分中占很大比例，并涉及各灾种，尤以水灾最多。g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张
氏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不成体系的零散史料，尤其没有对《清实录》这类系统反映清代灾荒情形
且能够确切提供勘灾结果的资料进行利用。因此，虽然其统计的乾隆朝灾情数据远远大于李氏，
但其中很多数据并不在清代政府的成灾标准之内，相当一部分在《清实录》中已经明载“勘不
成灾”。反之，实录中所载官方认可并得到赈济的成灾州县却被漏掉了许多。显然，误增的部分
远多于漏掉的部分，故张氏所统计的灾情数据比官方成灾标准下的实际灾情数据明显要高出许
多。由此，在统计灾情数据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数据的来源而言，依据不同的历史文献，可生成两种意义上的灾情数据：一是由
时人所感知并依据经验进行记录的灾荒信息所产生的数据；二是官方意义上的“成灾”数据。
前者的资料类型众多，来源比较分散，范围广、数量大，缺乏一定的判断依据，难以得出较为
准确的数字，可利用性也大打折扣。后者则有明确的载体，有一定的标准和数量，可以得出较
a 《清高宗实录》卷 1290，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壬寅。
b 《清高宗实录》卷 1313，乾隆五十三年九月甲申。
c

魏丕信：《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2—23 页。

d 《清高宗实录》卷 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e 《清高宗实录》卷 221，乾隆九年七月甲辰。
f 《清高宗实录》卷 223，乾隆九年八月甲戌。
g

经对比分析，张氏比李氏多出的 3583 州县（厅）次中，数据较大的有以下几种：水灾多出 2047（张氏 8074，李氏
6027），占多出总数的 57%；旱灾多出 467（张氏 3770，李氏 3303），占多出总数 13%；雹灾多出 447（张氏 1148，李氏
701），占多出总数 12.5%；虫灾多出 486（张氏 598，李氏 112），占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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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确的数据。就国家荒政研究而言，灾情数据的统计应以《清实录》等官方文献为主要来源，
在此基础上补充其他史料，方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仅反映了清代官方的灾荒
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灾赈事业的估判。
其次，由于灾荒的形成及其应对的动态性，史料本身所描述的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要对灾荒问题做出正确判断，就必须在时间序列上对史料进行长期爬梳，以追踪历史过程中的
重大变化。许多情况下，某年某地发生灾荒，其较为完整的记录往往在年末，有时会出现在下
一年，乃至灾后的更长时间里。如乾隆五十二年江苏水灾，李氏根据本年报灾记录，统计为 23
州县，而次年的蠲免记录中明确表示，此 23 州县中成灾者 18，不成灾者 5a。因此，在数据统计
过程中，须按时间序列对多种记录进行逐条核对，以避免重复统计或误增数据。
再次，虽然清代官方有规定的成灾标准，但相关文献中大多没有明确记录成灾分数，大致
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一）明确载有“被灾”字样的基本可以作为“成灾”处理。（二）若记录
为“被水”“被旱”
“被雹”等字样，同时兼有“赈济”、
“抚恤”等字样的灾害，大都可以作为
“成灾”处理。虽然清代官方对于不成灾的州县亦有抚恤、赈济，但数量不多，且往往是政府认
为其实际灾情比勘报的灾分严重的州县。
（三）明确记载“不成灾”，或者虽然有“被水”、“被
旱”及“歉收”等记录，但经过对文献记录的动态追踪，表明并没有形成灾荒的，或官方没有
采取任何救荒措施的，不能作为官方意义上的灾情数据来统计。

