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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改革与国家转型：
16世纪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周 雷 

[ 内容摘要 ] 中国和土耳其是“一带一路”上的两个重要国家。历史上，两国都曾建立

了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诸多创举为人类政治文明留下

了宝贵经验。两个帝国都曾统治庞大的领土，都需要处理民族与宗教、中央与地方、

行政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关系，并且都在 16 世纪前不同程度地实行包税人制度。但是，

两者在 16 世纪以后的财税制度供给逻辑截然不同。中国自明中晚期以后，逐渐将财税

权力收归中央，并极力打击地方精英集团及资本势力，完全掌握对地方资源的汲取及

分配权力；奥斯曼帝国则继续将包税人制度放大以致由于资源汲取能力的衰弱导致财

政枯竭，最后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无法应付来自国内外持续不断的军政挑战，不得

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大举借款，最后失去了国家自主性。两者的结局也截然不同，中国

自明以降的历代旧政权到新中国建立，财税权收归中央的制度逻辑一脉相承并与时俱

进，财政自主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动力，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演进的根本性

议程；奥斯曼帝国则因财政枯竭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成为欧洲强国的依附性国家，最后在地方精英与欧洲帝国势力的合力绞杀下轰然倒塌，

碎裂成 40 多个国家，曾经的帝国彻底沦为历史。相似的规模，相似的挑战，相似的历

史背景，不同财税制度选择下的不同结果的对比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 关键词 ] 中国；整体思维；财税制度；直接税制；包税人制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池田大作的一次世纪对话中提到他作为欧洲人注定要

接受斯宾格勒的断言，目睹“西方的没落”。在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的

时候，中国文明将照亮 21 世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历史上超大型政治体为人类文明输

出了什么制度逻辑？从当前看，有效汲取财税资源并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其中之一。格言云：

“过去即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当欧洲完成工业革命继而通过坚船利炮向外输

出意识形态时，中国与奥斯曼帝国首当其冲。欧风美雨下的国家自主性成为抉择两个国家命运的

试金石。奥斯曼帝国转向了罗马的包税制，将征税权下放给外国资本与精英集团，中国则从未放

弃对税权的掌控，并与农民建立了巩固的政治同盟。在奥斯曼帝国被欧洲财团与国内精英联合绞

杀的时候，中国依靠对地方资源的有序汲取，建立了绵密的组织权力网络，塑造了强大的中央政

府，摆脱了对西方资本的依附。中国经验提供了一套国家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一套面向统一政治

共同体的财税逻辑，一个保证资源持续供给、财税永不枯竭的制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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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似的财税制度起点：包税人制度
1500 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明朝在财税收入上虽然能够从贸易税和关税中获得部分收

入，但由于两个国家依然是农业国，财政收入依然来自各种土地税，而“土地税往往是固定税，

纳税额以耕地面积的估计价值来评估”(1)。固定的土地面积加之越来越多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农业

人口的增加，导致农业国家的生产方式趋向于黄宗智提出的集约化农业的“内卷化生产”。国家

初建时期，对于土地的分配及人口的普查使农业税收额被明确，但是在国家中晚期，地方官员，

不管是奥斯曼的蒂玛持有人还是中国的乡绅，当他们根据上级要求更新土地登记资料时，只会

简单提交以往的登记记录，大量的人口增长和耕地兼并状况被地方官员隐瞒，导致“政府不断

增加的开支和效率不断降低的税收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2)，最后造成了后来两国不断加剧的

生存危机。

由于伊斯兰教传统信仰及哈里发正统地位，奥斯曼帝国自 14 世纪初建国以后沿袭哈里发国

家的历史传统，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名义上拥有全国的土地，通过分封

土地以换取骑士的效忠。蒂玛制是土地分封制度，蒂玛是分封给帝国骑士的采邑。奥斯曼帝国采

邑制度的原型，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普洛尼亚制度和塞尔柱时代的伊克塔制度。采邑制作为国家土

地所有制的延伸，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构成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制度的

基础制度。(3) 苏丹明确宣布，所有耕地除宗教地产不在其列外皆为米里，即国有土地。如 1528 年

统计，87% 耕地被纳入米里。

苏丹将所有土地牢牢控制在手里，希望通过中央政府层面直接向骑士分封土地来换取他们对

国家的效忠。同时，建立在土地上的军事力量，既可以为战争提供充足且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

又减轻了中央政府对于军事活动的财政负担，确保奥斯曼帝国能够持续性地开展国家军事活动而

不至于财政枯竭。“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和蒂玛制度密切相关。苏丹把蒂玛授予

骑士，这就解决了维持一支庞大军队而无需支付巨额现金的问题。”(4) 作为一个建立在征服基础

上的马背上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分层极为简单，军人和民众，且政治身份区别明显，军人

