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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展开下面的
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本文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的蕴意。在当代思潮中，
“帝国”一
词常常与强权侵略、殖民统治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色彩。但本文的
用法与此不同。史学家伯班克和库柏（Burbank & Cooper，2010）曾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讨

■ 周雪光

论了“帝国”的概念。他们指出，帝国架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种族、文
化、区域，因此有利于发展包容性治理模式。在世界史上，帝国一度是古代文明的主要
组织形式，如中华、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形态曾经极大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近
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就了帝国的崩溃瓦解。与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民族国家以族群、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
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
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

文化、宗教信仰单一或高度同质性为特点。
（Anderson，1983）在这里，帝国不仅体现在艾

森斯塔得（Eisenstadt，1963）所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而且因其规模特征而面临着
特定的组织困难和挑战，诱发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体现在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行为定
式之上，即帝国的治理逻辑。

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

中华帝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
《红楼梦》中王熙凤一句“大有大的难处”的

系——“委托与代理”、
“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

感叹道出了帝国治理的难处所在，即规模之累。帝国的架构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间

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

不平衡发展，更加重了规模之累效应和治理困难。我将这一困难表述为“权威体制与有

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

效治理”间的矛盾，即“号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

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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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周雪光，2011）。中华帝国千年载世，数十朝代历经内忧外患、政纲兴衰，正是在治
理挑战的应对过程中，摸索发展出了其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本文在这个意义
上使用“帝国”这一概念，并探究中华帝国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
帝国结构错综庞大、千头万绪，本文以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黄宗羲定律”历史现
象为切入点，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

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本文的基本命题可概括如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收持续高

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

攀趋势并无史实根据，但这一描述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

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

在历史上重复出现，是帝国大背景下“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

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

具体表现，其中隐藏着解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密码。在黄宗羲定律现象的大背景下，

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 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

本文提出相互关联的三对关系来提炼概括帝国的治理逻辑：第一，
“委托与代理”关系集

着路径方向。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

中体现了帝国治理的组织困难：帝国治理依赖庞大的官僚体制，面临着漫长行政链条中

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委托与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加剧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
“正式与非正式”共生并存、互为依赖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着帝国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Zhou Xueguang，Department

治理的基本矛盾。皇权在集权的正式制度中得到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而非正式制度的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蔡禾、冯仕政、刘世定、史普原、田毅、应星、赵树凯、周飞舟、

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微妙平衡和转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以调

of Sociology，Stanford University；Sociology Division，E-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学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特此感谢。依学术

盛行运作则为地方灵活性提供了空间。第三，
“ 名与实”关系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象征性
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边界。黄宗羲定律现象正是帝国逻辑蕴含的上述关系在税收
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惯例，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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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的讨论中，我首先着眼于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研究问

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战争灾害

题；然后，借用史学界研究工作来解读历史上几次并税式改革的例子，从中提炼这一周

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

期性现象背后的帝国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理机制。接下来，我转向阐述“委

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

托与代理”、
“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这三对基本关系所体现的帝国治理逻辑，以及相

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

应的分析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帝国治理逻

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

辑在当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

个重要的原因。”杜恂诚（2009：176）针对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状况大趋势的讨论也指
出：
“ 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扬。”简言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并无令人信服的史实根据。
然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掠取苛捐杂税的描述充斥史书，皇帝振兴政纲、整治官吏

20 世纪 90 年代苛捐杂税攀升以及随后的税费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税

之弊的举措也时有发生，并税式改革正是在财政领域中的整治手段之一。也就是说，虽

收制度的关注，关于“黄宗羲定律”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然所谓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赋不断攀升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这些讨论所注意到的

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

“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波动却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表现为地方

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

官在税收过程中趋于加派税赋，地方自由裁决权滋生蔓延；而皇权自上而下的抑制治

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

理，虽奏效一时，但无力根除而不得不半途而止。在这个意义上，秦晖所描述的“历史上

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①王家范、谢天佑（1983）首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

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的观察不无道理。针对这一现象，赋

规则；秦晖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秦晖的解释几乎完全借用了黄宗羲

税史研究中各种解释众说纷纭，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类：一是从道德角度将这一现象归咎

原文的说法，即纵观历史上自上而下的并税式改革，

于地方官吏追逐私利的行为，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提及这一渊源。二是从阶级
角度批评皇权整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或者从统治体制角度注意到，官吏的催逼盘剥

一般来说，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

大多都是因自上而下压力而为的。如陈锋（1997a：102）所言：
“我们注意到，为了军国需

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

要，清廷对财政的考虑更甚于对吏治的关心，不惜制定严厉的考成则例，督催地方官血

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

比穷追，以保证赋税钱粮的足额或溢额。”而且，奖惩激励力度十分大。②在这个意义上，

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
“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
（秦晖，2002：6）

并税式改革成为调节“保税”与“保农”关系的一种制衡性措施。
（李炜光，2003）

以上我对黄宗羲定律的质疑，旨在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虽然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
税单调上扬趋势并不存在，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这一周期性现象却是

随后，
“ 黄宗羲定律”这一称谓不胫而走，成为政策研究和公共媒介上的热门话题。

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且延绵至今。如李炜光（2003）所说：
“并税式改革实质上是中国历

在学术界，虽然有个别研究援引史料提出农民赋税的历史走向呈上升趋势（王家范、谢

史特有的一种‘财政专制体制’作为，它的历史决不仅仅导致了某一个具体王朝的兴衰，

天佑，1983），但更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工作并未发现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税攀升愈演

相反，它们更大得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演变和最后衰亡过程中

愈烈的历史趋势。例如，黄仁宇（2001）关于明朝赋税制度以及实际运行过程的系统研

的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制度综合征’。”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华帝国的深

究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征税水平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基本公共产

层矛盾，提供了探究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以下讨论旨在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

品的提供。王业键研究了晚清时期的翔实资料后慎重地提出：
“ 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
年，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占土地产值的 2%—4%，只有在苏州、上海地区占 8%—

二、解读“黄宗羲定律”：税收与财政背后的帝国制度安排

10%……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
（王业键，

2008：165）他注意到，清朝早期有着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地方官员增加田亩（与税收），
但这一压力在税收水平达到“原额”后就消失了。
（王业键，2008：36-37）陈支平（1998：6）
着眼于中国赋税的大历史时段指出：
“直至明清时期，政府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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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的讨论中，我首先着眼于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研究问

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战争灾害

题；然后，借用史学界研究工作来解读历史上几次并税式改革的例子，从中提炼这一周

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

期性现象背后的帝国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理机制。接下来，我转向阐述“委

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

托与代理”、
“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这三对基本关系所体现的帝国治理逻辑，以及相

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

应的分析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帝国治理逻

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

辑在当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

个重要的原因。”杜恂诚（2009：176）针对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状况大趋势的讨论也指
出：
“ 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扬。”简言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并无令人信服的史实根据。
然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掠取苛捐杂税的描述充斥史书，皇帝振兴政纲、整治官吏

20 世纪 90 年代苛捐杂税攀升以及随后的税费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税

之弊的举措也时有发生，并税式改革正是在财政领域中的整治手段之一。也就是说，虽

收制度的关注，关于“黄宗羲定律”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然所谓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赋不断攀升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这些讨论所注意到的

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

“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波动却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表现为地方

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

官在税收过程中趋于加派税赋，地方自由裁决权滋生蔓延；而皇权自上而下的抑制治

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

理，虽奏效一时，但无力根除而不得不半途而止。在这个意义上，秦晖所描述的“历史上

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①王家范、谢天佑（1983）首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

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的观察不无道理。针对这一现象，赋

规则；秦晖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秦晖的解释几乎完全借用了黄宗羲

税史研究中各种解释众说纷纭，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类：一是从道德角度将这一现象归咎

原文的说法，即纵观历史上自上而下的并税式改革，

于地方官吏追逐私利的行为，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提及这一渊源。二是从阶级
角度批评皇权整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或者从统治体制角度注意到，官吏的催逼盘剥

一般来说，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

大多都是因自上而下压力而为的。如陈锋（1997a：102）所言：
“我们注意到，为了军国需

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

要，清廷对财政的考虑更甚于对吏治的关心，不惜制定严厉的考成则例，督催地方官血

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

比穷追，以保证赋税钱粮的足额或溢额。”而且，奖惩激励力度十分大。②在这个意义上，

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
“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
（秦晖，2002：6）

并税式改革成为调节“保税”与“保农”关系的一种制衡性措施。
（李炜光，2003）

以上我对黄宗羲定律的质疑，旨在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虽然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
税单调上扬趋势并不存在，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这一周期性现象却是

随后，
“ 黄宗羲定律”这一称谓不胫而走，成为政策研究和公共媒介上的热门话题。

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且延绵至今。如李炜光（2003）所说：
“并税式改革实质上是中国历

在学术界，虽然有个别研究援引史料提出农民赋税的历史走向呈上升趋势（王家范、谢

史特有的一种‘财政专制体制’作为，它的历史决不仅仅导致了某一个具体王朝的兴衰，

天佑，1983），但更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工作并未发现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税攀升愈演

相反，它们更大得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演变和最后衰亡过程中

愈烈的历史趋势。例如，黄仁宇（2001）关于明朝赋税制度以及实际运行过程的系统研

的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制度综合征’。”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华帝国的深

究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征税水平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基本公共产

层矛盾，提供了探究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以下讨论旨在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

品的提供。王业键研究了晚清时期的翔实资料后慎重地提出：
“ 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
年，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占土地产值的 2%—4%，只有在苏州、上海地区占 8%—

二、解读“黄宗羲定律”：税收与财政背后的帝国制度安排

10%……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
（王业键，

2008：165）他注意到，清朝早期有着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地方官员增加田亩（与税收），
但这一压力在税收水平达到“原额”后就消失了。
（王业键，2008：36-37）陈支平（1998：6）
着眼于中国赋税的大历史时段指出：
“直至明清时期，政府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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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的做法？并税式改革的治理意义是什么？
（一）财政领域中的帝国治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不能废旧立新，以新的财政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呢？
在我看来，不完全财政集中反映了帝国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和相应对策，解读这一制

表面看来，并税式改革的起因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贪取赋税的行为，由此产生了

度安排为我们提供了追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首先，在帝国的大一统架构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不堪局面，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并税式改革举措。这一局面似乎与

中，疆土辽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特点对国家治理带来了几乎不可逾越的

中华帝国权力体制特别是财政集权制度设置相悖尤甚：这一集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

困境。以吏治制度安排为例：各地“冲繁疲难”情况每每不同，征收赋税难易不一，所需

政府一统财政收支予夺大权，各级政府没有自己的地方财政。但若仔细追究不难发现，

行政费用亦大相径庭；加之交通、通讯困难，技术手段有限，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编制完