二、灾赈数据的统计与估算
（一）以州县一级政区为空间单元的两类灾赈数据
同样是以州县一级政区作为数据统计的空间单元，灾赈数据与灾情数据的统计方法有许多
相似之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情景和文献记录，二者的统计内容和结果差异较大。同时，灾赈
制度在设计和实践过程中的多重变化，使得相关数据比灾情数据显得更为复杂多样。不仅可以
从时间、空间、灾种等多个维度整理和统计出各种不同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的多重实践
中科学地区分两类不同数据。
清代政府对灾荒赈济有其特定的程序和名目，很多灾荒不止赈济一次，重大灾荒经常有相
应的二次、甚至多次赈济。以州县一级政区作为空间单元，每赈济一次计为“1”
，统计所得为
“赈济州县次”；每赈济一个州县计为“1”
，统计所得即为“赈济州县数”。这两类数据不仅在数
据值上有很大差距，其各自表达的历史内涵也十分不同。“赈济州县次”反映的是各州县被赈济
的频次，一个州县若有多次赈济，则按次计入；而“赈济州县数”的统计是为了获悉到底有多
少个州县被赈济过。二者对灾荒史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统计中并没有注意到这
两种数据的差异，也没有进行明确区分。
李向军与张祥稳关于清代灾荒史的研究重点在于荒政。因此，以政区为空间单元的灾赈数
据，二位学者都做出了相应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组（参见表 2）
。经比较发现，各组数据之
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了寻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需要从统计的基本要素入手。首先，
从数据的时间范围上来看，李氏统计了 1644 年至 1839 年的数据，涉及顺、康、雍、乾、嘉、
道六朝；张氏只有乾隆朝的数据。其次，从数据的空间布局上来说，张氏 a 包括了 18 直省和东
北部分地区的数据，张氏 b 只是 18 直省的数据，都以州县（厅）为空间单元；李氏 a 包括 18
直省及东北、新疆、蒙古地区的数据，以州县、卫所为空间单元；李氏 b 的数据是在李氏 a 的
基础上做了修正，只保留了 18 直省及东北地区的州县数据。其三，从数据的获取方法和资料来
a 《清高宗实录》卷 1303，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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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看，张氏 a 是张祥稳在其灾情数据基础上估算而得，张氏 b、李氏 a 和李氏 b 都是以《清实录》
等文献为基础的统计结果。
表2

李向军、张祥稳关于灾赈州县数据的统计和估算表 a
李氏 a

李氏 b

张氏 a

张氏 b

州县（厅）

州县厅

州县厅

清代各朝
州县（厅）

卫所

总计

顺治

91

4

95

91

康熙

1333

89

1422

1298

雍正

735

27

762

721

乾隆

6736

471

7207

6732

嘉庆

1434

49

1483

1433

1039

28

1067

1039

11368

668

12036

11314

1821-1839
道光

合计

12000

11505

1840-1850

张氏 a 估算所得乾隆朝灾赈州县厅数据为 12000，其中水旱灾害占很大比重。按照张氏的判
断，乾隆朝的水旱灾害基本都得到了赈济，因此认为，“乾隆时期赈济的总州县厅次仅因水旱灾
害至少就达 11844 个”
，加上其他类的赈济，则“乾隆时期赈济总州县厅次应该不少于 12000 个
州县厅次”b。首先，基于灾情数据估算而来的张氏 a，基本没有考虑许多被灾州县不止赈济一次
的情况，所得当为乾隆朝“赈济州县厅数”
，而非“赈济州县厅次”。其次，前面我们已经论证
过，张氏关于乾隆朝的灾情数据中误增太多，以此估算出的“赈济州县厅数”自然比实际情况
偏高。再次，张氏所谓“水旱必赈”的判断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虽然清政府将“养民”作为
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也高度重视关乎民生的灾荒赈济，但这并不表示其将受灾程度不
同的所有灾害都无差别地纳入赈济范围，水旱灾害亦是如此。前文所引魏丕信研究的乾隆八年
旱灾即是一例，其中“16 个州县被确认为灾区，但没有采取救济措施”。乾隆二十六年江苏水灾
亦是一个典型例证。c 其实，在实际的灾赈活动中，政府往往会根据各个地区、不同受灾程度以
及筹赈的基本情况，不但区分出救济与不救济的灾区，而且在需要救济的灾区中也要区分出不
同的层次。
除张氏 a 为估算数据外，其余皆为统计数据。而李氏 b 是李氏 a 基础上产生的最终结果，因
此，可以将李氏 b 看作李向军的代表数据，李氏 a 可不必讨论。那么，李、张二位学者的代表
数据就分别是李氏 b 和张氏 b。
李氏 b 中乾隆朝的州县数据为 6732，关于统计方法并没有太多说明，只在博士论文中注明