是统治阶级，一切军政官员都持有或曾有骑士头衔，而由农民、牧民和城镇居民构成的普通民众

则是帝国的一般生产者，属于被统治阶级。

奥斯曼帝国通过两册制度（即土地册和军籍册）把土地制度与军事制度牢牢嵌入在一起，从

村级到省级，形成了一套层级严密、组织分明的军事制度。接受采邑分封的骑士为蒂玛利奥，蒂

玛利奥在和平时期驻扎在封地，负责监督农民耕种、协助征税及维持村镇治安等。其中，征收土

地税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村一级行政单位是帝国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也是蒂玛制度体

现最明显的政治单位。村里通过编制军籍册、土地册的形式将人口与土地固定下来。军籍册的作

用是统计村里所有在籍受封骑士，这些骑士平时居住在村中，并负责日常性的治安维护。一旦遇

有战争爆发，马上武装起来，化为帝国的骑士劲旅，由省级行政长官维齐统一指挥。几个村组成

(1) [ 美 ] 杰克·A. 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延杰、黄立志、章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1 页。

(2) [ 美 ] 杰克·A. 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 352 页。

(3) 哈全安：《奥斯曼帝国史：中东国家史 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1 页。

(4) [ 美 ] 诺曼·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斯曼的制度与精神》，姚楠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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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三甲），县由县长（三甲贝）管理，县长同时是县里的军事长官，由副官辅佐，他们通

常居住在县里位置最重要的市镇上。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由一名官员统筹

协调各县长之间的工作，这个官员便是省长（县长的县长），由他控制的辖区便是帝国的一个行

省。(1) 行省是帝国最重要的地方单位，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征服过程中不断增加设立的行政单位。

第一个行省由穆拉德一世设立，截至 1609 年，全国共有 32 个行省。可见，以蒂玛制为基础的土

地制构成了帝国的版图及各级地方行政单位，以蒂玛利奥为基本单位的骑士组成了帝国的军政官

僚体系。平时为官、战时为兵为将的兵、财、政合一的“三位一体”统治结构凸显了帝国的重要

制度特征。

采邑制度的实质，在于赐封土地受益权而非赠与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非世袭制和封邑

阶段性轮转构成奥斯曼帝国土地封邑制度的明显特征。分封给骑士的土地是确保军人政治效忠和

攻城略地的物质保障。土地是奥斯曼帝国军队长期征战获得的战利品，分封土地能够不断刺激军

队的将领士兵开疆拓土，将帝国版图不断扩大。而每个士兵分到的土地上产生的经济效益则确保

了用以武装士兵的武器装备及非战时的物质供给，降低了帝国中央财政的经济压力，所以分封

制度的实施成为保持帝国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土地国有制规定，每个士兵分到的

土地并不能世袭或终身享有，每有士兵退役或者阵亡，都需要将土地交还给国家，由国家整合

后重新分封给新纳入军籍的士兵。这样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兵源，土地成为国家征召士兵

的重要筹码。

奥斯曼帝国的蒂玛制度建立在骑士分封基础上，具有中世纪环地中海国家封建制的制度特

色，是突厥游牧政权全民皆兵制与法兰克王国分封制的结合体。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土地

分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占主流。百代都行秦法，自秦设郡县废分封以后，无论是注重血统

合法性的贵族世袭分封，还是注重军功合法性的军事贵族分封都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取而

代之的是个人土地所有制，整个国家的土地被划分给或大或小的无数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

者成为地主阶层，拥有较少土地者则成为自耕农，而无土地或租种地主土地者成为佃农或沦为

地主的农奴。

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土地制度的不同，并不代表税收制度不具有相似性。16 世纪以前，奥斯

曼帝国由于军、政、财的高度统一，地方税收统一交给地方行政即军事长官负责。这些官员的主

要职责便是收税，久之，这些地方军政长官演变成为世袭包税商。与奥斯曼帝国税收制度类似，

中国自古以来政府治理的逻辑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属地化管理。由于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制度，

最基层行政单位到县一级为止。与皇权独大的一般认知不同的是，古代的皇权更多地体现在控制

者作为整体的意志上，地方的官府与士绅阶层同样是皇权的一部分，是皇权延伸至基层的权力触

角，代天子行事。位居中枢的皇权与地方政治文化精英组成的统治联合体共同分享权力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行政分权。自秦以后，中国县以下的社会长期实行宗法宗族制，即皇权不下县。宗

法宗族制将血缘地缘高度黏结，辅之以儒家的伦理及仕进观，将国家与社会发展成一个有机整体。

县官与地方的长老、乡绅结成政治联盟，共同维系地方治理。政治精英所达成的地方联盟具有权

力和责任的双重性，在被赋予相应政治权力同时，需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诸如以族田和义庄为

(1) [ 美 ] 诺曼·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斯曼的制度与精神》，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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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向优秀子弟青年提供资助、救济、学堂等，建构礼仪教化意识形态，以体现皇权的仁政德治。

二是财政分成。县以下的里甲均为非政府机构，而同时又具有征税的权力，通过与中央政府共同

约定固定税收总额，向属地征收之后，与中央共同分享一部分税收所得，即财政分成。地方士绅

与宗庙族长变成县级行政单位下的准税收管理组织，与国家商定税额后行使征税的权力，在漫长

的中国中古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中世纪中国地方基层税收的重要制度特征。里甲长、宗族