正是这一集权体制导致了其无法解决的困难处境，即中央政府的财政安排不能满足其

全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高昂，实无可能。第二，官僚体制上下之间、机构之间的利益之

自身和地方财政所需，不得不迫使或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巧立名目方式来解决其官僚体

争也使得“预算不易编定”。例如，下级官吏或通过隐瞒实情以获殊利，或不切实际地大

制运行的基本所需（如行政费用、俸禄）。在讨论清朝赋税政策和制度时，何平（1998：

幅度降低编额以邀功请赏，如此情形屡见不鲜（梁方仲，2008：165）；另一方面，
“ 在存留

109）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的裁与不裁的执行上，中央主管部门从自身的职守出发多置地方的利益于不顾，诚如在
钱粮蠲免上所持的态度那样”
（何平，1998：115）。第三，正式财政的特点是预算正式编

这种经制所限定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额度，并未完全为中央和地方各项事务的经常

额，分门别类，各有名目，专款专用。然而，地方官员面临的任务环境千变万化，殊难在

性用度提供充足的财力保证。事实上，中央和地方许多行政事务的经常性开支都被排

预算上逐项对应。最后，上级部门特别是朝廷时常任意下达和改变指令，地方官员因为

除在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之外。这些未列入财政支出的部分在实际开支中，只能谋

资源不足而难以适从，不得不通过突破正式预算、变动赋税以应对之。可以肯定地说，

求财政外的其他途径来解决。这种不能因事设费在制度上即存在支出缺口的财政，我

即使在信息、通讯、交通技术大大发展的今天，欲在诺大规模的国家实现完全财政的设

们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想也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有限尝试及其失败即是明证。
在这个意义上，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赋予地方政府据情附加赋税的合理性，提供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完全财政的状况是学术界的共识。
（王业键，2008；瞿

同祖，2003：40-57；黄仁宇，2001）不完全财政制度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

了各地因地制宜、地方性适应的调节机制，缓和了帝国一统体制的僵硬性，为国家治理
过程注入了多样性、地方性和灵活性。实际上，地方政府征收额外赋税的做法并非毫无

外财政及其追求预算外资源的努力合理化、正当化。既然中央政府不能提供下属政府

节制。王业键（2008：43）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封建社

的正常行政费用，那么就不得不允许或默许地方政府、下属官员另辟蹊径寻找财源以谋

会里，当然不乏地方州县官擅自做主决定实征税率的例子。但就清朝来说，决定实征税

生计和维持日常行政运转，以便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空缺。因此，各地官吏苛派杂税在很

率的主要形式有二：第一是当一个知县感到有必要提高实征税率，在做决定时他要与地

大程度上源于不完全财政的制度设置，即俸禄低微诱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

方乡绅和某些地方长者商议。此外，更谨慎些的知县会将商定的税率呈报省级衙门，希

外苛索；地方公费与军费供给不足的状况迫使地方官员向下攫取资源，特别是在税收过

望得到上级批准。第二是提高或降低税率由省级衙门决定，并须经朝廷批准。第一种

程中通过巧立名目以满足私利之欲、公费需要以及各种应变之措。皇帝作为最高权力

形式的做法起码在清朝初年便已存在；而到 19 世纪后半期，第二种形式的做法则变得十

执掌者对此心知肚明，对于这些非正式的资源动员手段（如火耗）或公开应允或默许不

分普遍了。”书吏与衙役在承担“包收”过程中趁机敲诈农民，中饱私囊的情况多有存在，

究。来自苛捐杂税和陋规陈习的银两并不是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通过各种渠道

但这种盘剥也受到了各种制约。
（王业键，2008：54-62）因此，
“清末的田赋管理远比一般

在官僚体制各个阶层间流动和再分配。
（杨国强，1997）
为什么中华帝国采用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现象已有不同解释。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皇权推行轻徭薄赋的国策，旨在约束地方官吏的规模和权力。
（Skin⁃
ner，1977）这一解释失之单薄。如上述研究所观察的，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约束官吏权

认为的要有条理和稳定得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清王朝直到最后的日子里，一直是
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住地方行政管理的财政秩序，并证实了我们在制度方面的分析：田赋
管理的不成文制度运行的合理有效”。
（王业键，2008：138）陈支平（1988：130-160）据清
代福建赋役的实例指出，地方官吏征收赋税的行为为当地民情和地方宗法制度所束缚；

力，反而强化了其向下攫取的冲动，并使之合理化。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实行的财

黄仁宇（2001）在讨论明朝税收财政制度时也有同样的观察。即使在并税式改革过程

政“原额主义”祖训束缚了帝国的应变能力，不得不默许地方官吏的陋规摊派等做法。

中，税额简化确定亦非易事，多有变通。例如，
“在清初赋役混乱的情况下，推行‘摊丁入

（岩井茂树，2004）然而，
“ 不完全财政”做法由来已久，在明朝已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安
排。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不完全财政所导致的问题如此之大，而且上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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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的做法？并税式改革的治理意义是什么？
（一）财政领域中的帝国治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不能废旧立新，以新的财政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呢？
在我看来，不完全财政集中反映了帝国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和相应对策，解读这一制

表面看来，并税式改革的起因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贪取赋税的行为，由此产生了

度安排为我们提供了追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首先，在帝国的大一统架构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不堪局面，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并税式改革举措。这一局面似乎与

中，疆土辽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特点对国家治理带来了几乎不可逾越的

中华帝国权力体制特别是财政集权制度设置相悖尤甚：这一集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

困境。以吏治制度安排为例：各地“冲繁疲难”情况每每不同，征收赋税难易不一，所需

政府一统财政收支予夺大权，各级政府没有自己的地方财政。但若仔细追究不难发现，

行政费用亦大相径庭；加之交通、通讯困难，技术手段有限，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编制完

正是这一集权体制导致了其无法解决的困难处境，即中央政府的财政安排不能满足其

全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高昂，实无可能。第二，官僚体制上下之间、机构之间的利益之

自身和地方财政所需，不得不迫使或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巧立名目方式来解决其官僚体

争也使得“预算不易编定”。例如，下级官吏或通过隐瞒实情以获殊利，或不切实际地大

制运行的基本所需（如行政费用、俸禄）。在讨论清朝赋税政策和制度时，何平（1998：

幅度降低编额以邀功请赏，如此情形屡见不鲜（梁方仲，2008：165）；另一方面，
“ 在存留

109）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的裁与不裁的执行上，中央主管部门从自身的职守出发多置地方的利益于不顾，诚如在
钱粮蠲免上所持的态度那样”
（何平，1998：115）。第三，正式财政的特点是预算正式编

这种经制所限定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额度，并未完全为中央和地方各项事务的经常

额，分门别类，各有名目，专款专用。然而，地方官员面临的任务环境千变万化，殊难在

性用度提供充足的财力保证。事实上，中央和地方许多行政事务的经常性开支都被排

预算上逐项对应。最后，上级部门特别是朝廷时常任意下达和改变指令，地方官员因为

除在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之外。这些未列入财政支出的部分在实际开支中，只能谋

资源不足而难以适从，不得不通过突破正式预算、变动赋税以应对之。可以肯定地说，

求财政外的其他途径来解决。这种不能因事设费在制度上即存在支出缺口的财政，我

即使在信息、通讯、交通技术大大发展的今天，欲在诺大规模的国家实现完全财政的设

们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想也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有限尝试及其失败即是明证。
在这个意义上，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赋予地方政府据情附加赋税的合理性，提供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完全财政的状况是学术界的共识。
（王业键，2008；瞿

同祖，2003：40-57；黄仁宇，2001）不完全财政制度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

了各地因地制宜、地方性适应的调节机制，缓和了帝国一统体制的僵硬性，为国家治理
过程注入了多样性、地方性和灵活性。实际上，地方政府征收额外赋税的做法并非毫无

外财政及其追求预算外资源的努力合理化、正当化。既然中央政府不能提供下属政府

节制。王业键（2008：43）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封建社

的正常行政费用，那么就不得不允许或默许地方政府、下属官员另辟蹊径寻找财源以谋

会里，当然不乏地方州县官擅自做主决定实征税率的例子。但就清朝来说，决定实征税

生计和维持日常行政运转，以便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空缺。因此，各地官吏苛派杂税在很

率的主要形式有二：第一是当一个知县感到有必要提高实征税率，在做决定时他要与地

大程度上源于不完全财政的制度设置，即俸禄低微诱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

方乡绅和某些地方长者商议。此外，更谨慎些的知县会将商定的税率呈报省级衙门，希

外苛索；地方公费与军费供给不足的状况迫使地方官员向下攫取资源，特别是在税收过

望得到上级批准。第二是提高或降低税率由省级衙门决定，并须经朝廷批准。第一种

程中通过巧立名目以满足私利之欲、公费需要以及各种应变之措。皇帝作为最高权力

形式的做法起码在清朝初年便已存在；而到 19 世纪后半期，第二种形式的做法则变得十

执掌者对此心知肚明，对于这些非正式的资源动员手段（如火耗）或公开应允或默许不

分普遍了。”书吏与衙役在承担“包收”过程中趁机敲诈农民，中饱私囊的情况多有存在，

究。来自苛捐杂税和陋规陈习的银两并不是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通过各种渠道

但这种盘剥也受到了各种制约。
（王业键，2008：54-62）因此，
“清末的田赋管理远比一般

在官僚体制各个阶层间流动和再分配。
（杨国强，1997）
为什么中华帝国采用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现象已有不同解释。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皇权推行轻徭薄赋的国策，旨在约束地方官吏的规模和权力。
（Skin⁃
ner，1977）这一解释失之单薄。如上述研究所观察的，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约束官吏权

认为的要有条理和稳定得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清王朝直到最后的日子里，一直是
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住地方行政管理的财政秩序，并证实了我们在制度方面的分析：田赋
管理的不成文制度运行的合理有效”。
（王业键，2008：138）陈支平（1988：130-160）据清
代福建赋役的实例指出，地方官吏征收赋税的行为为当地民情和地方宗法制度所束缚；

力，反而强化了其向下攫取的冲动，并使之合理化。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实行的财

黄仁宇（2001）在讨论明朝税收财政制度时也有同样的观察。即使在并税式改革过程

政“原额主义”祖训束缚了帝国的应变能力，不得不默许地方官吏的陋规摊派等做法。

中，税额简化确定亦非易事，多有变通。例如，
“在清初赋役混乱的情况下，推行‘摊丁入

（岩井茂树，2004）然而，
“ 不完全财政”做法由来已久，在明朝已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安
排。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不完全财政所导致的问题如此之大，而且上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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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丁银的足额，又不致引起逃丁，对稳定封建秩序也是有利的”。
（郭松义，1982：7）