a

数据来源：李氏 a 出自李向军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荒政研究》附表三《全国各省（区）灾赈表》（北京师范学院，1991 年）；
李氏 b 出自李向军专著《清代荒政研究》附表三《全国主要省区灾赈年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张氏 a 出自张
祥稳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7 年）及同名著作（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年）；张氏 b 出自张祥稳、韦长发：《乾隆朝官方灾赈耗用钱粮数额考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
第 6 期。

b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188 页。

c

乾隆二十六年江苏水灾 51 州、县、卫、帮，只有铜山、睢宁 2 县给予赈济；其余被灾较重之高邮、甘泉、扬州 3 州、县、
卫，次重之山阳、桃源、清河、安东、宝应、泰州、沛县 7 州、县，及稍轻之盐城、江都、兴化、丰县、萧县、砀山、
宿迁、海州、沭阳、淮安、大河、徐州等 18 州、县、卫“均无庸赈恤，只须酌借籽种，统俟来春各借一月口粮”；再灾
分较重之常州、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华亭、娄县、青浦、太仓并镇洋、苏州、镇海、镇江等十四州、县、卫，次
重之上海、南汇、金坛、溧阳、嘉定、宝山、金山帮等七县、帮“系一隅偏灾，均可无庸赈给，惟应将灾田应征粮项银
米，按分蠲免”。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癸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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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一般跨两个年度，只计入成灾年，同一次灾害赈后再加赈不计入”a，专著中没有更多补充。
但从李氏对“同一次灾害赈后再加赈不计入”的文字说明及其估算灾赈钱粮时所列举在表格中
的名目可以判断 b，其所统计的应当是“赈济州县数”，而非“赈济州县次”
。张氏 b 的数据 11505
及《清史 · 灾赈志》所统计的 14758c 都是赈济频次，也都以《清实录》为主要参考资料。二者
统计数据存在差距，主要缘于统计方法上的一些出入。一方面，二者对于展赈的处理方式不同。
张祥稳在统计说明中指出，“展赈是对业已大赈的州县厅实施的大赈之继续，故各项州县厅次合
d
计数据中不包括展赈；如某州县厅在大赈之后连续展赈若干次，只按展赈一州县厅次计算”
。可

见，绝大部分的展赈数据不包含在张氏 b 中，而《灾赈志》中将展赈的数据一并计入。另一方
面，对于一些只有加、展赈记录的州县，按照清代灾赈惯例，此前应当至少有过一次赈济，或
由于文献的遗缺，或由于资料搜集的不完整导致遗漏。
《灾赈志》中对于这种情况各补计 1 次，
以便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形更为接近。
关于“展赈”能不能作为另一次赈济计入统计的问题，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以上关于
展赈问题的讨论都是就赈济频次而言，不仅展赈可以作为新的赈济，而且多次展赈也应当多次
计入，才符合学者们统计赈济频次的初衷。若依张氏统计办法，“连续展赈若干次”，才“只按
展赈一州县厅次计算”，不惟这个“若干次”的情形不好把握，而且已经违背了赈济频次统计以
“次”计数的基本原则。另外，正如张祥稳在其专著中讨论加赈问题时所发现的那样，清朝政府
关于展赈和加赈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大区分 e，都只视作一次新的赈济。笔者在阅读《清实录》和
“上谕档”时，也曾看到，“上谕”中许多展赈记录，在《清实录》的编写过程中多转写成“加
赈”
。因此，既然加赈可以被作为新一次赈济计入灾赈频次，展赈也不应当例外。
（二）关于灾赈钱粮数据的质疑
清代灾赈钱粮数据的获取，一直是灾荒史研究中的难题。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成果均
为粗略估算，其中以李向军和张祥稳为代表。但此二位学者的估算方法和结果尚有可商榷之
处。
与李向军早先撰写的博士论文相比，其 1995 年出版的同名专著中所估算的清代年均赈济支
出、平均每州县赈济支出、历朝赈济总额等数据都稍有变化。缘于李氏对估算所用“赈济州县
数”进行了修正 f，其他用来参考的数据及估算方法没有变化。本文所分析的数据以其专著估算
结果为准。
李向军使用两种方法来估算清代（1644—1839）196 年的灾赈钱粮数据。
第一种方法，李氏搜集到 102 例载有具体赈银数的赈济史料，g 据此提取数据，计算出“平
均每州县每次赈济约用银 39432 两”h，进而根据其专著中附表三《全国主要省区灾赈年表》所
计 196 年间清朝各省区共赈济 11314 州县数，最终估得“清代 196 年救荒用银约为 4.5 亿两左