长等地方乡绅逐渐演化为包税商，这也是和奥斯曼帝国包税制的相似之处。

二、一个方向：奥斯曼帝国包税人制度全面实行与国家控制权削弱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随着军事装备发生质的变化，战争逻辑也相应改变。从中世纪短兵

相接的冷兵器时代过渡到了火器时代，传统骑士战斗力直线下降，奥斯曼的骑士越来越跟不上时

代的步伐，逐渐在战场上失利。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渐削减战斗力衰减的封邑制骑士，

采用雇佣兵，大量使用装备了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组建帝国近卫军团。这些军团逐渐取代封邑

制骑士，成为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军队结构的变化影响着与军政深度嵌合的财税制度，货

币作为军饷逐渐取代土地分封成为帝国维系军队的基本形式，传统封邑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受封

者人数逐年减少。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封邑领有者，1475 年为 6.3 万人，1610 年下

降至 4.5 万人，1630 年已经不足 1 万人。(1) 以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艾丁桑贾克为例，1573 年的封邑

包括提马尔 590 处和齐阿迈特 50 处，1633 年的封邑下降为提马尔 260 处和齐阿迈特 30 处，下

降幅度为 40%；1563 年 70% 的提马尔由领有者世袭继承，而 1610 年只有 10% 的提马尔由领有

者世袭继承。(2) 另以厄尔祖鲁姆省为例，1653 年共有提马尔 5 620 处，1715 年提马尔数量减少了

2 120 处，下降幅度为 40%。(3) 1830 年代，奥斯曼帝国彻底废除封邑制，全面实行包税制。1858 年，

奥斯曼帝国颁布《农业法》，农民租种国有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明显扩大，直至获得所租种的国有

土地的交易权，地权的非国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包税制的推广排斥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和支配，

进而构成国有土地转化为民间地产的中间环节，农民从国家的隶属身份转化为对大地产所有者的

人身依附。

出于对货币的需要，苏丹计划提高征税效率，采用租约或转让的形式，把赋税征收权下放，

以期更好地从土地获取直接货币财富。(4) 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采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

聚敛财富以保障军事费用的主要手段。制度颁布伊始，包税人大多出自商人阶层，仅充当非官方

性质的征税人，构成帝国中央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重要纽带。征税期限为三年，征税标准由中央

政府规定。(5)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税者身份世代相传，成为世袭制食利阶层。包税阶层作为横亘

在中央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一层，随着地位的巩固，权力范围逐渐扩大，通过控制乡村民众，形

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

(1) Kemal Karpat,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 A Structural-Historical Analysis, Leiden: E. J. Brill, 1973, p.35.

(2)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London: Paigrave MacMillav, 2004, pp.211, 209.

(3) Kenal Karpat,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35.

(4) [ 英 ]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71 页。

(5) Sydney Fisher,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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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封邑制度的衰落明显削弱了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了奥斯曼帝国地

方势力的离心倾向。(1) 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进

而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及归属感，逐渐依附于包税人，由向国家效忠转化为向个人效忠。在理论上，

包税人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但是，日益软弱的政府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权，

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扩大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这种占有的可靠性。包税人通过不断

扩大对土地的支配权，进而发展为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及基层的实际控制者。到 17、18 世纪，

地方豪强甚至开始篡夺政府职权。(2)

16 世纪以后，政府为了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以直接获取货币财政税收供养现代化军队，

试图将从前分封给骑士的采邑或者无主土地统一收归国有。但是，长期积弊导致这一尝试以失败

告终。地方大土地所有者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与帝国中央机关分庭抗礼，甚至在地方上更胜一

筹。以前的采邑，一部分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了出去，但他们缴纳的租金要少得多；有些采邑则

通过关系直接被一劳永逸地转换为纳税农场的地权，土地完全归包税人个人所有。大土地所有者

巧取豪夺曾经的骑士采邑，巧立各种名目，日渐蚕食帝国的土地。一些本应用于分封骑士的土地，

被作为“买鞋钱”赠给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家属、女眷或者亲属，以身边利益相关者代持的形式在

实质上掌握了土地所有权。(3)

奥斯曼帝国作为地跨欧亚非的草原帝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整个帝国俨然一部高度精密的

战争机器，一切资源都是为战争服务。帝国最为强盛的时候，统治着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广

阔地区，帝国领土范围内生活着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北非的埃及人、东欧的亚美尼亚人、

希腊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及外高加索地区斯拉夫人等，加之各

种宗教错综复杂，教派之间相互敌视，整个帝国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像一座休眠火山，伺机而动。

而中央集权的帝国中枢加上强大的军事，是整个帝国维持稳定的根本所在。一旦中央政权衰弱，

军事力量衰朽，地方各种势力便会伺机而动，与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撼动整个帝国的根基命脉。