难乞贷于别省。且细查存留各款，不及枚举，其万万不容已者，如经制之有俸薪以养廉

由此可见，地方派生杂税的做法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灵活性，是帝国制度安

也，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
（转引自陈锋，1997b：104）一条鞭法尚未在全国落实到

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当杂税派生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才对皇权产生威胁，成为

位，其问题已经暴露在外。
“地方官吏在征收四差银后，任意处理，以致干没，往往征后复

打压对象。与此相对的是，并税式改革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削弱和压缩地方政府的自主

征。遇到水旱灾情和兵饷等不时征发，便不断更加役银，
‘ 条鞭法下，仅十余年所，里甲

性和灵活性。中央政府通过并税式改革来自上而下地重新统规资源分配流动的渠道和

费业如嘉靖中年时’。四差银愈编愈多，倍增，或数倍于前，民户反受重累。这是一种结

方向，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上的相互关系。并税使得本来隐蔽的、非正式

果。还有一种结果是，官吏名为节省，请减条鞭银，结果不敷应用，
‘ 则私役里甲以济之

的资源调剂机制明朗化、简单化，以利于自上而下的规整和重新调配。因此，并税式改

者，昔止一里甲之累，而今两累之，大家为掩耳盗铃之计，其害更甚于加赋’。”
（袁良义，

革导致两个同时发生的趋势：其一，资源向上聚敛的趋向大大增加；其二，各级政府针对

1995：10）可见，并税式改革之意不在改变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也不能真正解决帝国

不时急需来灵活调动资源的能力大大减弱，正如陈锋（1997b：104）所言：
“裁减存留为起

治理的困境。

运，亦即变地方财政为中央财政，构成清廷应急军需，度过中央财政困厄关口的重要手

但并税式改革（暂时地）重新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关

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存留钱粮作为地方财政的标志，事实上维持着地方的

系，强化了中央集权。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一条鞭法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转

行政、社会功能，难以或缺，裁减存留之后，势必生成弊端。”虽然并税式改革短时期内可

变，陈支平（1988：98-99）对这个变化的意义解释得最为透彻：
“大体上讲来，这差役转化

以抑制地方政府官员的苛捐杂税，缓和民生，但这些措施导致资源的向上流动、明朗化、

成白银之前，力差比较适应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兴作支应。对于中央政府，其经济利益不

条框化，极大限制了各级政府相机调动资源的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了各级政府因地制宜

是太大。到了明代中叶，……力差逐渐为银差所代替，而嘉、万时期一条鞭法的施行，加

的地方性应变能力。久而久之，各地矛盾累积，险象环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巧立名

速了这一转化的过程……因为一条鞭法的原则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相

目，开启新税费，以应对不时急需，于是苛捐杂税复而重生。

当一部分差役实际已经变成了田赋，即所谓‘均徭、里甲与两税合一’，这种田赋化和白

简言之，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在财政资源

银化了的差役，自然随着田赋的存留起运制度而被运往中央财政所有。因此，自明代后

划分上讨价还价的过程，折现出中华帝国针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的

期的裁扣工食银发展到清初实行大幅度地裁扣地方存留银，实际上就是封建中央政府

治理逻辑。下面，我们从历史上几个大的并税式改革事件来进一步阐述上述命题。

力图把白银化了的差役控制到中央所有……”这种并税式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在清朝状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改革

况亦复如是，
“通过清代所显示的增税规律，我们还看到朝廷、地方官府和下层百姓主要

明朝没有地方财政，所有税收归中央政府征取和调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集中

是农民三方的关系。一方面朝廷需不时地通过规范税制来抑制地方官府的无度苛派，

反映在起运与存留部分。地方完成税收之后，一部分起运至京或指定地点，而另一部分

可一旦收权，便很难再把业经归入府库的税银返还于下，这就造成地方官府兴办公务的

则存留在当地，按照中央指定的项目、对象和意图加以使用。
“地方正项存留钱粮中，几

难度，何况官员们也愿意借再摊派上下其手，使额外摊派总无止息”。
（郭松义，2008）

乎不包含地方政府的行政事业费”，因此地方政府费用只能取自于各种名目的徭役和派

（三）清朝的“火耗归公”改革

办（何朝晖，2006），杂税派生因此蔓延。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旨在将各种赋税编制在

不完全财政制度和并税式改革的特点与弊病在清朝雍正王朝前后的“火耗归公”改

一起，简化名目种类，以利赋税征收之便。依梁方仲先生（2008）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

革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史学界已多有研究讨论。火耗或耗羡作为正税外的附加税

（初稿）》，一条鞭法自嘉靖十年（1531 年）起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 年）左右大致完成，历

以供地方官吏之用，在唐朝即已出现。及至明清，火耗收入成为地方官吏维系生存的基

时三代皇帝大半个世纪，由南及北，一地一县，逐点成片。

本来源，是不完全财政的必然结果。曾小萍（2005［1984］）的研究表明，早在雍正年间之

史学界对一条鞭法改革多有研究，对其利弊评价众说纷纭。一个基本事实是，一条

前，火耗即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地方官员俸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火耗并

鞭法通过并税、白银兑换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攫取能力，加重了向上集权的趋向，同

不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流动和再分配，成为不完全财政空缺的

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例如，
“万历中行条鞭法，三征（田、丁、差）遂并为一，且

重要补充来源。有趣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待“火耗”的不同态度、做法恰到

额外多名色尽编正赋，一时便之，派之至今。然条鞭既属正供，一遇度外事故，不得不额

好处地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不同侧面及其相应后果。

外羡取，条鞭未行不过取之额外而已，只是则额外之后又额外焉”。
（见康熙《堂邑县志》，
转引自陈支平，1988：111）这一状况直至清朝仍余波未尽。顺治年间，户部尚书车克指
出：
“起运以供军旅之需，即有不给，尚可拨济于他藩，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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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丁银的足额，又不致引起逃丁，对稳定封建秩序也是有利的”。
（郭松义，1982：7）

难乞贷于别省。且细查存留各款，不及枚举，其万万不容已者，如经制之有俸薪以养廉

由此可见，地方派生杂税的做法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灵活性，是帝国制度安

也，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
（转引自陈锋，1997b：104）一条鞭法尚未在全国落实到

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当杂税派生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才对皇权产生威胁，成为

位，其问题已经暴露在外。
“地方官吏在征收四差银后，任意处理，以致干没，往往征后复

打压对象。与此相对的是，并税式改革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削弱和压缩地方政府的自主

征。遇到水旱灾情和兵饷等不时征发，便不断更加役银，
‘ 条鞭法下，仅十余年所，里甲

性和灵活性。中央政府通过并税式改革来自上而下地重新统规资源分配流动的渠道和

费业如嘉靖中年时’。四差银愈编愈多，倍增，或数倍于前，民户反受重累。这是一种结

方向，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上的相互关系。并税使得本来隐蔽的、非正式

果。还有一种结果是，官吏名为节省，请减条鞭银，结果不敷应用，
‘ 则私役里甲以济之

的资源调剂机制明朗化、简单化，以利于自上而下的规整和重新调配。因此，并税式改

者，昔止一里甲之累，而今两累之，大家为掩耳盗铃之计，其害更甚于加赋’。”
（袁良义，

革导致两个同时发生的趋势：其一，资源向上聚敛的趋向大大增加；其二，各级政府针对

1995：10）可见，并税式改革之意不在改变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也不能真正解决帝国

不时急需来灵活调动资源的能力大大减弱，正如陈锋（1997b：104）所言：
“裁减存留为起

治理的困境。

运，亦即变地方财政为中央财政，构成清廷应急军需，度过中央财政困厄关口的重要手

但并税式改革（暂时地）重新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关

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存留钱粮作为地方财政的标志，事实上维持着地方的

系，强化了中央集权。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一条鞭法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转

行政、社会功能，难以或缺，裁减存留之后，势必生成弊端。”虽然并税式改革短时期内可

变，陈支平（1988：98-99）对这个变化的意义解释得最为透彻：
“大体上讲来，这差役转化

以抑制地方政府官员的苛捐杂税，缓和民生，但这些措施导致资源的向上流动、明朗化、

成白银之前，力差比较适应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兴作支应。对于中央政府，其经济利益不

条框化，极大限制了各级政府相机调动资源的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了各级政府因地制宜

是太大。到了明代中叶，……力差逐渐为银差所代替，而嘉、万时期一条鞭法的施行，加

的地方性应变能力。久而久之，各地矛盾累积，险象环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巧立名

速了这一转化的过程……因为一条鞭法的原则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相

目，开启新税费，以应对不时急需，于是苛捐杂税复而重生。

当一部分差役实际已经变成了田赋，即所谓‘均徭、里甲与两税合一’，这种田赋化和白

简言之，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在财政资源

银化了的差役，自然随着田赋的存留起运制度而被运往中央财政所有。因此，自明代后

划分上讨价还价的过程，折现出中华帝国针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的

期的裁扣工食银发展到清初实行大幅度地裁扣地方存留银，实际上就是封建中央政府

治理逻辑。下面，我们从历史上几个大的并税式改革事件来进一步阐述上述命题。

力图把白银化了的差役控制到中央所有……”这种并税式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在清朝状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改革

况亦复如是，
“通过清代所显示的增税规律，我们还看到朝廷、地方官府和下层百姓主要

明朝没有地方财政，所有税收归中央政府征取和调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集中

是农民三方的关系。一方面朝廷需不时地通过规范税制来抑制地方官府的无度苛派，

反映在起运与存留部分。地方完成税收之后，一部分起运至京或指定地点，而另一部分

可一旦收权，便很难再把业经归入府库的税银返还于下，这就造成地方官府兴办公务的

则存留在当地，按照中央指定的项目、对象和意图加以使用。
“地方正项存留钱粮中，几

难度，何况官员们也愿意借再摊派上下其手，使额外摊派总无止息”。
（郭松义，2008）

乎不包含地方政府的行政事业费”，因此地方政府费用只能取自于各种名目的徭役和派

（三）清朝的“火耗归公”改革

办（何朝晖，2006），杂税派生因此蔓延。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旨在将各种赋税编制在

不完全财政制度和并税式改革的特点与弊病在清朝雍正王朝前后的“火耗归公”改

一起，简化名目种类，以利赋税征收之便。依梁方仲先生（2008）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

革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史学界已多有研究讨论。火耗或耗羡作为正税外的附加税

（初稿）》，一条鞭法自嘉靖十年（1531 年）起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 年）左右大致完成，历