a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全国各省（区）灾赈表》“说明”，博士论文第 100 页。

b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8 页；博士论文第 74 页。

c

参见夏明方、朱浒、赵晓华合纂：《清史 · 灾赈志》（未刊稿）。

d

张祥稳：《乾隆朝官方灾赈耗用钱粮数额考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e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188 页。

f

数据来源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博士论文第 70、72 页；同名专著第 61、63 页。

g

李氏专著和博士论文中都没有对这 102 例史料及数据进行介绍，博士论文注释指出资料来源主要是清代档案、实录和地
方志书（李向军博士论文第 86 页）；专著中注释表明其数据取值及米、粮、银折算原则：数据取值“每条材料为一个数
据”，粮米折算按“粮二石折米一石”，银米折价原则为“康熙时米一石折银一两，乾隆时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嘉庆以
后米一石折银一两四钱”（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72、73 页）。

h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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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a。
为了验证第一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可靠性，李氏设计了第二种方法，根据自己估算的一些基
础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估测出清代灾赈钱粮总额及其相关数据，b 最终得出了《清代灾赈估测
表》
（参见表 3）
。
表3
人口

县均人口

赈额

清代灾赈估测表 c
赈口比例

县均赈额

朝代

赈济总额

年均赈额

（万两）

（百两）

赈济州县数
（万人）

（百人）

（两）

（%）

（两）

顺治

9568

628

0.48

48

14485

91

131

732

康熙

12310

808

0.48

48

18636

1298

2418

3965

雍正

13677

898

0.48

48

20705

721

1492

11483

乾隆

20809

1367

0.576

48

37802

6732

25448

42413

嘉庆

29098

1911

0.672

48

61668

1433

8837

35348

道光

37515

2464

0.672

48

79507

1039

8260

43477

41175

11314

46586

23768

总计

李向军第一种采用求 102 个灾赈案例中赈银平均值的办法，所估算出的是“平均每州县每次
赈济”所用银数；而第二种以其所统计的赈济州县数为基础估算出的是“平均每州县每年”所用
银数。前面已经论证过，由于清代灾荒中一些被灾州县往往不只赈济一次，因而以州县一级政区
作为空间单元产生了两类灾赈数据，即赈济州县次和赈济州县数。以这两类数据为基础估算灾赈
钱粮，所得“平均每州县每次用过赈额”与“平均每州县每年用过赈额”不仅在性质上不同，而
且数额差距很大，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相互验证。其第一种求平均值的办法所利用的灾
赈案例及其具体数据则不得而知，李氏只展现了最终结果为“平均每州县每次赈济约用银 39432
两”
。而这个数据在后来韩祥根据更多样本（109 例）估算的结果则是 18964.78 两 d。
另外，在第二种方法所用到的基础数据中，赈期是李氏用乾隆三年直隶、江苏、安徽、浙
江、陕西几次灾荒赈济中的相关记载推演得来；e48% 的赈口比例，实际上是李氏收集到的乾隆
三年直隶水灾、安徽旱灾、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乾隆二十二年河南水灾 4 次灾赈中赈口比例