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中国的中央机关具有强大的濡化能力，濡化能力作为基础能力与强制

性权力相辅相成，通过儒家思想、天命正统观、天下体系与逐鹿中原竞争机制等，将各个民族

维系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大一统帝国的各层级、各地区、各民族通过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进仕通道，通过世代耕读传家、宗族儒法纲纪等方式缓解了社会矛盾。而奥斯曼帝国，

则完全依靠政权的强制力，厉兵秣马的帝国军队以及下沉到各个村落的采邑骑士成为帝国统治

的筋骨，是帝国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稳定的武器。而一旦军队因为经济问题而被腐蚀，帝国的

筋骨也便折断了。

采邑制度的崩溃是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一次合谋的产物，整个帝国联动着一场阶级大调整，

身份政治、精英政治、地缘政治等国内国外矛盾接踵而来、相续而发，埋下了帝国走向崩溃的种

子。在骑士内部，采邑的获取已经成为寻租的手段，地方豪强获得采邑受封为骑士以后，将非法

获取的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当征召令下达时，骑士们往往集体抵制，根本不去应征报到。骑士们

(1) 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奥斯曼帝国史》，第 67 页。

(2) [ 英 ]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471 页。

(3) [ 美 ]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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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八旗子弟”。而一些地方显贵（阿扬）和峡谷地区地主（戴雷贝伊）组

成的地方实权阶级，通过各种寻租手段，掌握了大部分采邑的控制权，他们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

和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对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还设

立私人武装。有些激进者，甚至建立封建割据的小朝廷，俨然国中之国。他们通过向中央政府施

加压力，来换取苏丹赠与的将军或者帕夏称号，而这依然满足不了他们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他

们与欧洲外国势力暗通款曲，成为帝国严重的离心力量。英国的军情特工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地

区煽动汉志部落酋长抵制中央统治、割裂国家便是当时地方骚动的一个缩影。作为帝国在地方权

力的执行者的地方政府，由于蒂玛制度的瓦解，也在极力摆脱中央的控制。包税制的实施及土地

的私有化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地方政府能力涣散直接反映在对中央意志执行力降

低及国家意识淡薄上。在帝国权力控制不到的偏远地区，更是如此。贝都因游牧部落的酋长、野

心勃勃和大权在握的奥斯曼总督、黎巴嫩山区的王公贵族、埃及马穆鲁克王室后裔以及巴巴里的

总督，都能轻易地向苏丹的权威发起挑战，却不受惩罚。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是蒂玛制度崩溃的

直接冲击者。传统的骑士-农民关系瓦解，使农民失去了政府的庇护，沦为资本压榨的附庸。沉

重的剥削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失去了对土地的归属感，对农耕的懈怠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巨

大的损害。为了逃离包税人的剥削，农村人口日渐减少，村庄荒无人烟，农民不胜苛捐杂税的重

负，或选择逃离故土家园，涌入城市成为流民，或选择揭竿而起聚众反抗。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

例，多次发生被史学家称为“热拉利反叛”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反映出农民对经济秩序的不满。

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以及由巴尔干移民他乡的农民也纷纷相继起事。(1) 帝国的中央政府是蒂玛制度

冲击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损害最为严重的一环。这场伤害帝国根基的土地制度瓦解最直接。中

央因无法征收土地税导致财政危机而被迫向欧洲帝国大举借款，失去国家自主性。装备现代火器

的雇佣军逐渐职业化，兵归将有，成为新的利益集团，他们一方面以武力胁迫苏丹出让更多的权

力，一方面通过穷兵黩武四处征伐来垄断军事资源，迫使国家提供更多的军费，如蚂蟥一般吸附

在帝国衰朽的机体上，疯狂吮吸日渐枯竭的财政血液。

蒂玛制度的崩溃及包税制的兴起导致帝国的财政危机以致整个帝国经济的混乱，进而最终动

摇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三、另一个方向：明清由包税制向直接税制转型，国家控制权增强
16 世纪是中世纪地主型国家的治理制度与治理逻辑发展到巅峰的关节点，也是由中世纪地

主型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转折点。在明代，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赋税被分为“起运”和“留存”

两部分，“起运”属于上解朝廷或税源地之外区域的部分，“留存”为保留在本地的余额，可用于

地方官员的薪水、生员廪米、宗藩禄廪及地方性的开支。(2) 长期以来，地方财政采取“双轨制”运行，

以朝廷核定的正额为一轨，正额之外为另一轨。地方政府只需向朝廷上解相对固定的赋税，剩下

的税额则用于本级政府的行政支出及地方官员的个人补贴。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上承唐的“两税

(1) [ 美 ]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第 73 页。

(2) [ 美 ]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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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延续自秦汉以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层思考，朝代更替之间的政治经济逻辑

