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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兼具史料与工具书价值的
明代财政史研究巨著
——— 《明代 〈万历会计录 〉 整理与研究 》 评介
陈支平
（ 厦门大学历史系

芮华壹
福建厦门 361005）

对于明代财政史的研究来说， 《万历会计录》 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作为
迄今唯一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 ，其内容极为丰富，备载明朝户部掌
控的国家财政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这部文献的价值获得历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但迄今为止，利用 《万历会计录》 开展的研究成果却相当有限。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所分析的 《万历会计录 》 这一文献部头大、 数据多， 内容
极为庞杂，没有系统的整理，很难全面加以利用。也正因如此，由万明研究员和徐英
凯教授合作的 《明代 〈万历会计录〉 整理与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以下简称 《会计录研究》） 一书才显得弥足珍贵。 这项工作给学界同行开启了方便之
门，使得他人可以借此开展更加广泛的研究 ，嘉惠史林，其功也巨。
《万历会计录》 产生于明万历初年，是张居正改革攻坚阶段的直接产物。 该书前
附王国光与张学颜两位户部尚书进呈时的编制说明 ，有助于今人了解编制背景。 梁方
仲 《评介 〈万历会计录〉》 （ 参见 《梁方仲文集 》 第三册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 中
华书局，2008 年，第 452 页） 一文简要解说了这部文献的内容、 编纂经过与研究价
值。《万历会计录》 共分为 43 卷，100 多万字，超过 4. 5 万个数据。 这些数据主要是
万历六年户部掌握的明朝中央财政会计数据 ，是在各省所呈报的档案簿册和条例 、 事
例基础上编成的，记载了万历初年朝廷的各项收支 。在收入方面，主要是田赋和盐茶
钱诸法及关钞商杂税； 支出方面，以文武官俸禄和各边镇粮饷额为主 ，兼及宗藩禄粮
与皇室开支等。除了详载各项收支的总数额， 各行政层级 （ 布政司、 府、 州、 县 ）
的相关数字如赋税额等也很详尽。 然而， 在原书中， 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呈现，
而且项目繁杂，今人利用这些数据颇为不易。 要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数据开展研究工
作，必须借助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 ，制作成方便查阅的统计表格，并将其中数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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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阿拉伯数字加以呈现。显然，对这样一部庞大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绝非
易事，如果研究者没有极大的勇气和深厚的研究功底 ， 断难完成。 在 “十六世纪明
代财政研究———以 《万历会计录 》 的整理为中心 ” 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
持下，万明研究员联合了华北电力大学数学专业徐英凯教授， 历时 10 年攻关， 完成
了 《明代 〈万历会计录〉 整理与研究》 这一力作。 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对 《万历会计
录》 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的成果， 其出发点是努力发掘、 全面系统整理明代万
历朝财政的大型数据资料，尝试复原明代万历朝财政的整体面貌 ，作者试图藉此重新
审视与解读，乃至重新评价明代财政史。
《会计录研究》 一书分为上下中三册，首为绪论，然后分为三篇。 第一篇 “整理
篇” 全面系统整理了 《万历会计录 》43 卷的数据， 按照每卷的顺序进行整理， 忠实
于原文将数据绘制成 132 个表格 （ 甲表 ） 加以呈现。 这些表格严格依据 《会计录 》
原书的卷次顺序，保留了原书的全部内容， 使得 《会计录 》 这部大型数据文献首次
具备了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原书中以文字表达的数字资料， 改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并将原书 《沿革事例》 的文字附于各卷之后。“整理篇” 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原书内
容繁杂、数字量巨大等特点给使用者带来的麻烦 ，整理后的成果可作为工具书， 方便
学界利用，对推动明代财政史乃至经济史研究大有裨益 。
第二篇 “统计篇” 则在系统整理原书数据的基础上， 将全部数据进行了比较、
归类等统计分析，共分为 13 章，制作了 125 个表格 （ 乙表 ） 呈现数据。 每章前附有
说明，清晰地表述了本章 （ 乙表） 数据统计分析与甲表数据之间的关系， 并就一些
重要事项加以说明，便于读者追溯。
第三篇是 “研究篇 ”， 分为 10 章， 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 将原书中财政
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 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按顺序共制作了 288 个表格
（ 丙表） 和 28 幅统计图。 类似的， 每一章之前都附有说明， 让读者清楚地了解该章
数据在 《万历会计录 》 中的具体出处， 以及数据折银研究采用的具体方法。 “研究
篇” 还包括 4 篇 “田赋结构及其货币化” 的个案分析， 分别涉及河南、 浙江、 山西、
山东四地。最后一章是统计图，主要根据第二篇和第三篇的部分表格进行绘制 ， 便于
读者更加直观和清晰地对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该篇最后还有附录 7 个， 包括
