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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 先实行的湘 潭章程 在清代 赋役制 度史, 特别是 漕运制 度史上 具有

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 而且深 刻影响了东南有 漕各省改 章的进程。但 湘潭章
程的核心内容, 即漕粮改折条款 , 时任湖南巡抚的骆 秉章与 主纂光绪 !湘 潭县志 ∀的王 闿运所 记却
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 时, 不 可避免地要 追溯事情 的原起 # # #
湘潭章程 ; 对 湘潭章程 的定性与评价, 学界则有 裁减漕赋 和 裁革部分浮收 两种观 点的对
立。事实上, 湘潭章程 的价值, 不仅在于它率先变 通漕运 旧制, 更为重 要的是, 它是 自下而 上地
突破 不加赋 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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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两朝, 东南漕弊几近病入膏肓, 其致病的直接原因不外州县浮收与银价翔贵。道光后期,
[ 1]

江苏等省浮收漕米从嘉庆中每百石浮收五六十石渐增至 100- 150石上下, 而湖南尤甚, 咸丰初
[ 2]
[ 3]
农民以谷变钱, 以钱变银, 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 , 粮户纳漕 1石则被勒交银 6两, 有的县
[ 4]

如湖南湘潭, 嘉庆中期以后就高达七八两。 因此道光帝慨叹: 完一石之漕粮, 畸零小户为累不
[ 5]

堪。民情汹汹, 咸谓田土所入, 仅足纳粮, 有以田交官者, 几至酿成巨案。 实际情形是, 由闹漕引
发的民变、
劫狱、戕官等 巨案 频发, 清廷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已呈现危机之兆。
咸丰初,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 席卷两湖三江有漕省份, 加以大水造成的运道梗阻, 漕运陷于瘫
痪, 这给陷于绝境的漕运旧制提供了变通的契机。江浙试办海运外, 经户部议准,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等省咸丰三年 ( 1853)应征漕粮, 各州县仍照旧征收, 但计正、
耗米, 每石折银 1两 3钱, 解交部
[ 6]

库。 湖南战事最先趋于稳定, 协济赣、
鄂等邻省军饷急如星火, 而筹饷不出减漕、抽厘两大端。巡
抚骆秉章遂于咸丰五年 ( 1855) 八月通饬全省裁汰漕务陋规, 以期通过裁减浮收达到粮户有力完纳
[ 7]
漕折, 从而解决筹饷的目的。 当年秋冬之交, 湘潭举人周焕南约集城乡士民合词呈诉巡抚, 恳请
核定征收钱漕章程, 地丁自愿每两加 4钱, 漕米自愿每石纳银 3两, 除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 1. 3两
[ 8]

外, 其余 1. 7两中部分帮军需、
部分帮州县作办公费用。 骆秉章立即 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纳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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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冬漕全完, 并带征前欠过半。长沙、
善化、宁乡、益阳、
衡阳、
衡山等县钱漕较重者, 皆呈请
[ 9]

照 湘潭章程 办理, 均获批准。 咸丰五年冬间当湖南各县改章时, 湘潭章程被称为 潭例 或 潭
规

[ 10]

, 迨骆秉章自订年谱, 则名之曰 湘潭章程 。日后主持纂修 !湘潭县志 ∀的王闿运说: 湘潭

既定新 章, 更 推之列县, 其后 胡林翼巡 抚湖北, 曾国 藩督两江, 治饷 江西, 皆仿行 之 # # # 法 湘潭
也。 % 实际上, 咸同之际湖北、
江西、
安徽改章, 以至江浙两省在裁减漕粮正额同时进行的减浮收、
[ 11]

裁陋规、
定章程, 皆借鉴湖南改章, 历经其事的曾国藩、
左宗棠等东南大吏对此都有所评论。

令人不解的是, 在晚清赋役制度史, 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湘潭章程的核心
内容, 即漕粮改折条款, 骆秉章与王闿运的记载竟大相歧异。