以供地方官吏之用，在唐朝即已出现。及至明清，火耗收入成为地方官吏维系生存的基

时三代皇帝大半个世纪，由南及北，一地一县，逐点成片。

本来源，是不完全财政的必然结果。曾小萍（2005［1984］）的研究表明，早在雍正年间之

史学界对一条鞭法改革多有研究，对其利弊评价众说纷纭。一个基本事实是，一条

前，火耗即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地方官员俸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火耗并

鞭法通过并税、白银兑换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攫取能力，加重了向上集权的趋向，同

不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流动和再分配，成为不完全财政空缺的

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例如，
“万历中行条鞭法，三征（田、丁、差）遂并为一，且

重要补充来源。有趣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待“火耗”的不同态度、做法恰到

额外多名色尽编正赋，一时便之，派之至今。然条鞭既属正供，一遇度外事故，不得不额

好处地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不同侧面及其相应后果。

外羡取，条鞭未行不过取之额外而已，只是则额外之后又额外焉”。
（见康熙《堂邑县志》，
转引自陈支平，1988：111）这一状况直至清朝仍余波未尽。顺治年间，户部尚书车克指
出：
“起运以供军旅之需，即有不给，尚可拨济于他藩，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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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而不见”——康熙朝代的“非正式”运作
火耗作为不完全财政空缺的补充机制由来已久，清沿明制，持续未变。火耗作为附
加税从未得到皇权的正式认可，也没有纳入正税，而是一直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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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自行做主决定，其收入亦为地方化，为地方官吏行政提供补充。康熙六十一年

赔垫，上司赔则取偿于属员，而馈送之路开；属员赔则取偿于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敛

（1722 年），陕西督抚因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

之端起。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
（转引自何平，

用。康熙皇帝谕旨：
“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

1998：134）
“这样一来，官员们将养廉银作为个人收入全数装入私囊，地方公费又至虚

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

悬。雍正让各省督抚‘自行度量’的耗羡征用，这时在中央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地方失

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孟森，2010：202）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表态一方面是因为不愿

去了任何灵活性，又把目光转向加派，形成耗外之耗。”
（何平，1998：134）也就是说，起初

承担加税恶名，但也体现了其以“默许”的态度对待火耗收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

的做法是征收各种税费以应对各类情况，但税种合并取消了针对这些情况的具体应对

些做法“原是私事”，只能以非正式方式隐蔽行事。在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下，这一非

举措。一旦各类情况出现，由于官僚体制分割而治，无相应税种加以应付，那么只得另

正式机制使得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向下攫取资源以维持基本职能，即通过调节不同火耗

取新税。经过了乾隆朝代的繁琐上报审批制度和最终的收缴政策，火耗归公改革也随

征收来因地制宜地动员资源。因此，火耗作为附加税／地方税，成为不完全财政的重要

之夭折。

机制，提供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

从地方性资源的非正式运作（康熙朝代），到资源明朗化、正式化但地方化（雍正朝

2. 明晰正式化——雍正朝代的“火耗归公”改革

代），再到经正式渠道向上聚敛（乾隆朝代）这一逐段连接的过程，火耗归公改革使得地

火耗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来源通过基层官吏以非正式方式征收。这一做法使得

方性资源逐渐明朗化、正式化、集中化，为自上而下的资源聚敛提供了便利条件，重蹈了

火耗资源地方化、灵活化，但也为地方财政平添诸多不确定性。雍正皇帝锐意改革，试

并税式改革夭折的覆辙。尽管火耗归公改革的起因和目标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不尽相

图将火耗收入合理化、正式化，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正式部分，用以养廉银、公务费用

同，但其发展过程和结果与后者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等，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雍正坚持将这部分税收保留在地方政府，以
不影响其灵活性；为此特意将耗羡与钱粮正项相区别，强调将火耗所得资金作为地方政

（四）人民共和国 90 年代的税费改革

不完全财政与并税式改革及其所反映的帝国治理逻辑延续至当代中国。我们从 20

府的额外资金来灵活使用。③由此可见，雍正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火耗与正项合二为一，

世纪 90 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可见一斑。关于这一时期的税费改革前后的情况已有许多研

就为向上聚敛提供了便利。雍正也不主张制定统一明确的火耗分数：
“尔等请将火耗酌

究。在这里，我借用田毅、赵旭（2008）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

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以足养廉，若行之

秘”财政史》
（以下简称“《他乡之税》”
）的个案研究进行讨论。一个北方小镇 1976 年～

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
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
致有增无减。”
（孟森，2010：204）

2006 年间的财政史显露了国家治理逻辑的地方性实践及其历史相似性。

《他乡之税》描绘了基层政府行为与国家政策互动的微观过程，从中折射出宏观层
次上的国家治理逻辑。基层政府（镇政府）在税收领域甚至在所有领域中的工作部署、

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改革，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在随后年间政府

人员安排和种种行为都与自上而下的任务压力特别是税收任务密切相关。例如，1990

不良行为大幅度减少。诸位大臣如此评价：
“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

年前后大办乡镇企业的政策推动镇政府层层分解指标，推动引资建厂，并与干部的奖励

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

机制挂钩。随着政府各个项目和费用的增加，向农民征收税费在 1990 年后快速增长。

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
以垂诸久远。”
（孟森，2010：207）曾小萍（2005［1984］）称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为中华帝
国官僚体制走向理性化的重要努力。
3. 向上聚敛——乾隆朝代的改革夭折

1992 年的全镇农业税是 1986 年的两倍。
（田毅、赵旭，2008：83）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实
行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工业税比 1993 年增长 30%，一

些镇党委书记因未能完成任务而被免职，个别乡镇开始出现贷款赋税的做法。镇干部
工资根据年终考核（主要为财政收入考核）后浮动发放。1995 年，县政府要求进一步提

然而，火耗资金的正式化、明晰化为自上而下攫取和控制提供了便利。在乾隆朝

高乡镇财政自给率；1996 年，县政府要求全部乡镇实现财政自给，对乡镇实施“核定收

代，随着皇帝改弦易辙，对火耗资金的自上而下控制越来越细密。乾隆五年（1740 年）按

支、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超收全留、短收或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体制，导致了乡镇农

照谕旨，户部直接干预耗羡收支，在管理上把耗羡视为正项。乾隆十年孙嘉淦论及：
“夫

业等税的大幅度提高，乡镇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 1994 的 35%一跃上升

督抚之办地方公事，原有后不可以为例而一时不能不然、报部不准开销而情事必不容已

为 1996 年的 79%。以后几年中，
“乡干（部）变税干（部）”渐成常态，买税行为普遍，乡村

者，赖有此项银两（指火耗归公——引者注）通融接济，则官不赔而其累不及于民。近随

财务关系日益复杂。

同地丁钱粮报销，则与正供不复能有差别，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销者，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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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税费改革开始，集体债务攀升。
“辽宁营口市地税局的一位分局长说：
‘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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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自行做主决定，其收入亦为地方化，为地方官吏行政提供补充。康熙六十一年

赔垫，上司赔则取偿于属员，而馈送之路开；属员赔则取偿于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敛

（1722 年），陕西督抚因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

之端起。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
（转引自何平，

用。康熙皇帝谕旨：
“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

1998：134）
“这样一来，官员们将养廉银作为个人收入全数装入私囊，地方公费又至虚

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

悬。雍正让各省督抚‘自行度量’的耗羡征用，这时在中央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地方失

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孟森，2010：202）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表态一方面是因为不愿

去了任何灵活性，又把目光转向加派，形成耗外之耗。”
（何平，1998：134）也就是说，起初

承担加税恶名，但也体现了其以“默许”的态度对待火耗收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

的做法是征收各种税费以应对各类情况，但税种合并取消了针对这些情况的具体应对

些做法“原是私事”，只能以非正式方式隐蔽行事。在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下，这一非

举措。一旦各类情况出现，由于官僚体制分割而治，无相应税种加以应付，那么只得另

正式机制使得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向下攫取资源以维持基本职能，即通过调节不同火耗

取新税。经过了乾隆朝代的繁琐上报审批制度和最终的收缴政策，火耗归公改革也随

征收来因地制宜地动员资源。因此，火耗作为附加税／地方税，成为不完全财政的重要

之夭折。

机制，提供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

从地方性资源的非正式运作（康熙朝代），到资源明朗化、正式化但地方化（雍正朝

2. 明晰正式化——雍正朝代的“火耗归公”改革

代），再到经正式渠道向上聚敛（乾隆朝代）这一逐段连接的过程，火耗归公改革使得地

火耗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来源通过基层官吏以非正式方式征收。这一做法使得

方性资源逐渐明朗化、正式化、集中化，为自上而下的资源聚敛提供了便利条件，重蹈了

火耗资源地方化、灵活化，但也为地方财政平添诸多不确定性。雍正皇帝锐意改革，试

并税式改革夭折的覆辙。尽管火耗归公改革的起因和目标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不尽相

图将火耗收入合理化、正式化，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正式部分，用以养廉银、公务费用

同，但其发展过程和结果与后者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等，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雍正坚持将这部分税收保留在地方政府，以
不影响其灵活性；为此特意将耗羡与钱粮正项相区别，强调将火耗所得资金作为地方政

（四）人民共和国 90 年代的税费改革

不完全财政与并税式改革及其所反映的帝国治理逻辑延续至当代中国。我们从 20

府的额外资金来灵活使用。③由此可见，雍正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火耗与正项合二为一，

世纪 90 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可见一斑。关于这一时期的税费改革前后的情况已有许多研

就为向上聚敛提供了便利。雍正也不主张制定统一明确的火耗分数：
“尔等请将火耗酌

究。在这里，我借用田毅、赵旭（2008）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

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以足养廉，若行之

秘”财政史》
（以下简称“《他乡之税》”
）的个案研究进行讨论。一个北方小镇 1976 年～

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
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
致有增无减。”
（孟森，2010：204）

2006 年间的财政史显露了国家治理逻辑的地方性实践及其历史相似性。

《他乡之税》描绘了基层政府行为与国家政策互动的微观过程，从中折射出宏观层
次上的国家治理逻辑。基层政府（镇政府）在税收领域甚至在所有领域中的工作部署、

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改革，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在随后年间政府

人员安排和种种行为都与自上而下的任务压力特别是税收任务密切相关。例如，1990

不良行为大幅度减少。诸位大臣如此评价：
“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

年前后大办乡镇企业的政策推动镇政府层层分解指标，推动引资建厂，并与干部的奖励

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

机制挂钩。随着政府各个项目和费用的增加，向农民征收税费在 1990 年后快速增长。

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
以垂诸久远。”
（孟森，2010：207）曾小萍（2005［1984］）称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为中华帝
国官僚体制走向理性化的重要努力。
3. 向上聚敛——乾隆朝代的改革夭折