皇帝世系表、行政区划、 户部十三司职掌、 度量衡说明、 主要参考文献、 《明会典 》
中的户部数据以及 “明实录” 中的户口、田地与田赋数据。
通览之下，可以发现 《会计录研究》 一书共计 2293 页， 整理录入明代财政会计
数据达 4. 5 万个， 处理的全部数据达 20 万个以上， 编成统计表格 555 个， 附图 28
个，共形成 401. 8 万字的篇幅规模。该书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堪称一项了不起
的工程。无疑，这部皇皇巨著将有益于史林同行对整个明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在阅读中还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在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创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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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系统发掘，创新整理。《万历会计录 》 一书由于数据繁多， 非常琐碎， 许
多数字甚至达到小数点后七八位之多 。长期以来这个大部头的数据文献 ，令人望而却
步，研究明史的学者多习惯使用 《明实录》、 《明会典 》 或地方志等文献资料， 对
《万历会计录》 的利用却严重不足。有限几部使用 《万历会计录 》 的研究之作也只是
采用了极少量的数据， 如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 （ 三联书店，
2007 年） 试图全面论述 16 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问题，但只引用了 《万历会计录 》 一
书之中的 6 个数据。赖建诚 《边镇粮饷： 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 ，
1531—1602》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主要采用了 《万历会计录 》 中有关十三
边镇的军马钱粮数据。 迄今为止， 研究者缺乏对 《万历会计录 》 数据的充分使用，
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其使用不便。 显然， 对 《万历会计录 》 数据的整理是一项具有重
要价值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可以广惠他人，但对于整理者来说却是一件极其耗费
精力和时间的事情。《会计录研究》 不仅将原书大量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数据转成阿拉
伯数字，而且绘制成统计表格， 并测算了关联数据之间的比例， 如 “统计篇 ” 中就
有大量根据原始数据进行测算后获得的 “户均”、 “人均”、 “增减 ” 等比例数字， 大
大方便了读者对前后相关数字的分析与比较 ， 使得 《会计录研究 》 具有了工具书的
价值。
第二，查漏补缺，多重校对。 尽管 《万历会计录 》 数据丰富， 但该书并非没有
问题。如卷六 “山东布政司田赋 ” 的缺失， 尽管山东布政司的岁额、 岁入、 岁出这
三项总数额在卷一有记载。缺失卷六的损失是，无法得知山东布政司内各府县夏税秋
粮的细节数据，也因而无法判断各府县赋税负担的轻重顺序。 在 “研究篇 ” 中， 作
者尝试解决因为缺失卷六导致的问题， 在对 《万历会计录 》 中田赋数字资料进行开
发性初级处理的基础上，创新地使用了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 ， 将 15
个省、直作为样本，按照它们在田赋水平上的紧密程度进行分类， 以同一类中已知
省、直的实物折银标准的加权平均值 ，作为折银标准未知省、直的相同实物的折银标
准，由此确定各省、直田赋项目的折银标准。然后以白银为统一的计量单位， 将全国
田赋折银，进而得到 16 世纪全国各省、 直田赋的分布及其货币化比例， 并选取个别
省进行了个案分析。在由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得到的山东与南直隶为一类的结论的基础
上，作者结合明代文献记载，应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
以白银为统一的计量标准， 对万历初年山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的田赋数据进行了补
遗，并给出了田赋货币化结构。以田赋为因变量，积谷为预测变量，对于所分各类分
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回归效果显著，误差百分比很小，显示由此估算出的山东
各府州县及其分属田赋折银数值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这些通过利用统计学办法估算
出来的山东数据呈现在 “研究篇 ” 的第五章丙表 232 中。 除了创新性的解决卷六缺
失的问题之外，《会计录研究 》 还针对 《万历会计录 》 中存疑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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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交叉使用其他明史文献进行校验 。如在整理数据过程中，在全国田赋折银的基
础上，作者对比了 《万历会计录 》 中湖广田土数据与何炳棣推测的湖广田土数据，
并引用梁方仲对湖广数字的讨论， 最后证实何炳棣的推测是对的， 认为 《万历会计
录》 和 《明会典》 中关于洪武、 弘治与万历三朝的湖广田土数据存在错误， 并根据
新修订的数据做出统计表格，反映在 “统计篇” 之中。
第三，研究有据，以理服人。 《会计录研究》 “研究篇 ” 中开展的研究， 角度新
颖，论证翔实可靠，体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创新性的分析思维 。这些研究工作从
明代白银货币化理论出发，以白银货币作为统一计量单位， 将 《万历会计录 》 中所
有财政收支数据折算为白银，然后再对全国财政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据此， 作者复
原了万历朝财政结构和整体财政规模 ，揭示了晚明中国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尤其是货