一、湘潭章程核心条款考实
骆秉章自订年谱记曰: 十月时, 该举人周焕南等又赴院递呈, 地丁自愿每两加四钱, 漕米折色
[ 12]
照部议章程, 每石纳银一两三钱, 加纳银一两三钱帮军需, 又加银四钱, 帮县作费用。
王闿运修
!湘潭县志 ∀则记: 定丁粮银两加四钱 , 每漕石银三两, 除旧折一两三钱, 加助饷银八钱, 余九钱
以资办公。

[ 13]

按骆、
王所记, 地丁每两加 4钱、漕折每石银 3两, 二者并无不同; 而按部章额定漕

折每石 1. 3两 外, 所加 1. 7 两如何分配, 则差 异显然: 骆记其中 1. 3 两帮助军饷, 约占所加总数
76% , 0. 4两帮州县办公, 约占 24% ; 王记其中 0. 8两资助军饷, 约占所加总数 47% , 0. 9两帮州县
办公, 约占 53% 。不难看出, 骆秉章所记给人的印象是, 额定漕折之外加征的漕折大部分用于资助
军饷, 帮州县办公倒在其次, 而王记给人的印象刚好相反。
骆秉章以湖南巡抚主持该省改章, 对首创的湘潭章程当记忆深刻, 其自订年谱描绘该县新章制
定时的艰难周折, 今天读来, 仍有身临其境之感, 他的记载具有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王闿运,
湘潭人, 咸丰六年 ( 1856) 初当湘潭等县改章之际曾上书曾国藩, 论及民间疾苦有云: 除吏之蠹, 取
其正供, 催科易为力, 名减而实增矣。

[ 14]

所谓 名减而实增 , 即指包括湘潭在内的湖南有漕州县

的改章既收减浮收之名亦可保证钱漕正供征收足额, 这表明他对家乡钱漕改章早有深入了解。光
[ 15 ]
绪十三年 ( 1887)王闿运受邀主修 !湘潭县志 ∀,
距离该县改章不过 30余年光景, 县署档案齐备
不说, 当事人恐怕大多健在, 他的记述亦当凿凿有据。那么, 二人所记究竟孰是孰非?
查长沙、
善化等县志, 似可证明王闿运所记为信史。长沙为附郭县, 首先禀请 仿照 湘潭章
程。同治 !长沙县志 ∀附载咸丰五年十月该县士民公禀巡抚骆秉章原词: 各都士民均愿每漕米一
[ 16 ]
石缴折价库平银一两三钱, 缴助饷银五钱, 缴办公银一两 。 踵接其后 仿照潭规 的是善化县,
光绪 !善化县志 ∀载该县绅民公禀原词, 其核心条款是 漕米每石缴纹银一两三钱 、 缴助军饷纹银
八钱 、 缴办公各费一两三钱 。 长、
善之后, 宁乡于当年十一月跟进, 民国 !宁乡县志 ∀载该县绅
[ 17 ]

[ 18]

衿先后呈请 悉照潭例 , 漕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 助军饷八钱, 帮办公费九钱 。 翌年, 益阳
县民仿照潭、
宁、长、
善, 条列章程, 漕米每石遵缴折银一两三钱外, 助军饷银八钱, 又帮办公各费
[ 19]