1992 年的全镇农业税是 1986 年的两倍。
（田毅、赵旭，2008：83）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实
行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工业税比 1993 年增长 30%，一

些镇党委书记因未能完成任务而被免职，个别乡镇开始出现贷款赋税的做法。镇干部
工资根据年终考核（主要为财政收入考核）后浮动发放。1995 年，县政府要求进一步提

然而，火耗资金的正式化、明晰化为自上而下攫取和控制提供了便利。在乾隆朝

高乡镇财政自给率；1996 年，县政府要求全部乡镇实现财政自给，对乡镇实施“核定收

代，随着皇帝改弦易辙，对火耗资金的自上而下控制越来越细密。乾隆五年（1740 年）按

支、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超收全留、短收或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体制，导致了乡镇农

照谕旨，户部直接干预耗羡收支，在管理上把耗羡视为正项。乾隆十年孙嘉淦论及：
“夫

业等税的大幅度提高，乡镇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 1994 的 35%一跃上升

督抚之办地方公事，原有后不可以为例而一时不能不然、报部不准开销而情事必不容已

为 1996 年的 79%。以后几年中，
“乡干（部）变税干（部）”渐成常态，买税行为普遍，乡村

者，赖有此项银两（指火耗归公——引者注）通融接济，则官不赔而其累不及于民。近随

财务关系日益复杂。

同地丁钱粮报销，则与正供不复能有差别，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销者，必须
□
116

2000 年税费改革开始，集体债务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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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前，地方政府往往只重视本地的产值、利润指标，很少过问税收计划。分税制后，财政

分门别类，标明用途。官僚体制通过条块行政边界将一个领域切割成各个条框式结构，

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税收的多少直接影响当地财政的支付能力和上级税收返还比例，

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的机会受到限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应对特殊

各级政府，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县、乡镇政府，对税收的态度由漠不关心变为直接

情况的灵活性也大大被束缚。来自四面八方的任务压力及其应对策略要求地方官员有

参与或干预’。”
（田毅、赵旭，2008：123）在这种压力下，各级政府、干部拉税、买税、垫税

着动员资源、使用资源的机动能力，而这一能力随着并税式改革大大削弱了。第三，并

的行为普遍存在，如“河北一乡 48 村中就有 36 个都曾利用‘借贷’方式垫交税款，少则几
万，多则几十万元，村民反映强烈。安徽一县 18 个乡镇中有 14 个存在垫税情况，一乡

1999 年垫税 261 万元，占其预算收入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垫农业税……有估算说，四川乡

村级干部借款垫支缴税费和政府支出大约占到乡村负债的 30%—50%”
（田毅、赵旭，
2008：166-167）。

税式改革通过简化合并税种如白银化，使得原来隐蔽的、非正式的资源变得明朗化、正
式化，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攫取和调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并税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调
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机制，特别是自上而下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
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关系间的调节来解决缓和帝国治理的困
难。并税式改革趋于正式制度化，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但这一做法压缩了地方政府通

2000 年的税费改革在这个乡镇是如何体现的呢？
“费改税的核心在于针对费多且许

过非正式行为获取资源的空间，弱化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诱使其通过巧立名目重新复活

多地方费大于税的情况，并费入税，减轻农民负担”
（田毅、赵旭，2008：217），一系列的措

各类杂税，于是“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我们从

施也的确明显降低了农民负担。但是，乡镇收支情况仍然困难重重。
“现在，乡镇政府必

火耗归公的经历可以一目了然：火耗归公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但其实际意

须支出的‘死钱’越来越多，机动职能和资金减少。”
“税费改革中，中央文件中对教育的

义却是在经过了正式化、明晰化后使得自上而下的攫取能力大大增强，最终剥夺地方灵

说法是取消的乡统筹、义务教育集资、计划生育等经费那部分支出应‘由各级政府通过

活性。由此可见，并税式改革的历史过程透露着帝国治理逻辑。

财政预算安排’，不过很多县都选择了把这个责任‘巧妙’地放在乡级预算。”
（田毅、赵
旭，2008：220）简言之，90 年代末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重新划分资源流

三、超越“黄宗羲定律”：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三个关系

动调配权限。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征收税费的任
务压力，另一方面是基本生活和办公经费不足的窘迫情景，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则是强化
向下攫取的力度。
（周雪光，2005）这些情形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遭遇不无相似之处。

黄宗羲定律现象折射出中华帝国所面临的治理困难、挑战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系
列制度安排和应对举措，昭示着其背后稳定存在的帝国治理逻辑。在这一节，我们重新

《他乡之税》一书所描述的情况在官方的调研报告中也得到了印证。国务院发展研

审视、解读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简而言之，我用以下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

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陈锡文，2003）指出，农村税费大幅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

理”、
“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来提炼、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些关系和概

自上而下的资源攫取，特别体现在分税制后税收向上集中，迫使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两

念在文献中均已出现，笔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多有讨论。本文新的贡献是，进一步发掘、

级政府通过向下攫取来完成税收任务和维持日常工作运行的经费和收入。以湖北省襄

厘清这些关系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其放进中国大历史背

阳县为例，从 1994 年到 2000 年，该县的“净上解”金额从 1524.1 万元增加到 4936.2 万元，

景之中加以认识。

为 7 年前的 324%。
（陈锡文，2003：211）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基层政府不得不

（一）委托与代理：帝国治理的困难与挑战

采用各种手段来编制虚假预算平衡，而且通过加大向农民攫取资源的手段来缓和税收

“委托与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关系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及

任务的压力。不难看出，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塑造了乡镇政府的行为；税费改革并没有

其面临的困难。在广义上，委托—代理描述了市场双方或合约双方间即委托方与代理

解决不完全财政的问题，基层政府面临着新的财政压力，因此诱发了相应的行为和

方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体现为双方在所有权基础上建立的权威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委

问题。

托方有着所有权或最终决策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将某些控制权下放或转让给代理方行

（五）重新认识并税式改革

使。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有着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狭义上，在

毋庸置疑，并税式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内容和演变。以上讨论特意强调了它

社会科学特别是组织学文献中，委托—代理是一对重要分析概念（Jensen & Meckling，

们之间的共性以及其隐含的治理逻辑。首先，并税式改革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做法视为

1976），强调了组织中上下级之间或一般意义上合同双边关系中的特有属性。在委托—

一体，将名目繁多的税种归并简化。这一改革举措的出发点良好，旨在简化税种和过

代理模型中，双方间的权威关系受到信息不对称性、不同利益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困扰，

程，降低苛捐杂税、约束地方官吏行为，于官于民均有裨益，也的确在短时间内简化了税

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安排加以协调应对。例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收过程和赋税压力。第二，并税式改革意味着，不同类别的税种经合并后明确正式化，

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通常是代理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来追逐私有目标；因此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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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前，地方政府往往只重视本地的产值、利润指标，很少过问税收计划。分税制后，财政

分门别类，标明用途。官僚体制通过条块行政边界将一个领域切割成各个条框式结构，

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税收的多少直接影响当地财政的支付能力和上级税收返还比例，

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的机会受到限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应对特殊

各级政府，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县、乡镇政府，对税收的态度由漠不关心变为直接

情况的灵活性也大大被束缚。来自四面八方的任务压力及其应对策略要求地方官员有

参与或干预’。”
（田毅、赵旭，2008：123）在这种压力下，各级政府、干部拉税、买税、垫税

着动员资源、使用资源的机动能力，而这一能力随着并税式改革大大削弱了。第三，并

的行为普遍存在，如“河北一乡 48 村中就有 36 个都曾利用‘借贷’方式垫交税款，少则几
万，多则几十万元，村民反映强烈。安徽一县 18 个乡镇中有 14 个存在垫税情况，一乡

1999 年垫税 261 万元，占其预算收入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垫农业税……有估算说，四川乡

村级干部借款垫支缴税费和政府支出大约占到乡村负债的 30%—50%”
（田毅、赵旭，
2008：166-167）。

税式改革通过简化合并税种如白银化，使得原来隐蔽的、非正式的资源变得明朗化、正
式化，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攫取和调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并税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调
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机制，特别是自上而下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
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关系间的调节来解决缓和帝国治理的困
难。并税式改革趋于正式制度化，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但这一做法压缩了地方政府通

2000 年的税费改革在这个乡镇是如何体现的呢？
“费改税的核心在于针对费多且许

过非正式行为获取资源的空间，弱化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诱使其通过巧立名目重新复活

多地方费大于税的情况，并费入税，减轻农民负担”
（田毅、赵旭，2008：217），一系列的措

各类杂税，于是“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我们从

施也的确明显降低了农民负担。但是，乡镇收支情况仍然困难重重。
“现在，乡镇政府必

火耗归公的经历可以一目了然：火耗归公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但其实际意

须支出的‘死钱’越来越多，机动职能和资金减少。”
“税费改革中，中央文件中对教育的

义却是在经过了正式化、明晰化后使得自上而下的攫取能力大大增强，最终剥夺地方灵

说法是取消的乡统筹、义务教育集资、计划生育等经费那部分支出应‘由各级政府通过

活性。由此可见，并税式改革的历史过程透露着帝国治理逻辑。

财政预算安排’，不过很多县都选择了把这个责任‘巧妙’地放在乡级预算。”
（田毅、赵
旭，2008：220）简言之，90 年代末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重新划分资源流

三、超越“黄宗羲定律”：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三个关系

动调配权限。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征收税费的任
务压力，另一方面是基本生活和办公经费不足的窘迫情景，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则是强化
向下攫取的力度。
（周雪光，2005）这些情形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遭遇不无相似之处。

黄宗羲定律现象折射出中华帝国所面临的治理困难、挑战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系
列制度安排和应对举措，昭示着其背后稳定存在的帝国治理逻辑。在这一节，我们重新

《他乡之税》一书所描述的情况在官方的调研报告中也得到了印证。国务院发展研

审视、解读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简而言之，我用以下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

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陈锡文，2003）指出，农村税费大幅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

理”、
“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来提炼、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些关系和概

自上而下的资源攫取，特别体现在分税制后税收向上集中，迫使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两

念在文献中均已出现，笔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多有讨论。本文新的贡献是，进一步发掘、

级政府通过向下攫取来完成税收任务和维持日常工作运行的经费和收入。以湖北省襄

厘清这些关系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其放进中国大历史背

阳县为例，从 1994 年到 2000 年，该县的“净上解”金额从 1524.1 万元增加到 4936.2 万元，

景之中加以认识。

为 7 年前的 324%。
（陈锡文，2003：211）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基层政府不得不

（一）委托与代理：帝国治理的困难与挑战

采用各种手段来编制虚假预算平衡，而且通过加大向农民攫取资源的手段来缓和税收

“委托与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关系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及