a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3 页。

b

李向军关于清代灾赈钱粮估算过程如下：（1）清代各朝全国州县数均定为 1522 个，各朝全国人口数来源于李文治《中国
近代农业史资料》，分别取顺治十八年、康熙五十年、雍正十二年、乾隆三十一年、嘉庆三年、道光三年数据（专著第 73
页），从而得出各朝“县均人口”。（2）根据几则赈例，推测出赈口比例为 48%，平均每个受灾州县的赈期一律定为 4 个
月（专著第 61—62 页）。（3）赈额推算较为复杂，其依据《清朝文献通考》卷 46 所载，“乾隆四年，正式制定出统一的
标准，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按日合月，小建扣除。赈济米谷不足者可银米兼给。各省均有折赈定价，大致
康熙、雍正时期米一石折银一两，乾隆以后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嘉庆以后米一石折银一两四钱”（专著第 31 页）。按照
“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得出大口每月得赈米 0.15 石（0.005×30），每 4 个月的赈期得赈米 0.6 石（0.15×4），
又“因五岁以下例不给赈，赈额按大小口 6：4 的比例取值”（专著第 73 页）。即小口折合成大口后，受赈人数为原赈济
人数的 80%，则折算后平均每口每 4 个月的赈额为 0.48 石（0.6×0.8）。而根据各朝的“折赈定价”可知各朝赈额银数。
（4）
县均赈额，由前面四项计算得出。（5）赈济州县数，参见其书中附表三《全国主要省区灾赈年表》（专著第 226-236 页）。
（6）各朝赈济总额为各朝县均赈额与赈济州县数之积。（7）年均赈额则为各朝赈济总额与皇帝在位年数之比。（8）总计
中的数字：清代 196 年全部赈济总额 46586（万两）为各朝赈济总额之和，清代县均赈额 41175（两）为全部赈济总额与
全部赈济州县数之比，清代年均赈额 23768（百两）则是全部赈济总额与 196 年数之比。

c

该表载于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3 页。

d

此数据及所有样本尚未公开发表，若有需要求证，可与笔者联系，经韩祥同意，以适当方式出示。

e

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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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 a。赈期和赈口比例是第二种估算方法中的基础数据，稍有偏差，往往失之千计。就赈
口比例而言，这 4 个样本中，任意抽掉任何一个样本，或增添更多的样本，结果都会发生极大
的变化。况且，李氏的估算中，不仅样本量少，所有样本都来自于荒政最盛的乾隆前期。赈期
的估算则仅有乾隆三年的赈例。即便能推算出一个合理的数据，也只适用于乾隆前期。因为没
有任何一个样本来自于清初三朝、乾隆后期及嘉道以后，估算的结果也就无法推而广之，更难
以合理估算出整个清代的灾赈钱粮总额。
张祥稳在对李向军的数据进行验证时，也没有注意到李氏两种估算方法及其结果之间的差
异。因此，他根据乾隆朝若干年份赈济史料 b 所得数据，计算出各灾害中平均每州县所得赈银大
致在 7 万－ 19 万两不等，认为“李向军所估算的每被赈州县约用银近 4 万两应该没有虚夸的成
份”
。c 张氏所用这种以个例去验证平均值的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况且还是在对验证对象没有
清晰认识的情况下，验证一个存在很大问题的数据。接下来，他给出的“乾隆时期仅赈济一项
支出如折银计算，应该在白银 4 亿两左右，平均每年约需银 600 万两”d 的结论，不知如何得来，
张氏并没有给出一个估算说明。即便是按照李氏的计算方法，以张氏这少量的钱粮样本，以及
前面已经论证过的其根据不实灾情数据估算出的不实赈济州县数据，也难以估测出一个可信的
乾隆朝赈济钱粮总数据。
总之，对清代灾赈钱粮数据进行估算的条件并不成熟，主要不是资料或方法的问题，而是缘
于灾荒不确定性和灾赈支出的非预算性。每一年灾荒发生的频次不同，每一次灾荒的严重程度、
波及范围、所需钱粮都各有差异。而清朝政府对于灾赈支出又没有财政预算，基本是按照灾情的
实际状况和筹赈的实际能力进行操作。因此，无论是求平均值的办法，还是依据若干灾赈支出记
录对清代灾赈钱粮总额进行估算，都很难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数据。可喜的是，清代丰富的灾荒
文献以及百余年来学者们在清史资料整理方面的不懈努力，已经能够支撑对于灾赈钱粮的统计工
作。这样的统计在《清史 · 灾赈志》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几点反思
（一）数据的生成及其注意事项
1. 深入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
不同事物运动规律各异，会形成多样的运动轨迹。这些轨迹以多个面向呈现在人们的意识
里，并通过人的主观加工和文本书写而形成历史记录。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也应将文献记
录与人类的认知及事物的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以便更加准确地了解历史真相。量化方法要发挥
出它应有的作用，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
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这一点在基础数据的获取阶段
就要努力去实践。
如前所论，关于“灾荒”，不同的文献生产者在认知路径、处理方式和经验理解等方面各有
不同，形成了两种意义上的灾荒文献。这使得同样以“灾”来描述自然变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的
文字记录出现了“同文异义”的情况。就清代而言，官方文献中的“灾”与一般文献记录中的