的一以贯之，即按规定田赋是按比例纳税，地方每年上缴的田赋便逐步“定额化”，不再以田赋

的变化、粮食的丰歉为转移。(1) 直至明末，土地税收额度日渐固定化，很长时间里，明代朝廷征

收的税收定额大致在 2 700 万石。(2) 随着明代通过里甲长收税制度的发展，里甲本身也从代表人

口和家庭的行政单位转化为代表应纳税土地的财政单位。每个村、县应向国家缴纳税金的额度逐

渐固定，朝廷甚至发布诏谕，要求每个县、村将纳税数目刻录在石板上，并竖立在县衙门前及村

头。(3) 县一级及以下包税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在这种包税制度下，税收已经成为由地方政府和精英阶层合谋掌控的利润丰富的生意。由于

县级单位必须每年准时将税收上缴国库，但是农民由于丰歉年收成的不稳定，经常得向地方精英

阶层借高利贷以按时交租，这个过程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些中介掮客将公事和经商结合

在一起的做法，给农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4) 农民受到层层盘剥，要么失地依附于地主，成为

佃农；要么因高利贷而被迫受到资本的压榨。无论哪种形式，农民对资本及精英集团的人身依附

性都大大增加了。明朝中期以后，土地集中、人丁隐瞒情况大大增加。全国的土地统计数字在洪

武二十六年（1393 年）为 850 万顷，到隆庆五年（1571 年）缩减到 467 万顷，缩减率为 82%，

八成以上土地被地方精英集团以各种名目掠夺兼并成为私产，不再向国家纳税。而对人口的统计

上，洪武二十年（1387 年）全国统计在册的纳税户数为 1 605 万户，人口为 6 054 万人，到了隆

庆五年（1571 年），全国统计在册的纳税户数缩减到 1 000 万户，人口反而增加至 6 253 万人，

户数缩减了 60%，人口增加了 3%。(5) 这一反常现象表明，大量的纳税户数由于依附在地方权贵

羽翼下或者成为地方权贵的佃农而不再向国家纳税，向国家输送的资源被地方攫取了。

财政是国家命脉所在，财政枯竭所带来的亏空给整个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机。明朝在开国初

期 “洪、永、熙、宣”之际中央财政“府藏衍溢”，财政大大盈余，一片升平之象。到正德年间，

财政虽然已经出现匮乏征兆，但一年所收入尚能维持所支出，达到财政的平衡。到嘉靖后期，财

政状况每况愈下。以嘉靖三十年（1551 年）为例，中央财政全年收入 200 万两，全年支出则有

595万两，全年财政亏空达 395万两。(6)随着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国家的税收逻辑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总的来说，中央政府不断收拢税收口径，将征税权力由地方精英阶层直接收回中央。按照孔飞力

的说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税收的权力“承包”出去，这种权力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租赁。(7)

韦伯则认为，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中央政府自明朝中晚期以来，朝廷所要对付的便是自古以

来根深蒂固的创收的政治文化。(8) 对于税收控制权的收放，是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 16 世纪以后国

家治理逻辑的根本性不同。

(1) 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86 页。

(2) [ 美 ]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56 页。

(3) [ 美 ]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79 页。

(4) [ 美 ]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 74 页。

(5) 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 年第 3 期。

(6) 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 年第 3 期。

(7) [ 美 ]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 86 页。

(8) [ 德 ]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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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建明伊始，税制仍实行唐朝的“两税制”。按照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纳税额。两税

制税制逻辑与土地私有制产权并行而生。中国的土地制度自废井田制以后，便是漫长的土地私

有化的过程，中间虽有限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多种土地制度参演其中，但私有化

的趋势依然是历史的主流。国家对土地权放开的直接后果则是政治、经济侵入所带来的巧取豪

夺与土地兼并。大地主、大商人对于地方土地制度的侵蚀，逐渐瓦解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根基，

这也导致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循环更替。每个朝代初期，开国

君主大多起于草莽，雄才大略，能切身感受民间疾苦，并能够有意识地抑制精英阶层及资本集

团对于农民的盘剥。二三代以后，君主常常长于宫闱之中，逐渐失去对社会矛盾的敏锐性，地

方豪强、世家大族及资本集团便开始蚕食土地，通过“飞洒、诡寄、包纳”等名义，将税赋转

嫁到农民头上，土地集中、人丁欺瞒、户口失额所引发的中央财政匮乏也加剧了央地矛盾和社

会矛盾。顾炎武在总结明中晚期的地方税收失序时指出，赋役的严重不均衡已经成为全国普遍

性的现象。北直隶的大地主、大商人阶层通过假冒人口等形式偷税漏税，山东豪强则通过将地

主帽子转嫁给农民的形式转移税赋，而湖广等地已经到了“阡陌其田无升合之税，税数十石者

地鲜立锥”的不平等程度。(1)

因此，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像是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矛盾集体爆发后，国家为增强自主性

控制权而来的被动改革。张居正早年长期供职翰林院，历侍嘉靖、隆庆、万历三任皇帝，长期在

权力中枢的全局视野及翰林院的经济思维，使张居正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国家财政匮乏在于税赋，

税赋不支在于豪强、士绅、商贾。因此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只有通过顶层设计，以立法的权威从上