银八钱 。 以上各县绅民呈请改章均获巡抚骆秉章的批准。
述及湘潭章程, 长、善、益志用 仿照 , 而宁乡独用 悉照 。 悉照 者, 全部按照也, 说的是
漕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 助军饷八钱, 帮办公费九钱 。这样, 我们终于在湘潭以外找到了一件
悉照 湘潭章程的翻刻品, 它竟与王闿运所述湘潭章程的核心条款丝丝入扣, 毫厘不爽。不过, 还
可以说宁乡章程似属孤证, 好在还有长、善、益三县 仿照 章程可资参证。善、益两县资助军饷均
光绪 !湘潭县志 ∀卷六 赋役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湖南 府县志 辑 ∀第 12 册, 江苏古籍 出版社 影印本 2002
年版, 第 544页上栏; !曾国藩文集 ∀ 奏稿 卷十 四, 曾国藩特别提出江西 援照今年湖南北减价征收成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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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8两, 与王闿运同, 惟长沙 0. 5两, 接近 0. 8两, 而与骆秉章所述的 1. 3两相去较大。再看资助
州县办公, 益阳 0. 8两、
长沙 1两、
善化 1. 3两, 皆与王闿运的 0. 9两相近而与骆秉章的 0. 4两相去
较远。长、
善、
益三县不谋而合全用 仿照 一词, 因为它们与宁乡的 悉照 还小有差别, 而与王闿
运所述湘潭章程大同小异, 正可看出他们使用 仿照 而不用 悉照 之精准。 悉照 湘潭的宁乡
章程与长、
善、
益三县 仿照 章程相互参证, 就可以得出王闿运所记湘潭章程核心条款信实可靠的
结论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骆秉章为什么要改窜由他亲手催生, 令他那样得意的湘潭
章程的核心条款呢? 答案可能有两个, 一是时过境迁, 自订年谱时因手边缺少案卷而误记, 再就是
蓄意掩饰真相, 个中另有隐情。

二、骆秉章改窜史事探因
骆秉章所述湘潭章程较之真实的湘潭章程有一个明显特点, 就是他尽量放大资助军需部分的
比重而淡化资助州县办公的成分。咸丰八年 ( 1858) 四月, 在事隔两年半骆秉章决定出奏时, 事由
标为 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事 , 突出筹饷之意显而易见。折中极力渲染湖南 时需协济江、
鄂、
黔、
粤
饷需, 统计每岁需银二百万两内外, 而本省额兵之饷不与焉 的困境, 由此引出该省改章减漕的必
要性, 隐隐透露出 必尽革州县陋规, 丝毫不许多取, 则办公无资 的委曲。但留给州县办公的 丝
毫 究竟有多少, 又是从哪里来的? 并未详晰奏明, 很可能根本不打算奏明, 只是含混讲通过改章
州县办公亦不至十分拮据 云云。整篇奏折给皇帝, 给外间, 以至给今人这样一种印象: 改章后国
[ 20]

赋征纳如额, 军饷得以解决, 州县办公有资, 而农民则欢欣鼓舞 。 似乎湖南改章, 凭空生出许多
白花花的银子, 利益攸关各方皆大欢喜。
其实, 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尽管湖南各县绅民 自愿 改章, 但在换取浮收减半眼前实惠的
同时也付出了直至清亡长远加赋的代价, 即以湘潭章程为例, 部议章程漕折每石额征银 1. 3两, 而
湘潭新章在额征之外又加 1. 7两。清代坚持赋以额征, 凡 额外派征, 则加赋矣 ,

[ 21 ]

巡抚骆秉章既

批准湘潭章程, 就要承担 额外加派 即 加赋 的责任。这样看来, 湘潭章程核心条款竟公然加赋
130% , 极大了背离朝廷凛然恪守的 不加赋 的祖制, 而骆秉章上奏时对此却讳莫如深。此中隐情
早已为王闿运一语道破: 朝廷严加赋之律, 秉章上奏, 犹恐议者绳以文法。

[ 22 ]

湖南改章, 势必冲撞

不加赋 治国大训红线, 身在局中且为加赋承担最终责任的骆秉章从一开始就明白后果可能很严
重。咸丰五年十月顷, 湘潭改章尚在胶着之际, 湖南粮储道 ( 臬司兼 ) 谢煜就当堂唱反调: 湘潭章
程即是加收, 与部例不合, 亦难出奏! 直截了当点破了要害所在。骆秉章愤愤然, 说谢道 语近不
逊 # # # 岂止是 不逊 , 简直就是以 加赋 之罪威胁上官。

[ 23]

骆秉章为什么在日后自订年谱时放大资助军需部分的比重而冲淡资助州县办公的数额? 似乎
只有用他对朝廷 不加赋 祖制深怀忌惮来解释, 才合乎情理。从被指为加赋最坏处着想, 骆秉章
刻意强调筹集军饷之紧迫, 且助饷与额赋等同、
又占加赋部分七成以上, 名正言顺, 当时后世恐怕皆
无可厚非。在 不加赋 禁区未冲破之时, 尝试破冰的骆秉章 犹恐议者绳以文法 , 乃属人之常情。
此前嘉庆初漕运总督蒋兆奎建议从州县浮收中每石划出 一斗津贴旗丁被指为 加赋 而被迫离
职,