币化比例，进而提出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全面转型 ，
标志着中国由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过渡 ，这一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万明研
究员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了对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 ， 但彼时的撰文尚缺乏对
《万历会计录》 所载数据的充分使用。随着作者对 《万历会计录 》 系统而全面的整理
与研究，我们注意到万明研究员不仅充分利用了其中丰富的数据资源完善其观点和理
论体系，如以河南、浙江、山西、山东四地田赋数据做的研究，而且开始突破既往财
政史研究的框架，以白银货币化思路为主导，将货币和财政问题有机结合来考察明代
的财政改革，并且基于数据对两者关系做出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 。 通过 《会计录研
究》 中呈现的数据研究工作， 作者清楚地展现了货币与财政的紧密联系， 提出明代
白银货币化参与了新的财政体系的建构 ，以白银货币化为重要取向的财政改革 ， 直接
导向了现代货币财政开端的深刻观点。 另外， 在 《会计录研究 》 的绪论和相关文献
中，作者表达了此前主要关注因白银货币化导致的明代社会转型问题 ，而正是通过对
《万历会计录》 的整理与研究，使其产生学术灵感，提出了国家转型的新议题。 从社
会转型到国家转型，从国家转型的高度重新审视晚明财政史， 突破了以往研究范式，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对于文本资料 、档案的研究，把历史用叙事的方法加
以呈现。在分析史学时代，量化史学的方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学界对量化方法
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还存有很多争议 ， 但不容否认的是， 量化史学在处理宏大问
题、长时段变化规律等方面确有独到之处。 李伯重 《史料与量化： 量化方法在史学
研究中的运用讨论之一》 （ 《清华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4 期） 即强调在历史研究中，
“量化方法不仅有用，而且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方法所无法替代的 ”。 显然， 《会计录研
究》 一书的面世，对于历史学界推进量化史学研究极有裨益， 善加利用其中丰富的
数据资源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明代财政问题。 《会计录研究》 通过对原始
数据的整理，将部分数据以面板数据 （ Panel Data） 形式呈现， 并且将赋税折银，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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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统一的计量标准，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开展定量研究和量化的比较研究 。 当然， 将
《万历会计录》 的数字用于研究，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其中数字只是明代户部
掌握的国家财政数字，而并非实际上的全国田土、人户、人口数字，但就这些数据开
展的研究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不过，历史学领域开展量化研究工作需要高度重视数
据的来源和产生的背景，仔细辨析数据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产生误读。正如高寿仙在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赖建诚 〈边镇粮饷： 明代中后期的
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 为例》 （ 《史学月刊》2015 年第 2 期） 一文
中提醒的，“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 ； 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
目之间的分合关系； 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 解读财政数字
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 否则就会对一些数字迷惑不解， 甚至产生误解。 因此，
使用 《会计录研究》 一书开展明代财政史研究的过程中， 需要同时结合其他的明代
史料加以综合使用，比如 《明实录》、《明会典》 等重要文献。
总而言之，整理并研究拥有 4. 5 万条数据的 《万历会计录 》， 是一项开拓性的学
术工作。万明和徐英凯两位学者在 《会计录研究 》 一书中， 不惮繁难， 耗费大量的
时间与精力，将浩瀚庞大的明代财政数字资料整理成清晰易查的统计表格 ，并以严谨
扎实的考证研究提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 ， 进而形成洋洋大观的学术巨著，
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长期专注并持续努力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长期以来， 与
其他断代财政史相比，明代财政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滞后。20 世纪末， 史学界
甚至将明代财政史研究整体上的不足称之为 “明代财政史研究的 ‘世纪遗憾 ’”。 从
这个角度来说，《会计录研究》 的出版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借助这一重要工作给同
行提供的方便，学界同仁可以大力推进明代财政史的研究 ，减少学术遗憾。 由此， 我
们热诚地向史林同行推荐这部兼具史料和工具书价值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巨著 。
（ 本文责编： 李成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