a

李向军：《清代荒政政研究》，专著第 62 页。

b

分别为乾隆十一年江苏水灾、乾隆八年直隶旱灾、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乾隆十八年江苏水灾、乾

c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202—204 页。

d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206 页。

隆二十六年河南水灾。参见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203—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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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存在较大差异。清朝政府关于“灾荒”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a 在这个标准下，相应的赈
济措施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审定程序和实施细节。一般文献中的“灾荒”，有一些可能够不上官方
的成灾标准，我们在统计数据时应特别注意。在研究国家荒政问题时，尤当在官方成灾标准上
进行数据统计。相应地，数据来源最好以官方的一手文献作为主体，参考其他相关资料，相互
比对、核校。据此得出的数据才是有效的，建立在这种数据上的分析才是合理的。那么，关于
国家赈济“不成灾”州县的理解，也就不再是一种制度产物，而是制度外化的一个重要表现。b
可见，区分不同特征的各类文献，不仅能够获取准确、有用的数据，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制度
的复杂性。
在灾情、灾赈数据的统计中，要对文献记录进行动态追踪。灾情本身是一个由酝酿到爆发
的动态过程，相应的文献记录也有阶段性。如果不对文献记录进行动态追踪，只凭一条或几条
记录的简单描述就下定论，则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和统计上的失误。而且，许多地方在同一年
不止发生一次灾荒，甚至不止发生一种灾荒，都需要认真把握，严格区分。灾赈的实施相比于
灾情的发展有所滞后，许多赈济活动发生在灾荒年末或者次年，其相关记载也随之后移。如果
只将眼光停留在灾荒本年，也势必会造成许多失误。因此，通过爬疏更长时间序列的文献来追
踪灾情变化及灾赈实施的历史过程，并且对多种文献、多条记录进行比较，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细致审定统计方法与估算依据
量化研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促使我们在做统计时应尽可能做到最细致的处理。统计方法
的设计既要与研究的需求相一致，又要与研究对象及文献记录的特征相吻合。
关于灾害史料的等级量化，数十年来多有讨论。以水旱灾害为例，据陈业新分析，自 1960
年代以来相关的讨论具有要素多元、方法多样、规定不一、级则和名称相异等显著特征。c 这些
讨论多是在自然科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在视角上有气象学与灾害学的差异，但主要仍是服
务于科学界对大范围、长时段气候史的研究，很少也很难为人文关怀下的救荒史研究提供更多
帮助。救荒史的研究要求对于具体的历史人文情境有很高度的关注，要求对历史中的“人”的
活动进行很深入的考察。表现在数据统计上，则必须考虑人类活动规律和一些制度因素在灾荒
数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历史的创造者和记录者对于灾荒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再具体一些，
利用灾情数据研究传统国家救荒问题时，就要考虑到古代政府关于灾荒等级的判定。灾赈数据
的统计则要根据灾赈制度中多次赈济的特点和不同层级的政区，划分出不同的数据类型，设计
出比较合理的计量办法。
估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我们对某些历史趋势所做的经验判断。但合理的估算必须建
立在扎实的数据统计和可靠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估算所依据的标准多来自历史上若干制度性
规定，或者对大量史料进行细致化处理的结果。但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存在一定张力，那
么，依据制度设计的标准进行估算，所得数据就会与实际状况有一些差距。就清代灾赈过程中
货币与粮食之间的折算而言，不仅要考虑例定折赈比价与实际执行的折赈比价的区别，还要考
虑银钱比价和灾区粮价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按照典章制度的设计大样去引用，而是要
深入到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去，通过制度实践史的研究来了解额定标准与实际标准之间的差距，
a