[ 24]

嘉道之际江苏巡抚蒋攸铦、两江总督孙玉庭相继奏请 八折收漕 ( 即每石漕粮加派 2 斗 5

升, 加赋 25% )皆遭严旨申斥,

[ 25 ]

孙玉庭且被主流舆论指为 变乱旧制

[ 26]

# # # 这些姑且不论, 日

后发生的江西改章为 议者 攻讦, 更可证明骆秉章的心有余悸乃当时大吏的普遍心态。
咸同之际, 继湖南、
湖北改章之后的江西丁漕改章在两江总督曾国藩、
沈葆桢主持下如临如履,
∃ 140∃

倍加谨慎, 地丁每石加征银 0. 4两, 漕折每石加征银 0. 6 两 % , 尽管比湖南等有漕各省加赋幅度都
低, 最终还是以 公然加赋 激起了政坛的轩然大波。同治九年 ( 1870) 署刑部侍郎胡家玉开始发
难, 疏请敕下江西巡抚停止新章, 恪遵旧例。十二年 ( 1873) 改任左都御史的胡家玉再次奏请将江
[ 27]

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永远裁革。 当年九月胡家玉针对江西巡抚刘坤一奏辩,

[ 28]

第三次上折,

抓住 漕折每石征银一两九钱, 较一两三钱之部章, 浮收已六钱 这一要害, 指出其 显背列朝之圣
训 。又针对刘坤一辩称 ( 江西 ) 自定新章后, 十余年来, 民间裁减浮收不下千余万 , 反唇相讥其
名为十年减千余万之浮收, 实则每年加百数十万之赋额 。胡家玉借此警示主政者, 允准江西改
章, 必 致皇上受加赋之名, 朝廷敛病民之怨, 天下后世其谓之何!

[ 29]

不过, 时移势易, 尽管言官一

再以加赋累民参奏, 刘坤一及后任巡抚刘秉璋坚称此前的江西改章业经奉旨允准,

[ 30]

朝廷也全力

支持改章之督抚, 刘坤一等虽受到攻讦, 却有惊无险。

三、 湘潭章程 历史地位再审视
今人对湘潭章程的评价有两种不同意见。 !清代漕运 ∀持 裁减漕赋 的看法: 湘潭县减赋记
载比较具体, 兹依据湘潭情形作一大致估计。湖南钱漕旧章, 地丁银每两加征 0. 5两, 漕粮每石折
收银 6两 (原注: !骆文忠公自订年谱 ∀上卷, 页 43) 。 湘潭县减赋, 地丁银每两减收 0. 1两, 共该
银 91 000两; 漕粮折价每石减银 3两, 共该减银 39万余两。地丁漕粮两项所减合计为银 48万余
两, 比原额减少 22% 以上。

[ 31]

!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 1894∀不同意 减赋 的看法: 清军重新

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 东南有漕省份 &减赋 ∋ 喧嚷一时, 其实主要内容不过两点: 一是核定地丁和
漕粮折价, 裁革部分浮收; 二是对江苏浙江两省所特有的 &浮赋 ∋ 稍作一些削减。 巡抚骆秉章采纳
湘潭举人周焕南的方案, 首先在湘潭实行, 接着, 长沙、
善化、宁乡、益阳、
衡阳、
衡山等县也照湘潭章
程办理。 这是所谓 &减赋 ∋ 的先声。

[ 32]
[ 33]

上文已提到 额外派征, 则加赋矣 , 那么, 何谓 浮收 呢? 清人讲 额外多取, 是浮收也 。
浮收 与 加赋 又何以异?