任务的压力。不难看出，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塑造了乡镇政府的行为；税费改革并没有

其面临的困难。在广义上，委托—代理描述了市场双方或合约双方间即委托方与代理

解决不完全财政的问题，基层政府面临着新的财政压力，因此诱发了相应的行为和

方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体现为双方在所有权基础上建立的权威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委

问题。

托方有着所有权或最终决策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将某些控制权下放或转让给代理方行

（五）重新认识并税式改革

使。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有着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狭义上，在

毋庸置疑，并税式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内容和演变。以上讨论特意强调了它

社会科学特别是组织学文献中，委托—代理是一对重要分析概念（Jensen & Meckling，

们之间的共性以及其隐含的治理逻辑。首先，并税式改革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做法视为

1976），强调了组织中上下级之间或一般意义上合同双边关系中的特有属性。在委托—

一体，将名目繁多的税种归并简化。这一改革举措的出发点良好，旨在简化税种和过

代理模型中，双方间的权威关系受到信息不对称性、不同利益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困扰，

程，降低苛捐杂税、约束地方官吏行为，于官于民均有裨益，也的确在短时间内简化了税

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安排加以协调应对。例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收过程和赋税压力。第二，并税式改革意味着，不同类别的税种经合并后明确正式化，

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通常是代理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来追逐私有目标；因此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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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不得不采用相应的激励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
（Milgrom & Roberts，
1992；Miller，2005）再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特殊性投资（asset-specific investment）特点

他领域中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吴稼祥，2013）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委托—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隐含关系凸显了帝国基本组织架构，这正是我们认识

可能导致代理方激励不足，从而影响了不同的所有权（或剩余控制权）安排。
（Hart，

帝国治理逻辑的起点。不难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在一个微妙脆弱的平衡点之上：

1995；Tirole，1994）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凸显了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基础，

不完全财政虽然有利于地方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僚体制的治理成本，但倘若

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相应的一系列治理挑战，其中的信息、权威问题成为理解认识正式组

这一灵活口子过大，地方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就会产生离心效应，对中央集权产生威

织制度安排的核心所在。

胁；其巧立名目、滥收税费的冲动也会引起民众抵制、反抗，削弱帝国统治基础。反之，

官僚体制是中华帝国统治的组织基础，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集中反映了国

当中央政府强化正式制度，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其有效统治的能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家治理的基本矛盾，
“ 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

导致矛盾积累。如何调节、维系中央集权与地方有效治理间的微妙平衡成为帝国治理

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

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理举措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正式制度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

之外寻找其他的治理机制。

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周雪光，2011：67）。在中华帝国的大历史背景

（二）正式与非正式：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

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帝国的辽阔疆域、多元民族构成、不同区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组

我以为，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所在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整平衡，以应对

织上的千差万别，使得官僚组织内的委托—代理关系面临超乎寻常的挑战：第一，帝国

上述帝国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严重挑战。在这里，
“正式与非正式”是指皇权

的规模导致了漫长的行政链条，使得委托—代理的困难——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与地方官吏之间关系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别。我使用“非正式制度”

急剧上升。信息不对称性加剧了上下级间特别是皇权对官僚体制的深深猜疑和戒备，

这一概念来概括政府研究文献中所说的“非正式权力”、
“非正式关系”、
“非正式行为”等

由此衍生出权力集中和重重节制等各种机制，以防后者偏离、失控。这些制度安排加剧

描述，其特征体现在这些权力和行为稳定存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游离于正式组织制度

了信息与权力分离，决策与执行分离，上下级间控制与反控制诸方面的组织行为特点，

之外。正式等级制度是众多官僚体制的共性，屡见于其他帝国或国家组织形态，而非正

导致了昂贵的治理成本。第二，各个区域的多元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差异难免与官

式制度的普遍弥漫和顽强坚韧则是中华帝国治理过程的突出特点。换言之，中华帝国

僚制的标准化管理方式产生紧张，使得帝国身处一统性与灵活性的张力中，不得不在集

的治理核心不仅仅是庞大的官僚结构中的正式权威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胥吏

权和放权的两难间不断摇摆。

在各个层级上的非正式行为及其相应的非正式（却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间

这一基本矛盾及其治理困境在赋税和财政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完全财政正

（委托—代理）关系在学术界已有大量讨论，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也早已为公共舆

是针对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困难所衍生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即帝国无法实现有效的

论界和学术界所关注④。两者均非本文所首创，但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置于国家治理逻

中央集权控制，不得不通过不完全财政制度来允许地方政府有灵活运作的空间。陈支

辑的核心地位，这是本文的中心命题。

平（1988：114-115）指出：
“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税收政策，是以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解读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所

为直接征收对象的，而不似西欧封建社会那样由诸侯庄园主附庸进贡的方式来支持皇

在。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安排之上。在帝国的辽阔疆域中，统一

室。然而，中国的中央集权者们，并不能从个体生产者那里取得赋税，于是，一个庞大的

与分离充满张力，稍有不慎则可能分崩离析，王位倾塌，大权尽失。中华帝国的正式制

官僚阶层，便成了沟通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和个体生产者之间赋税转移所必不可少的中

度以皇权为中心，体现在一整套威仪天下的象征性符号和“号令自中央出”的权威结构

间环节。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徭役系统，实际是由三个层次所构成，即中央政府

上。正式制度有着稳定性、可预测性，对于帝国生存延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大一统

皇帝——官僚阶层——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或平民百姓），个体生产者把赋税徭役上

制度对帝国治理亦有着极大威胁，因为一统体制的意志和指令在信息传递和政策实施

纳给官僚阶层，而由官僚阶层转达于国家中央政府和皇帝。”如此，赋税制度将国家、官

上有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也无法适应各地各领域和不同时间点的具体情况；若一意孤

僚、民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行政链条上，国家意志与各官僚层级间

行，则可能引起各地大面积的反弹和抵制，从而瓦解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因信息、利益不同而引起交易成本昂贵，以致正式官僚体制不堪重负，只能引入其他治

因此，在中国国家演变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

理机制来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税收财政领域，一方面是中央的高度集权，没有地方

其中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周黎安（2008）提出的“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发包制是中国

财政的正式空间；另一方面，不完全财政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灵活调节税收

官僚体制上下分治的一个稳定形式。在这一制度安排中，官僚体制逐级将区域性治理

行为，从而给予地方政府相当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和空间。这一制度安排与帝国在其

的各项任务（如税收、就业、治安、教化）以“发包制”形式逐级发放给下一层次的官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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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不得不采用相应的激励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
（Milgrom & Roberts，
1992；Miller，2005）再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特殊性投资（asset-specific investment）特点

他领域中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吴稼祥，2013）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委托—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隐含关系凸显了帝国基本组织架构，这正是我们认识

可能导致代理方激励不足，从而影响了不同的所有权（或剩余控制权）安排。
（Hart，

帝国治理逻辑的起点。不难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在一个微妙脆弱的平衡点之上：

1995；Tirole，1994）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凸显了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基础，

不完全财政虽然有利于地方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僚体制的治理成本，但倘若

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相应的一系列治理挑战，其中的信息、权威问题成为理解认识正式组

这一灵活口子过大，地方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就会产生离心效应，对中央集权产生威

织制度安排的核心所在。

胁；其巧立名目、滥收税费的冲动也会引起民众抵制、反抗，削弱帝国统治基础。反之，

官僚体制是中华帝国统治的组织基础，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集中反映了国

当中央政府强化正式制度，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其有效统治的能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家治理的基本矛盾，
“ 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

导致矛盾积累。如何调节、维系中央集权与地方有效治理间的微妙平衡成为帝国治理

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

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理举措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正式制度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

之外寻找其他的治理机制。

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周雪光，2011：67）。在中华帝国的大历史背景

（二）正式与非正式：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

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帝国的辽阔疆域、多元民族构成、不同区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组

我以为，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所在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整平衡，以应对

织上的千差万别，使得官僚组织内的委托—代理关系面临超乎寻常的挑战：第一，帝国

上述帝国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严重挑战。在这里，
“正式与非正式”是指皇权

的规模导致了漫长的行政链条，使得委托—代理的困难——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与地方官吏之间关系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别。我使用“非正式制度”

急剧上升。信息不对称性加剧了上下级间特别是皇权对官僚体制的深深猜疑和戒备，

这一概念来概括政府研究文献中所说的“非正式权力”、
“非正式关系”、
“非正式行为”等

由此衍生出权力集中和重重节制等各种机制，以防后者偏离、失控。这些制度安排加剧

描述，其特征体现在这些权力和行为稳定存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游离于正式组织制度

了信息与权力分离，决策与执行分离，上下级间控制与反控制诸方面的组织行为特点，

之外。正式等级制度是众多官僚体制的共性，屡见于其他帝国或国家组织形态，而非正

导致了昂贵的治理成本。第二，各个区域的多元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差异难免与官

式制度的普遍弥漫和顽强坚韧则是中华帝国治理过程的突出特点。换言之，中华帝国

僚制的标准化管理方式产生紧张，使得帝国身处一统性与灵活性的张力中，不得不在集

的治理核心不仅仅是庞大的官僚结构中的正式权威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胥吏

权和放权的两难间不断摇摆。

在各个层级上的非正式行为及其相应的非正式（却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间

这一基本矛盾及其治理困境在赋税和财政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完全财政正

（委托—代理）关系在学术界已有大量讨论，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也早已为公共舆

是针对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困难所衍生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即帝国无法实现有效的

论界和学术界所关注④。两者均非本文所首创，但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置于国家治理逻

中央集权控制，不得不通过不完全财政制度来允许地方政府有灵活运作的空间。陈支

辑的核心地位，这是本文的中心命题。

平（1988：114-115）指出：
“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税收政策，是以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解读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所

为直接征收对象的，而不似西欧封建社会那样由诸侯庄园主附庸进贡的方式来支持皇

在。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安排之上。在帝国的辽阔疆域中，统一

室。然而，中国的中央集权者们，并不能从个体生产者那里取得赋税，于是，一个庞大的

与分离充满张力，稍有不慎则可能分崩离析，王位倾塌，大权尽失。中华帝国的正式制

官僚阶层，便成了沟通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和个体生产者之间赋税转移所必不可少的中

度以皇权为中心，体现在一整套威仪天下的象征性符号和“号令自中央出”的权威结构

间环节。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徭役系统，实际是由三个层次所构成，即中央政府

上。正式制度有着稳定性、可预测性，对于帝国生存延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大一统

皇帝——官僚阶层——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或平民百姓），个体生产者把赋税徭役上

制度对帝国治理亦有着极大威胁，因为一统体制的意志和指令在信息传递和政策实施

纳给官僚阶层，而由官僚阶层转达于国家中央政府和皇帝。”如此，赋税制度将国家、官

上有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也无法适应各地各领域和不同时间点的具体情况；若一意孤