乾隆初年以前，以农业因灾害而致歉收六分以上作为“成灾”标准。乾隆三年五月，乾隆帝就各省地方水旱灾荒问题颁
发上谕，称“朕思，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所当推广皇仁，使被灾较轻之地亩亦得均
沾恩泽者，嗣后著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地方官查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参见《乾隆朝上谕档》
第 1 册，第 274 页。

b

周琼：《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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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业新：《1960 年代以来有关水旱灾害史料等级化工作进展及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2017 年第 2 期。

以便很好地确定应该采用的估算方法。相应地，制度实践史的研究不仅能够为数据估算提供较
为合理的依据，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制度的操作细节，以便更好地理解估算所得的数据。
（二）数据的运用及其有效性
1. 数据结果的运用及其有效范围
一组数据或是一个数据群，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什么问题，这是量化历史研究所必
须考虑的。一方面，要明确数据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就灾赈钱粮数据而言，依托现有文献和
研究成果，无论是估算还是统计，结果都只是国家发赈钱粮数据，而非灾区实际获得的钱粮数
额。对灾区受赈于国家层面的钱粮数据进行统计是十分困难的，但它一定比国家发赈钱粮数据
要小，而且小不少。二者之间这道鸿沟，只有在考察灾赈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揭示。这
缘于发赈钱粮中的一部分可能有以下几个去向：一是贪官污吏的“口袋”里；二是用来充作办
赈费用；三是“赈余”a 款项。而且，清代地方官员通过捏报或夸大灾情来争取更多钱粮以弥补
地方仓库亏空的情况也多有发生。因此，被散放到灾民手中的钱粮总额要少于国家发赈钱粮数
额。但这并不会减弱灾赈钱粮数据统计的必要性。这样的统计不仅对于研究国家灾赈的规模、
能力、时空特征以及对国家灾赈事业的评价有重要意义，统计过程中所揭示出的很多历史细节，
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灾荒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另一方面，估算过程中用到统计数据时，要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问题和估算结果的一致性。
对于一些基础数据的估算，则要十分重视样本量的积累，以免发生差之毫厘、失之千计的错误。
并且，应该对所得数据进行分组，即便要通约合算，也应对它们之间的折算标准进行细致考订。
譬如，灾赈钱粮数据中的粮食量与货币量应当分别计算。首先，在实际赈灾过程中，政府经常
通过采买方式来筹集赈粮，许多粮食数额本来就是由筹拨的货币数额转化而来。这两个数据同
时出现在文献记录中，有的时候代表的是同一笔赈资。若再把这些粮食量折算成货币量，必然
造成重复计算。其次，对货币与粮食进行折算，势必要对二者之间的折算比价有所说明，这就
需要对折赈制度进行细致考察。另外，不同时期的粮价变动不居，尤其灾荒时期粮价变化的幅
度更大，以致折赈的政策性比价与灾荒地区的实际粮价之间存在一些差距。即便是对折赈比价
有了明确的考量，也很难消除折算数据上的误差。可见，对粮食与货币之间大而化之地通约合
算，不仅不利于获取准确数据，也遮蔽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
2. 求平均值法在灾荒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在历史研究中，常常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来评估历史事物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特征变化。
但对于一些不稳定的研究对象，平均值的解释范围是有限度的。若运用不当，其效果会大打折
扣。
在清代灾荒史研究中，学者们通过估算年平均赈济量的办法来说明国家对于灾荒赈济的关
注程度。据李向军的估算，清代灾荒年平均赈济量为 2276192 两。b 张祥稳估测乾隆朝达到年平
均 600 万两左右。c 他们因此认为清代每年的灾赈投入量是极为可观的。我们暂且不来讨论这些
数据的准确性，就年平均赈济量能否表明清朝政府每年会对灾赈事业有这么大投入而论，清代
官方内部的一个统计数据应当可以说明问题。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户部曾对乾隆四十九年以
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赈济所用银粮进行了核查。所得，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至五十三年十一月，各
a