加赋 的主体, 在奏明朝廷批准前, 督抚是承担加赋全部责任的主体

一旦奉旨允准, 皇帝就成为加赋的主体。骆秉章 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事 一折奉咸丰帝批谕 汝久
任封疆, 所陈皆历练有据之论 后,

[ 34]

湖南加赋就有了合法依据, 尽管仍可以被人指为违背祖制。

浮收 的主体则是州县, 其性质属于日久相沿的陋规, 不败露则已, 一旦有人举发查实, 则依法重
惩不贷。光绪 !湘潭县志 ∀记载 嘉庆十三年知县谢攀云遂定每石折银五两, 越四年, 张云璈继之 ,
加漕折每石七两四钱至八两 , 是为最常见最典型的浮收。
!清代漕运 ∀引据的所谓 湖南钱漕旧章 , 地丁银每两加征 0. 5两, 漕粮每石折收银 6两 , 并
非朝廷 !赋役全书 ∀规定的额赋, 而是州县额外多取的浮收, 乃属典型的州县陋规。在骆秉章主持
下更定的湘潭章程, 地丁银每两由 1. 5两减为 1. 4两, 漕折每石由 6两减为 3两, 分明是减部分浮
收, 哪里谈得到裁减丁漕额赋?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湘、鄂、
赣、
皖四省丁漕改章时, 各该督抚也没有
哪一个敢说自己是 减赋 。诚如 !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 - 1894∀指出的, 所谓 减赋 , 其实是 裁
革部分浮收 。但该书 !所谓 减赋 ∀认为以湘潭章程为先导的有漕各省并非减赋而是减浮收, 恐
怕还不彻底。左都御史胡家玉反驳江西巡抚刘坤一没有错: 名为十年减千余万之浮收, 实则每年
%
同治三年曾国 藩说: 江西 前定 漕章, 除部 价一两 三钱、州 县余资 及各 衙门公 费共 四钱 外, 仅提 司库 银二
钱。 见 !曾 国藩全集 ∀ 批牍 , 同治三年九月八日 批安徽马藩司新贻等会详漕粮暂征折色并酌定折 价数目由 , 岳
麓书社 1994年版, 第 323页。另参见录副奏折 03- 4870- 061同治十二年 五月二十八 日江西巡抚 刘坤一 奏报丁
漕改章实际情形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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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百数十万之赋额 。 明减浮收, 实则加赋 , 所谓农民 自愿 云云, 并不能改变加赋实质。
问题在于, 为什么湘潭章程加赋而农民 欢欣鼓舞 ( 骆秉章折 )? 为什么宁乡章程加赋而 民
困始苏 ( !宁乡县志 ∀ ) ? 为什么朝廷那么好的 不加赋 政策湖南绅民竟不买账, 纷纷然群起 自
愿 呈请 加赋 ( !骆公年谱 ∀ )? 这恐怕不能全用官僚文人的粉饰虚捏来解释。
先替湘潭粮户算笔账。湘潭改章前, 漕折每石银七两四钱至八两 , 迨定章, 漕折石银三两,
[ 35]

减于前四两 。 再看看湖南有漕州县总的状况, 改章前, 漕米折色向来每石收银六两 ,

[ 37]

迨定

章, 普遍减少 3两。这就是说, 以湘潭绅民为代表的湖南粮户以退为进, 付出了每石漕粮加赋 1. 7
两的代价而获得了落到实处的每石漕粮少纳三四两的实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所谓 赋以额征
的 原额 早已成了农民可望不可及的画饼, 也早已失去了对经征州县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朝廷标
榜的 不加赋 大训到嘉道年间也成了连皇帝也未必自信的虚伪宣传了。
轻徭薄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将其确定为田赋定额制,

% [ 36]