僚、民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行政链条上，国家意志与各官僚层级间

行，则可能引起各地大面积的反弹和抵制，从而瓦解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因信息、利益不同而引起交易成本昂贵，以致正式官僚体制不堪重负，只能引入其他治

因此，在中国国家演变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

理机制来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税收财政领域，一方面是中央的高度集权，没有地方

其中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周黎安（2008）提出的“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发包制是中国

财政的正式空间；另一方面，不完全财政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灵活调节税收

官僚体制上下分治的一个稳定形式。在这一制度安排中，官僚体制逐级将区域性治理

行为，从而给予地方政府相当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和空间。这一制度安排与帝国在其

的各项任务（如税收、就业、治安、教化）以“发包制”形式逐级发放给下一层次的官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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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种发包制形式给予属地政府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灵活空间来完成规定目标，同时

变维系名不变。

减少了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考核的信息要求。如此做法大大降低一统官僚体制中“委

前面讨论的明清朝代不完全财政制度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各地财政状况、预算

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周黎安、王娟（2012）以清代海关制度为例，分析

状况大相径庭，其实际税收和财政安排需要地方性知识，但皇权从未在正式制度上给予

比较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官僚组织的雇佣制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前者在中华帝国治

地方政府税收预算的自主权。我们看到，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盛行于

理中的重要位置。曹正汉（2011）提出的上下分治体制也有着类似思路。

世，而皇权放任默认。王业键（2008：63）下面的一段话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然而，对于帝国来说，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也有着潜在危险。任何正式制度都是

历史注解：
“清政府财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双重结构。一方面，在清朝初期，政府

一种“可信性承诺”，其稳定性是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
（Dixit，1996）上下分治的制度

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管理所有能够想到的财政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法定制度不完

如果正式化，就会束缚皇权的任意专断权，削弱一统体制，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了。

备，又缺乏弹性，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清朝财政的需要，于是必然逐渐产生一种非正规

就帝国的行政发包制着眼，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特点：第一，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正

管理体制——以各种名目收费的做法：有些是朝廷许可的，有些是省级衙门赞成的，有

式意义上的“确权”，而是通过自上而下“授权”的形式实现的，即中央政府“放权”
（即委

些是遵循先例或习惯。然而所有这些都为官僚阶层和普通老百姓所容忍。这一体制可

托）于地方政府。这种所谓“上下分治”的实质仍然是一统体制，并没有导致中央与地方

以叫做非法定制度或非正规制度。清朝财政结构中非正规制度的存在使公共经济管理

关系的实质性变化。第二，这种上下分治的结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波动

变得零散和混乱，但另一方面，它的非正规和灵活性，又维持了公共行政的运作。”这一

和调整的状态，体现在“集权—放权”的周期性循环。集权意味着在正式制度上决策权

状况亦见于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王亚南（1981：99）指出，在历史上的税收过程中，帝

和资源的向上集中（并税式改革），而放权则意味着某些控制权发放到地方政府（征收附

国把极有弹性的租税体制作为一个调节的杠杆，在原则上不让步，有土斯有税，有人斯

加税所导致的杂税丛生）。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周雪光、练宏（2012）指出，在一统体制的

有役；而在实施上不坚持，择其可税者而税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我以为，
“原则上不

基本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各种控制权的分配组合不同而发生变化，表现出不同

让步，实施上不坚持”的这一描述道出了“正式与非正式”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是稳定

的治理模式，
“行政发包制”的“上下分治”模式只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简言之，行政

不变的税收制度和相应的逐级发包制（原则上不让步），另一方面体现在“杂税丛生”的

发包制的制度安排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其重要地位，但仅此尚不足以概括中华帝国治理

非正式行为随着自上而下管制的松紧收放而呈现不同的程度或态势（实施上不坚持），

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帝国治理中“上收—下放”的周期性波动演变。

反映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交融、紧张和转化。不完全财政制度运作正体现了帝国

本文的基本立论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

逻辑的核心所在，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重过程交替治之，实现了大一统与灵活性

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上收—下

的兼容。因此，不完全财政及其诱发的各种基层行为可以解释为帝国治理逻辑在财税

放”的不断调整之中。
（周雪光，2011）如果这一调整表现在正式制度或政策的时常变更，

领域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行为、非正式制度在各

就会对帝国体制产生极大震荡。在历史上，这一周期性循环更多地通过正式制度与非

个领域广泛存在，一如历史上中国官场的种种“潜规则”
（吴思，2001），潜而不隐，世人皆

正式制度间微妙而隐蔽的转换调节来实现的，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

知。如缪全吉（1969：169-170）所言：
“ 往昔中国官场，最重形式主义，一切号令，必执典

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

章制度而不敢丝毫逾越；但又特重人情世故，凡百措施，又依情事而通融制宜。因之一

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变。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安排假如得以实施，意味

事有一事之例，一地有一地之例，一任官有一任官之例，一衙门有一衙门之例。此之所

着中央与地方间的明确“所有权”划分，对皇权的最高权威加以限制，这一状况在历史上

谓例，即英美法系之所谓习惯法。常人谓中国系成文法之单一制度，实则常为习惯法所

自郡县制以来踪影难寻。但中央与地方关系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节而不断发

个别支配。”

生。正是这种非正式运作给帝国治理带来了灵活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说，调节中央与

不难看到，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间转化的帝国逻辑延续至今。在人民共和国时期，

地方以及各层次间权威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行为）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行共存的情况在各个领域、环节普遍存在。近年来，学者们分

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不是上下分治权力的稳定正式化。简言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析讨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通”行为，即基层官员采用非正式关系或行为来实

的共存并行和交替使用从几个方面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首先，正式制

施政策要求（孙立平、郭于华，2000；王汉生等，1997），以及上下级间的共谋行为（周雪

度体现了国家的权威，稳定持续，以不变应万变；其次，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不挑战正式制
度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各领域的灵活性，以万变应不变；第三，皇权可以通过或默许、鼓励
或制约、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的策略来调整中央与地方、一统与灵活之间的关系，以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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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2008）。有关当代政府行为的研究工作中，这些非正式制度和行为比比皆是。
（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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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种发包制形式给予属地政府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灵活空间来完成规定目标，同时

变维系名不变。

减少了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考核的信息要求。如此做法大大降低一统官僚体制中“委

前面讨论的明清朝代不完全财政制度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各地财政状况、预算

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周黎安、王娟（2012）以清代海关制度为例，分析

状况大相径庭，其实际税收和财政安排需要地方性知识，但皇权从未在正式制度上给予

比较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官僚组织的雇佣制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前者在中华帝国治

地方政府税收预算的自主权。我们看到，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盛行于

理中的重要位置。曹正汉（2011）提出的上下分治体制也有着类似思路。

世，而皇权放任默认。王业键（2008：63）下面的一段话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然而，对于帝国来说，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也有着潜在危险。任何正式制度都是

历史注解：
“清政府财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双重结构。一方面，在清朝初期，政府

一种“可信性承诺”，其稳定性是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
（Dixit，1996）上下分治的制度

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管理所有能够想到的财政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法定制度不完

如果正式化，就会束缚皇权的任意专断权，削弱一统体制，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了。

备，又缺乏弹性，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清朝财政的需要，于是必然逐渐产生一种非正规

就帝国的行政发包制着眼，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特点：第一，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正

管理体制——以各种名目收费的做法：有些是朝廷许可的，有些是省级衙门赞成的，有

式意义上的“确权”，而是通过自上而下“授权”的形式实现的，即中央政府“放权”
（即委

些是遵循先例或习惯。然而所有这些都为官僚阶层和普通老百姓所容忍。这一体制可

托）于地方政府。这种所谓“上下分治”的实质仍然是一统体制，并没有导致中央与地方

以叫做非法定制度或非正规制度。清朝财政结构中非正规制度的存在使公共经济管理

关系的实质性变化。第二，这种上下分治的结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波动

变得零散和混乱，但另一方面，它的非正规和灵活性，又维持了公共行政的运作。”这一

和调整的状态，体现在“集权—放权”的周期性循环。集权意味着在正式制度上决策权

状况亦见于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王亚南（1981：99）指出，在历史上的税收过程中，帝

和资源的向上集中（并税式改革），而放权则意味着某些控制权发放到地方政府（征收附

国把极有弹性的租税体制作为一个调节的杠杆，在原则上不让步，有土斯有税，有人斯

加税所导致的杂税丛生）。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周雪光、练宏（2012）指出，在一统体制的

有役；而在实施上不坚持，择其可税者而税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我以为，
“原则上不

基本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各种控制权的分配组合不同而发生变化，表现出不同

让步，实施上不坚持”的这一描述道出了“正式与非正式”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是稳定

的治理模式，
“行政发包制”的“上下分治”模式只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简言之，行政

不变的税收制度和相应的逐级发包制（原则上不让步），另一方面体现在“杂税丛生”的

发包制的制度安排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其重要地位，但仅此尚不足以概括中华帝国治理

非正式行为随着自上而下管制的松紧收放而呈现不同的程度或态势（实施上不坚持），

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帝国治理中“上收—下放”的周期性波动演变。

反映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交融、紧张和转化。不完全财政制度运作正体现了帝国

本文的基本立论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

逻辑的核心所在，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重过程交替治之，实现了大一统与灵活性

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上收—下

的兼容。因此，不完全财政及其诱发的各种基层行为可以解释为帝国治理逻辑在财税

放”的不断调整之中。
（周雪光，2011）如果这一调整表现在正式制度或政策的时常变更，

领域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行为、非正式制度在各

就会对帝国体制产生极大震荡。在历史上，这一周期性循环更多地通过正式制度与非

个领域广泛存在，一如历史上中国官场的种种“潜规则”
（吴思，2001），潜而不隐，世人皆

正式制度间微妙而隐蔽的转换调节来实现的，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

知。如缪全吉（1969：169-170）所言：
“ 往昔中国官场，最重形式主义，一切号令，必执典

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

章制度而不敢丝毫逾越；但又特重人情世故，凡百措施，又依情事而通融制宜。因之一

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变。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安排假如得以实施，意味

事有一事之例，一地有一地之例，一任官有一任官之例，一衙门有一衙门之例。此之所

着中央与地方间的明确“所有权”划分，对皇权的最高权威加以限制，这一状况在历史上

谓例，即英美法系之所谓习惯法。常人谓中国系成文法之单一制度，实则常为习惯法所

自郡县制以来踪影难寻。但中央与地方关系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节而不断发

个别支配。”

生。正是这种非正式运作给帝国治理带来了灵活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说，调节中央与