所谓“赈余”即是一次灾荒赈济后的结余。灾荒赈用为即时支出，估算不能精准，往往随拨随用。不足则再拨，多余则
留存。因而，一些灾荒的赈济，拨出钱粮没有用完，就存在指定仓库。乾隆时期在“宁滥毋遗”政策导向的支配下，许
多赈例不仅能够“供得起”官员的贪污，而且赈后有不少结余。这些结余有可能用到下一次灾荒赈济中，也可能挪作他
用。“赈余”项的出现表明国家拨赈钱粮与灾区受赈钱粮有一定差距，却并不表示灾区已经得到了充分赈济。

b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专著第 61 页。

c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专著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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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偏灾动项赈恤共用银一千八百五十一万八千九百余两，米谷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一百余石”
。a
这个数字应该是少有的较为可信的官方统计数据了。依此计算所得年平均用银达 400 余万两，
用粮 20 余万石。就赈银支出来说，据《湖北通志》所载，乾隆五十年湖北 47 州县、10 卫所旱
灾用过银 500 万两。b 本年发生严重旱灾的还有江苏 48 州县，安徽 51 州县，用过银两应当与湖
北的数额相去不远。而且，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上谕中已经载明：
“上年各省荒旱，赈恤
所需，用去帑银 1400 余万两”c。考察这几年的灾荒情形，乾隆五十年这些地区的旱灾应属这几
年中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灾荒，用过赈济钱粮自然最多。总之，这四年多时间里，灾荒赈济所
用银，乾隆五十年 1400 余万两，占了 3/4 强，其他三年多时间灾荒所用银总计 400 余万两，不
足 1/4。那么，利用这个可信的数据计算年平均赈济量，不仅不能说明政府每年对灾荒的投入力
度，无法揭示很多问题的复杂面，反而掩盖了灾荒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年平均赈济量的大小
基本上取决于那些非正常年份的大灾荒，一般年份的灾荒赈济也许只是一个零头。所以说，对
于灾荒赈济而言，计算年平均值的意义是有限的。它并不能说明清代每年关于灾荒赈济问题的
投入力度和支出程度。因此，要对清代的大灾荒及特大灾荒进行重点研究，从细致的实践过程
中才能揭示出清代灾荒赈济的实际效果。
总之，本文虽以灾荒史研究立言，其趣旨更在关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数据的生成史，
二是制度的实践史。就前者而论，数据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生成逻辑和历史进程，引用数据来研
究历史问题，应当对数据的形成过程及其有效性有十分清晰的把握。如此，才能准确理解数据
的涵义，从而正确地使用数据，合理地分析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尤其是量化史学的
研究，更当深入研究数据的生成史。就后者而论，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尤其是制度史
的研究，有两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即政府的惯例和民间的惯行。它们往往会促使制度在实践的
过程中发生变异。这些变异所展现出的复杂局面及其对制度效力的影响，只有深入到制度实践
史的研究中，方能得以充分揭示。
（本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夏明方教授就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给笔者提了宝贵意见，韩
祥博士在灾赈钱粮数据分析方面贡献了思路，李光伟博士提供了资料援助，林展博士提供了关
于量化方法的一些思考，王玉山、马幸子在语言文字方面给予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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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of Famine Relief Data and Related Issues in Qing Dynasty: Focus o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YANG Shuangli（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ysldyx_ok@163.com）
Abstract

Most historical data have a complex generation process and data may vary widely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sources, measurement standard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estimat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basic data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meticulously. However, former studies of famine history neither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egulation of famin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system of famine relief, nor did these studies use
sophisticated methods of statistics and calculation. So both the disaster records and famine relief records are inaccurate.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historical data, not only do we have to consider fully the reality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use the data scienti cally, but we also must grasp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he inner logic of
documentary records in order to use the data historically.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data matching and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when dealing wit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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