到下贯彻，从地方包税商手中夺取定税权、征税权，才能振衰起弊，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所以“一

条鞭法”的贯彻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包税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过程，国家只有夺取地方手中

的分成，才能挣得百姓的支持，削弱地方的离心势力。

“一条鞭法”对包税商的打击体现得比较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化繁为简，统归为一。把

赋役分开，赋以田亩为对象，征收夏粮秋税；役分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力役和银役不再区分，

统一改为征银。这一政策将多种赋税化约为一两种税种，消除了地方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并将税

收解释权收归中央，地方不再具有对税收尺度与税收名分的解释权。这种思路直到 1990 年代中

央分税制改革时，依然有所体现。二是税摊丁田，官收官解。赋役改为银两后，不再由地方的里

长、粮长征收管理，统一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上缴中央国库。(2) 这一政策直接剥夺了地方包税

商的征税权，将包税商从税收流程中剔除了。这种财税思路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并成为当前国家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土地制度自唐以来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制度流变，完成了由中世

纪包税人制度向国家直接税制的现代国家税收制度的转型。肇始于 780 年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

到明万历时期的“一条鞭法”，再到清康雍乾三朝日渐完善的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赋税制度等，

一千多年来财税的总体制度逻辑是一以贯之的。1644 年，女真铁骑入主中原后，便着手整顿赋税

制度，继承并全面贯彻了明朝的“一条鞭法”。顺治初年（1644 年），清政府开始依照明朝万历

(1)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袁国臣潜江县清田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45 页。

(2) 杨克文：《回眸宋元明清史 点评税收改革事》，《中国税务》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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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的《会计录》，编制《赋役全书》，(1) 这部官方钦定的赋税制度总体原则沿袭了明朝万历年

间张居正主持推行的“一条鞭法”。与奥斯曼帝国相似的是，清朝针对土地和人丁也编制了“两

册”。其中，鱼鳞图册用以记载土地的面积、位置、肥瘠等基本情况；黄册为户口册，用以详实

记录属地的人口情况，包括人口数量、年龄及增减情况等。所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将土地册与

军籍册结合起来，反映了以军为主的赋税逻辑；而清朝将土地册与人口册结合起来，反映了以农

为主的赋税逻辑。清廷一直试图对农民这个纳税群体予以政治保护，使之避免受到中介掮客的剥

削。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清廷正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税收政策，用以解

决旧的人丁编审和丁银征收制度存在的漏洞和弊端。这一政策将税收与人丁剥离，且是以摊丁入

亩为前提的。摊丁入亩制度的主导思想是废除先前单独征收的丁银，将丁银融入田赋征税，即以

占有的土地作为课税依据，将税收负担和纳税能力结合起来，田多者多税，田少者少税，无田者

无税。总的来说，清朝统治者的税收政策，是通过全程控制税收环节，将农民税赋保持在相对较

低的水平，同时抑制拥有政治权力的地方官吏和拥有土地资源的地方精英的权力，阻止他们横亘

在国家和农民之间。

但是，以白银交税对农民来说变相增加了赋税，这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所带来的副

作用。农民日常生活结算是铜钱，按照政府的要求，必须长途将铜钱送到县衙所在地，换成白银

缴纳田赋。但在币种转换过程中，官方口头所谓银两损耗所产生的“火耗”必须由纳税者来承担，

随着银价日益昂贵，农民实际缴纳的赋税额日渐增多，通货稳定时，农民尚且左支右绌，一旦遇

到荒年，精英阶层的高利贷及胥吏群体的“火耗”成为农民肩上不可承受之重。地方精英与官员

共谋带来的沉重赋税成为地方暴乱的导火索。女真入主中原之后，对于清政府来说，肃清和巩固

农业税源并不是一件新事，清政府在明朝继承过来的田赋制度有两个弊端，其一是纳税人偷税漏

税，其二是征税人贪污暴敛、中饱私囊。(2)

这也是雍正时期实行一体纳税、“火耗”归公的政治背景。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官

员于雍正二年（1724 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雍正不久即采纳。“火耗”归公

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一是将“火耗”费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

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以杜绝地方政府巧立名目私自收取额外费用，为百姓总体减轻了

20%—30% 的税费负担。同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政府拨付办公费用，部分用于地方官员的生活

补贴，部分用于地方政府的办公开支，使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在

减轻百姓税费负担的同时，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二是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

上缴国库，再由中央政府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

中央的监察。其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打击了中间食利阶层，在经济上瓦解了地方政府精英阶层对

抗中央的物质基础；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赋税作为统治稳定的经济基础，赋税增收大幅增

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使中央统治实力大大增强；三是百姓税费相对降低，加之改革前后的鲜明对比，

使民心更倾向于中央而非地方及地主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百姓达成了经济互利基础上的政

治同盟。

(1) 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第 586 页。

(2) [ 美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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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与奥斯曼帝国解体两种结果背后的制度逻辑：整体思维与国家控