清初统

治者有惩明末加派 三饷 促使亡国的教训, 全盘承袭了洪武税收定额制思想, 并以 不加赋 做了
简捷明快的表述, 从此, 不加赋 作为祖训和祖制更具有了超过成文法的神圣性。对于古代农业
国家, 保护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自然是 不加赋 国策的合理根据。清初以
来,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也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 乾隆中期以后, 在人口
倍增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下, 不加赋 祖制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主要由 不加赋 造成的几近
僵化的岁入岁出的财政经制已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即以漕运而论, 漕粮 ( 包括正、耗二米 )
和漕项 ( 运输费用 ) 的定额制, 不能适应运粮成本和管理成本节节攀升的严峻现实, 其表现就是运
粮旗丁勒索州县, 州县则以浮收、
勒折等手段将损失转嫁于粮户, 加以政治腐败、
司法黑暗, 至嘉道
年间, 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有漕省份出现了 闹漕 等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乱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一方面统治者信誓旦旦一再要革除浮收, 全面 清漕 , 另一方面在 不加赋 老调子不断唱下去的
同时, 州县浮收、勒折愈发肆无忌惮, 而农民却年复一年地在无边苦海中沉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湘潭章程的评价恐怕就不仅局限在率先变通漕运旧制, 更重要的, 它是
自下而上地突破 不加赋 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惟其如此, 湘潭章程的历史
地位就格外值得珍重。
当我们回顾以湘潭改章为先导的晚清漕运变革史时, 首先看到的是: 湘潭绅士周焕南倡导于
先, 不仅构想出 以助军为名

[ 37]

自定新章的妥协的务实方案, 还 足穿芒鞋, 手执雨伞 ,

[ 38 ]

奔走

呼号于乡里之间, 以促其实现; 骆秉章以封疆重寄, 在宦海莫测的险恶环境下, 支持并推广了突破
不加赋 禁区的湘潭章程, 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作为骆秉章的幕府, 日后大露头角的左宗
棠, 据说 为焕南画计 ,

[ 39]

排群议以定章程 ,

[ 40]

暗中主持其事, 其功亦不可没; 位高权重的曾国

藩虽身在两江, 却始终关注着自己家乡的漕运新政, 并予以极高的评价, ( 可以说他从侧翼给了湖
南改章最有力的支援。咸同之际, 大故迭起, 风云际会, 此辈人物汇聚湖湘一隅, 终于打破了 不加
赋 祖制的坚冰, 启动了东南有漕各省减浮收、
裁陋规的改章进程, 加以随后朝廷的减江浙漕粮正
额、
裁革海运津贴, 种种举措, 确实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 使嘉庆以来日益紧张而濒于爆发的社会
%
黄仁宇早已指 出, 洪武皇帝 在其统 治期间, 确 定了税 收定额 制度 , 除 了田赋 之外, 劳役 和基本物 品的征
派, 也采取了定额制度 。参 见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第二章第一节 国家的收 入水平与 变动因素 ∃
定额制度 ,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第 54- 56页。
(
曾国藩高度评价湖南改 章, 至再至三。 ( !曾国藩全集 ∀ 书 信四 , 同治二年 九月初七日 复史 致谔 , 岳麓
书社 1994年版, 第 4017- 4018页 ) 他在书信中还 说: 左公 (左 宗棠 ) 以为 骆帅 在湖南 办法 胜于胡 帅在 湖北 之法。
其说饬各属牧令与该 处绅民定议, 赴省立案, 虽参差不齐, 实则遵行 可久。弟反复 思之, 不 能易其说 。 ( !曾 国藩全
集 ∀ 书信四 ,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复李 桓 , 第 2795- 279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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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
当然, 东南有漕各省之所以能够突破被视为神圣的 不加赋 祖制并成功地推行以变通漕运旧
制为主的钱漕改章, 除黄河屡决、
河道北徙使河运旧制难以为继之外, 归根结底, 实有赖于时局的剧
变。太平天国与清朝对决的战场主要在湘、
鄂、
赣、皖、江、浙有漕六省, 从根本上讲, 人心向背决定
着这场战争的胜败。处在对抗太平天国第一线的各省督抚深切地感受到争取民心的严重性和迫切
性。同治二年 ( 1863) 曾国藩与李鸿章奏请减定苏州、
松江、
太仓州三属漕赋一折指出, 江苏赋额独
重, 经大水战乱, 百姓已无骨可敲, 无髓可吸。现在苏州等地尚未收复, 乡民待时而动, 以应官兵,
一闻减赋之令, 必当感激涕零, 望风增气, 他日军麾所指, 弩矢之躯必更奋, 箪壶之雅必更诚, 又未
[ 41 ]
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
继续高唱 不加赋 老调子非但无济于事, 而且会紧紧束缚政策的变通,
如果再因循敷衍下去, 不采取痛减浮收、
削减赋额等切实缓解粮户苦难的措施, 只能把百姓推给自
己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造成的严峻形势, 不仅为以湘潭改章为先导各省改章的推行提出迫
切需要, 而且也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太平天国打碎了旧的统治秩序并使之无法照旧恢复起来, 无论
实行了数百年之久的漕运体制, 还是地方与朝廷、
乡绅与州县固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 都不能
原样复制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废墟上, 清统治集团才有可能对积重难返的漕运旧制实行变革。
总而言之, 记载歧异的湘潭章程核心条款需要考实, 湘潭章程究竟是减赋, 还是减部分浮收, 抑
或减浮收的同时额外加派, 也不能不加以辨析。这样做, 为的是还原历史真相, 揭示这一改章过程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委曲与艰难, 给予湘潭章程应有的历史评价。
注释: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录副奏折 03- 4148- 022 咸丰九年十 二月初六日 大学士 桂良等 奏 为遵旨会 议两江
总督何桂清等奏 查匿名书函所陈漕弊情形事 。
[ 2] [ 7] [ 20] 录副奏折 03- 44510- 41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湖南巡抚骆秉章 奏为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事 。
[ 3] [ 9] [ 12] [ 23] [ 36] [ 38] 骆秉章: !骆公年谱 ∀, (咸丰 )五 年, 乙卯 , !近代中 国史料 丛刊 ∀第 144册, 台 北: 台
湾文海出版社, 1967年, 第 77、79、78、79、77、79页。
[ 4] [ 13] [ 22] [ 37] [ 39] 光绪 !湘潭县志 ∀卷六, 赋役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湖南府县志辑 ∀第 12册, 南京: 江苏古
籍出版社影印本 , 2002年, 第 543页上栏、544页上栏、544页 上栏、543页下栏、543页下栏。
[ 5] !清宣宗实录 ∀卷一四六, 道光八年十一月己酉。
[ 6] 光绪 !户部漕运全书 ∀卷八, !续修四库全书 ∀第 83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第 319页。
[ 8] 参见 !骆公年谱 ∀, (咸丰 ) 五年, 乙卯 , 第 78页; 光绪 !湘 潭县志 ∀卷六,
县志辑 ∀第 12册, 第 544页上栏。