制力
奥斯曼帝国晚期，国家财政衰弱最直接的后果是大量举借外债。包税制逐步成为帝国的主

要农业税之后，帝国从农民阶层获取的税收被包税人食利阶层截流，国家层面无法获取足额的财

政收入。而随着帝国文官集团规模日渐庞大、对外战争、购买先进火器及王室成员王公大臣的挥霍

无度，国家开始通过超发货币的形式弥补财政亏空。但是，这种抱薪救火的行为导致帝国物价飞速

上涨，损害了帝国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蚕食了帝国的统治根基。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善，

奥斯曼帝国开始通过向银行借款来取代超发货币的短期行为。政府起初向国内亚美尼亚人开设的银

行借款，但由于这些银行规模较小、筹款规模有限且融资利息过高等不足，帝国于 1840 年代开始

向外国借款。(1) 从奥斯曼政府历年借外债的情况看，经济史专家谢夫凯特·帕慕克做过分析，在不

计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债情况下，在 1854—1914 年这 60 年间，奥斯曼帝国借用外国款项的

名义额度为 2.9685 亿英镑，实际借款即净流入款项为 1.80619 亿英镑，而奥斯曼帝国历年偿还本金

0.44047 亿英镑，利息 1.5239 亿英镑，还债总额为 1.96437 亿英镑，60 年间实际资金净流入为负值，

债务交往中使本国资金净流出 1581.8 万英镑。(2) 在资本角逐下，奥斯曼帝国举借外债不仅没有解决

财政困境，反而使大量国家资本外流，无异于饮鸩止渴，直至奥斯曼帝国覆灭后，在废墟上新建立

的土耳其共和国于 1928 年依然在和欧洲债权国商讨偿还旧债问题，可谓流毒深远。

奥斯曼帝国的外债问题直接刺穿了帝国的经济防线，欧洲在战场上对帝国军队步步紧逼的

同时，经济领域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帝国腹地了。奥斯曼帝国丧失偿还外债的能力，西方国家

债权人组成公债管理处，逐步控制了帝国的经济命脉。欧洲国家通过过剩的资本，将奥斯曼帝

国拖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至少在经济上使帝国失去了自主性，成了欧洲帝国的附庸。(3)1875

年，奥斯曼政府财政枯竭，宣布再无能力独立偿还外债，并颁布《穆哈兰姆法令》（Muharram 

Kararnamesi），(4) 税收自主权逐渐丧失。根据《穆哈兰姆法令》，由英国、法国、荷兰、德国、

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等欧洲债权国组成外债委员会，总部设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委员会

的主要职能便是把控帝国一部分税收项目征收权，直接将税款抵作外债。从表面看，外债委员

会仅能控制奥斯曼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无论是帝国的盐业、蚕丝专卖，还是酒、鱼、

烟草等重要商品领域，税收委员会都有涉足，(5) 委员会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帝国的统治机体细节

中去了。

外债委员会名义上是帮助帝国偿还债务的经济顾问机构，但由于其对帝国经济深层次的渗透，

使欧洲各国通过代理人机构逐步控制了帝国的主导权，直至最后将帝国彻底解体。正如王三义所

说，外债委员会的首要危害不在于公债委员会从帝国拿走了多少税款，而在于奥斯曼帝国允许欧

(1) 转引自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2) 转引自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3) 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4) Donald Blaisdell,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 Activit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Ottoman Public Debt, New York Chichester,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9, p.99.

(5) 转引自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90

政

治

Politics

东方学刊  2021 年 12 月冬季刊

洲国家在帝国领土上直接征收税款，等于承认部分主权的让与。(1) 税收是国家主权得以彰显的重

要职能，而战争则是“欧洲国家于 16 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2)，税收能力的增强代表国家能

够支配更多的战争资源。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在战争创造国家的过程中，正是为了组织对外

战争的需要，才通过征税的形式，“使大量农村人口、资源和资本家、商业化经济相结合” (3)，

最后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霍布斯也认为，向民众征税与征募军队、发放军饷同等重

要，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4) 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发源地的欧洲，以借款诱导奥斯曼帝国就范，

摧毁帝国的偿还能力，并以直接征税形式监督帝国偿还借款，步步为营，很难说不是欧洲资本主

义国家对奥斯曼的和平演变，在战场上无法达到的目的，却通过资本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从此奥

斯曼帝国的大门向欧洲资本洞开。帝国在资本面前再无战略纵深可言。

奥斯曼帝国损害的不仅是财政，更是民心。外债委员会把持帝国税收三十多年，像蚂蟥一般

吸附在帝国机体上，不仅吸干了帝国的血肉，更助长了帝国民众的离心倾向。欧洲在近代，不仅

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更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成为

欧洲除奥匈、沙俄等大多国家的国家状态。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强国深谙以经济援助为切口的

和平演变之道：向帝国的农民阶层普及先进农业技术提高生产力，降低了农民税收，获得了农民

的认同感；向阿拉伯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大地主、酋长等提供金元，策动精英叛变帝国，获取帝