赋役 , !中国 地方志 集成 ∃ 湖南府

[ 10] 民国 !宁乡县志 ∀ 故事编 ∃ 财用录 ∃ 赋役三 , !中国地 方志集 成 ∃ 湖 南府县 志辑 ∀第 84 册, 南 京: 江 苏古籍
出版社影印本, 2002年, 第 258页上栏; 光绪 !善化县志 ∀卷八, 赋役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湖南府县志辑 ∀第 5
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影印本, 2002年, 第 88页上 栏。
[ 11] 参见 !曾国藩全集 ∀ 书信四 ,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复李桓 和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复史致谔 , 长沙: 岳
麓书社, 1994年, 第 2795- 2796、017- 4018页; !左宗棠文集 ∀卷七, 同治二 年十二 月初四 日 !覆陈杭嘉 湖三属
减漕情形并温郡 减定折 ∀。
[ 14] 王闿运: !湘绮楼文集 ∀卷二 !与曾侍 郎言兵事书 ∀ (咸丰六 年正月 ) , !近代中国 史料丛 刊 ∀第 594 册, 台 北: 台
湾文海出版社, 1970年, 第 131页。
[ 15] 参见 !湘绮楼文集 ∀卷三, !湘潭县志 序 ∀, !近代中国 史料丛刊 ∀第 594册, 台北: 台湾 文海出 版社, 1970 年, 第
228- 238页; 王代功: !湘绮府君年谱 ∀卷三, 光 绪十三 年 五十 六岁 , !近代 中国史 料丛刊 ∀第 596 册,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 1970年, 第 149页。
[ 16] 同治 !长沙县志 ∀卷八, 赋役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湖南 府县志 辑 ∀第 82册, 南京: 江苏 古籍出 版社影 印本,
2002年, 第 101页上栏。
[ 17] 光绪 !善化县志 ∀卷八, 赋役 , !中国地 方志集 成 ∃ 湖南 府县 志辑 ∀第 5 册, 南京: 江 苏古籍 出版 社影 印本,
2002年, 第 88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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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民国 !宁乡县志 ∀ 故事编 ∃ 财用录 ∃ 赋役三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湖南 府县志辑 ∀第 84册, 第 258页上栏。
[ 19] 同治 !益阳县志 ∀卷五, 田赋志 , !中国 地方 志集成 ∃ 湖 南府 县志辑 ∀第 83 册, 南京: 江 苏古籍 出版 社影印
本, 2002年, 第 144页下栏至 145页上栏。
[ 21] [ 33] 录副奏折 03- 3103- 006 道光六年六月十五日巡视南 城江西道 监察御史王 家相 奏 陈八折收 漕有不可
者十事等事 。
[ 24] 参见录副奏折 03- 1743- 011嘉庆四年八月十五日 漕运总督蒋 兆奎 奏请令 办漕各 省划出 津贴米粮 拨补旗
丁事 ; !清仁宗实录 ∀卷五十, 嘉庆四年八月甲寅及卷五六, 嘉庆四年十二月壬辰 。
[ 25] 参见录副奏折 03- 1752- 007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三 日两江总督 阿林保江 苏巡抚 蒋攸铦 奏 为密陈漕 务实在
情形酌议办理章 程事 ; !清仁宗实录 ∀卷二一九, 嘉庆十四 年十月庚戌; 录副奏 折 03- 1765- 078 嘉庆 二十五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两江总 督孙玉庭、
漕运总督 成龄 奏为 遵旨会 以查办 漕务情 形事 ; !清宣 宗实录 ∀卷 二十,
道光元年六月癸 卯。
[ 26] 录副奏折 03- 3103- 012 道光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汪廷珍 为恭录仁宗睿皇帝谕旨并陈漕务积弊事 。
[ 27] 录副奏折 03- 4860- 044 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左都御史胡 家玉 奏请将 江西省 额外加 征地丁银 两永远
裁革事 。
[ 28] 录副奏折 03- 4870- 061 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西巡 抚刘坤一 奏报丁漕改章实际情形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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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X iangtan P rogram in 1855
YAN A i- hong
( H isto ry D epa rtm en t, X iam en U 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Fu jian)
Abstrac t: The Q ing dynasty carr ied out the X iangtan P rogram firstly in H unan prov ince in 1855. Th is program p layed
an im portant ro le in the h isto ry o f tax ing system, espec ia lly in the h isto ry of w ater transpo rt. Itw as not only a leading pro
g ram of reform ing the regulations in Hunan prov ince, bu t a lso influenced the process of refo rm ing regu la tions in south- east
prov inces. The m a in contents o fX iangtan prog ram inc luded the term s on how to change the d iscount o f g ra in inH unan prov
ince. H owever L uo B inzhang, the governor o fH unan prov ince, andW ang K aiyun, the chief editor of X iangtan L og gave
ve ry d ifferent reco rds about those term s. N ow when peop le d iscussed on reform ing the transport regulations around tha t tim e
they unavo idably track back to the program. There are conv erse op in ions on how to judge and rem ark it. Some think it re
duced the tax es. O thers be lieve it cut down part of flex ible incom e. In th is paper w e d istinguish wh ich record was true about
the m ain term s in the P rogram. R em arking today∋ s var ious op inions, w e analyze the sub jective and ob jec tive reason that
Luo∋ s reco rd w as fa lse.
K ey word s: w ater transpo rt of gra in, re fo rm of the transpo rt, X iangtan P rog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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