国内部精英阶层的支持；将现代财政管理理念嫁接在帝国管理制度上，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获

得了城市居民的支持；用外国银行预付形式调节农民与包税人之间的纳税时差矛盾，维护了包税

人的利益，获得了包税人阶层的支持。整个帝国的人心都倾向于披着外债委员会外衣的欧洲资本

国家了。这表明奥斯曼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了，臣民对统治者的忠诚度降低了，从奥斯曼帝国统治

者的立场看，这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5)

反观中国财政税收状况在 16 世纪改革以后则完全不同。  一方面，税收的稳定供给大大提高

了中央的财政能力，增强了国家资源汲取能力，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地

方官员和精英由于逐渐失去了以耗银或高利贷等形式的剥削权力，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削减，农民

由之前对以高利贷和胥吏为代表的地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转化为对国家的支持。在中央和地方的

博弈中，中央和农民结成了联盟，形成了对地方精英阶层的夹击之势。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

1587 年），太仓积粟 1 300 余万石，国库积银 600 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6) 以土地而不以人丁为基准征税斩断了地方精英阶层积蓄力量的根源，大

量土地暴露在国家税收机关面前，大量农民脱离地主阶层的依附，地主阶层在国家与地方的博弈

中失去了筹码。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进实施，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明显好转。据史料记载，康

熙二十四年（1685 年），全国田赋银为 2 444 余万两，粮为 433 余万石；雍正二年（1724 年），全

(1) 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2) [ 美 ]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52 页。

(3) [ 美 ]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4 页。

(4) [ 英 ]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39 页。

(5) 王三义：《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6) 李建军：《以史为鉴 改革税费》，《湖南经济》2002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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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田赋银为 2 639 余万两，粮为 473 余万石；乾隆十八年（1753 年），全国田赋银为 2 961 余万两，

粮为 840 余万石；嘉庆十七年（1812 年），全国田赋银为 3 284 余万两，粮为 435 余万石。(1) 将税收

与土地牢牢绑定，对税收的总额及人口增加效果极为明显。政策施行时，全国人口核查总数为0.25亿，(2)

至乾隆六年（1741 年），全国人口核查总数已经增至 1.43 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增至 3.01 亿，

道光二十年（1840）人口总数增至 4.12 亿，130 余年时间里，全国人口增长了将近 4 亿。(3) 人口的增

长从几方面都说明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一是取缔丁银制度，国家通过正式财政制度的确认使大

量农民不再需要为躲避税收而啸聚山林，消除了流亡人口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继而挑战中央权威

的隐患。二是阻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联系。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不再因为逃避人头税而不得不向

地方地主士绅寻求庇护，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地方精英阶层的人身依附关系。三是对于地主、胥吏等

地方精英阶层来讲，农民由之前向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效忠变为向中央政府的政治效忠，地方精英

无法再通过藏匿人口、吸纳农民、兼并土地等手段增强自身社会力量，无法形成与中央抗衡的政治

经济实力。

从国家角度看，地方自治产生的是一个同国家争夺收入来源的讨厌的竞争者。将税收体系置

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而非由地方官僚精英集团和资本势力所把持，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中

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明帝国中晚期以后，倭患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萎缩冲击了银本位制，银贵

钱贱的通胀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压迫，但包税制下的地方税额自洪武以来便固定不变，加之连年

对辽东、西南等地用兵导致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看地方脸色行事，税收逐渐成为帝国中央

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唯一从中受益的便是地方权贵精英阶层及资本集团。精英阶层通过征收

额外的赋税获得了大量的税收盈余，截留下来的部分成为地方实力做大的资本；而资本集团则通

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形式，大量侵害农民利益。国家资源汲取机器被地方所窃取，并发展成对

抗中央的实力集团。自 16 世纪明中晚期以来，中国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

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剔除出去这一点，中国进入 20 世纪后的所有政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

面的实践和雄心。

五、总结
细究两个国家命运背后的因果机制，在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土地制度及建立在土

地制度之上的赋税制度，是帝国稳定的基石。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受到国际白银供应量波动的

影响，探索出“一条鞭法”，并在康雍乾时期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由包税制向直接税制

过渡，成功解决了土地、赋税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张力，成为社会繁荣与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

国家与社会形成了有效的连接，防止精英集团对国家的分裂，大一统帝国成功通过革命向统一共

和国过渡。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及发展完全建立在武力扩张的基础上，整个国家俨然一架精密的

战争机器。受欧洲分封制影响，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土地分封、骑士和地方行政管理“三位一体”

的统治制度，由包税制串联了起来。16 世纪以后，奥斯曼包税制由有限包税制向全面包税制转轨，

(1)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7 页。

(2)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第 566 页。

(3)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第 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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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之间竖起了一面由经济食利精英集团筑成的高墙，国家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国家与

社会的连接度降低了，最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轰然解体，在环地中海地区碎裂成 40 多个互

不隶属、互相仇视的或民族或宗教国家。由此可见，对建立在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农业税制度的不

同取向，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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