不难看到，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间转化的帝国逻辑延续至今。在人民共和国时期，

地方以及各层次间权威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行为）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行共存的情况在各个领域、环节普遍存在。近年来，学者们分

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不是上下分治权力的稳定正式化。简言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析讨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通”行为，即基层官员采用非正式关系或行为来实

的共存并行和交替使用从几个方面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首先，正式制

施政策要求（孙立平、郭于华，2000；王汉生等，1997），以及上下级间的共谋行为（周雪

度体现了国家的权威，稳定持续，以不变应万变；其次，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不挑战正式制
度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各领域的灵活性，以万变应不变；第三，皇权可以通过或默许、鼓励
或制约、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的策略来调整中央与地方、一统与灵活之间的关系，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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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
2007；周飞舟，2007；应星，2001；欧阳静，2011；田先红，2012；荀丽丽、包智明，2007；赵树

凯，2010）例如，在计生、环保和村庄选举领域，正式政策与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的做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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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径庭然而又可以默契共处、相安无事。
（周雪光、练宏，2011；艾云，2011）在村庄选举过

有情况及其对策明确写入“合同”并有效实施。在上述情况下，有关信息、监督、考核的

程中，国家政策与各地的实际落实过程或者在不同时间点上每每不同。
（周雪光、艾云，

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实际控制权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有信息的一方，即地方政府。这意味

2010）正是这些正式与非正式行为间的相互调整为各地执行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着，帝国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即正式（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实际控制权）。

本文强调“非正式制度”的思路有别于以往有关潜规则、非正式运作的讨论。许多

帝国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种实际控制权从来不是通过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

研究工作都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在政策执行进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

（如联邦制）来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只能以非正式形式实施，因为这一权力在

用，但这些研究背后或明或隐的思路是将非正式运作看作是正式制度失败的衍生物或

名义上（正式制度上）属于中央政府。正因为此，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实是

象征，即正式组织制度的失败和不力导致了这些非正式制度或行为的盛行，或者认为非

中华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逻辑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

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或补充机制。本文提出的中心命题是：非正式制度不

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周雪光，2013b）；另一方

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机制，也不是后者失灵时的补救机制，更不是后者失败的负面效应。

面，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

恰恰相反，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两种互为依存、并

活空间。我们不难想象，一统的各类指令方略难以适合于辽阔、多元国土，它们之所以

行运作的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不同时点上转化。正如税收领域所

得以执行而不受到挑战，正是因为在各地得以灵活执行从而没有引起不合时宜的质

示，在某一时点上强化正式制度的举措（如并税式改革）导致权力向上集中；与此同时，

疑。皇权的实际行使受到帝国逻辑的制约，不得不依赖于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

我们不难预期在随后时点上非正式制度的复活盛行，以便缓和正式制度与地方灵活性

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这种实质性权力呈现出非正式的但同时又是稳定的状态，体

之间的紧张。

现在一整套稳定的、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中，如普遍存在的变通和共谋行为。非正式制

然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运行可能
会超越帝国预期的边界：非正式制度繁衍可能助长地方性势力，导致“地方化”倾向，威

度盛行意味着国家正式制度倾向于“名”的象征性意义，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着“实”的
意义。这是一个“以名代实”的阶段。

胁帝国一统性；而非正式制度的呆滞不力则导致“有效治理”弱化，产生自下而上的政治

然而，名与实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在没有稳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名与实的若即

压力，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性。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表现出周期性调节的演变趋

若离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笼罩了深深猜疑的阴云，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威可能会无节

势。并税式改革正是反映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的收缩阶段，是强化中央集权的

制地蔓延，与帝国中心渐行渐远，从而形成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

举措。而各种杂税一旦“正式化”，纳入正税，则难免僵硬呆板，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迫

间边界及其背后的控制权关系需要通过其他机制来不断地重新确认、规范和强化。正

使这一体制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灵活性缝隙。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

因为此，名与实之间关系还有第二层意义，即皇权可以不时地从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

式制度间的调节、转化机制是什么？我们下面转向这一问题。

性权力，有能力（暂时地）令行禁止、抑制非正式运作的蔓延，重塑中央权威之名。这是

（三）名与实：治理机制间的转化

一个皇权“以实正名”的阶段。中央政府权威在“以名代实”与“以实正名”之间的转化，

上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隐含着国家治理中象征性权力（名）与实际权力

形式上的一统性与实际上的灵活性在官僚体制上下级间关系放收松紧之间不断变更调

（实）之间的共生、分离和相互转化。
“名”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

整。唯有“名”之神圣方能允许“实”之下放，给予非正式制度更大空间。一旦“名”之不

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不容怀疑，不容挑战；而“实”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

正，非正式制度成为一统体制威胁，则诱发强化集权的努力。这正是“名与实”这对概念

的实际权力所在。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与转化是理解帝国治理

关系的精髓所在，也是上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的重要前提。

逻辑的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⑤

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的转换是帝国治理的重要机制，舍此则帝国架构难以为继。

在中国历史上，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或名与实之间在许多情形下若即若离或松

所以，帝国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对地方政府权力加以层层节

散关联（loose coupling），这是帝国治理逻辑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

制。
（吴宗国，2004；周振鹤，2005）在当今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名与

控制权角度（Aghion & Tirole，1997；Dixit，1996；周雪光、练宏，2012）对非正式制度的产

实间转换的各种机制。其一，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大政

生和延续给出一个解释：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中

方略，但把具体的细化责任、权力交给了中间政府（省市县），把贯彻实施的灵活性放在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无力制定严密完全的合约；即使完全合约可以制定，但事后监管的

了基层政府手中，如林权改革过程（贺东航、孔繁斌，2011）、村庄选举（周雪光、艾云，

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很大，即剩余控制

2010）、项目制实施（折晓叶、陈婴婴，2011）。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经历了“以名代

权更多地放在地方政府手中。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不完全合同特点，无法将所

实”，而地方性权威由名到实（即从代理人到实际权力拥有者）的演变过程。其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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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径庭然而又可以默契共处、相安无事。
（周雪光、练宏，2011；艾云，2011）在村庄选举过

有情况及其对策明确写入“合同”并有效实施。在上述情况下，有关信息、监督、考核的

程中，国家政策与各地的实际落实过程或者在不同时间点上每每不同。
（周雪光、艾云，

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实际控制权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有信息的一方，即地方政府。这意味

2010）正是这些正式与非正式行为间的相互调整为各地执行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着，帝国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即正式（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实际控制权）。

本文强调“非正式制度”的思路有别于以往有关潜规则、非正式运作的讨论。许多

帝国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种实际控制权从来不是通过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

研究工作都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在政策执行进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

（如联邦制）来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只能以非正式形式实施，因为这一权力在

用，但这些研究背后或明或隐的思路是将非正式运作看作是正式制度失败的衍生物或

名义上（正式制度上）属于中央政府。正因为此，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实是

象征，即正式组织制度的失败和不力导致了这些非正式制度或行为的盛行，或者认为非

中华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逻辑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

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或补充机制。本文提出的中心命题是：非正式制度不

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周雪光，2013b）；另一方

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机制，也不是后者失灵时的补救机制，更不是后者失败的负面效应。

面，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

恰恰相反，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两种互为依存、并

活空间。我们不难想象，一统的各类指令方略难以适合于辽阔、多元国土，它们之所以

行运作的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不同时点上转化。正如税收领域所

得以执行而不受到挑战，正是因为在各地得以灵活执行从而没有引起不合时宜的质

示，在某一时点上强化正式制度的举措（如并税式改革）导致权力向上集中；与此同时，

疑。皇权的实际行使受到帝国逻辑的制约，不得不依赖于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

我们不难预期在随后时点上非正式制度的复活盛行，以便缓和正式制度与地方灵活性

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这种实质性权力呈现出非正式的但同时又是稳定的状态，体

之间的紧张。

现在一整套稳定的、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中，如普遍存在的变通和共谋行为。非正式制

然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运行可能
会超越帝国预期的边界：非正式制度繁衍可能助长地方性势力，导致“地方化”倾向，威

度盛行意味着国家正式制度倾向于“名”的象征性意义，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着“实”的
意义。这是一个“以名代实”的阶段。

胁帝国一统性；而非正式制度的呆滞不力则导致“有效治理”弱化，产生自下而上的政治

然而，名与实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在没有稳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名与实的若即

压力，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性。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表现出周期性调节的演变趋

若离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笼罩了深深猜疑的阴云，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威可能会无节

势。并税式改革正是反映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的收缩阶段，是强化中央集权的

制地蔓延，与帝国中心渐行渐远，从而形成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

举措。而各种杂税一旦“正式化”，纳入正税，则难免僵硬呆板，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迫

间边界及其背后的控制权关系需要通过其他机制来不断地重新确认、规范和强化。正

使这一体制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灵活性缝隙。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

因为此，名与实之间关系还有第二层意义，即皇权可以不时地从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

式制度间的调节、转化机制是什么？我们下面转向这一问题。

性权力，有能力（暂时地）令行禁止、抑制非正式运作的蔓延，重塑中央权威之名。这是

（三）名与实：治理机制间的转化

一个皇权“以实正名”的阶段。中央政府权威在“以名代实”与“以实正名”之间的转化，

上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隐含着国家治理中象征性权力（名）与实际权力

形式上的一统性与实际上的灵活性在官僚体制上下级间关系放收松紧之间不断变更调

（实）之间的共生、分离和相互转化。
“名”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

整。唯有“名”之神圣方能允许“实”之下放，给予非正式制度更大空间。一旦“名”之不

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不容怀疑，不容挑战；而“实”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

正，非正式制度成为一统体制威胁，则诱发强化集权的努力。这正是“名与实”这对概念

的实际权力所在。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与转化是理解帝国治理

关系的精髓所在，也是上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的重要前提。

逻辑的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⑤

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的转换是帝国治理的重要机制，舍此则帝国架构难以为继。

在中国历史上，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或名与实之间在许多情形下若即若离或松

所以，帝国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对地方政府权力加以层层节

散关联（loose coupling），这是帝国治理逻辑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

制。
（吴宗国，2004；周振鹤，2005）在当今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名与

控制权角度（Aghion & Tirole，1997；Dixit，1996；周雪光、练宏，2012）对非正式制度的产

实间转换的各种机制。其一，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大政

生和延续给出一个解释：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中

方略，但把具体的细化责任、权力交给了中间政府（省市县），把贯彻实施的灵活性放在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无力制定严密完全的合约；即使完全合约可以制定，但事后监管的

了基层政府手中，如林权改革过程（贺东航、孔繁斌，2011）、村庄选举（周雪光、艾云，

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很大，即剩余控制

2010）、项目制实施（折晓叶、陈婴婴，2011）。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经历了“以名代

权更多地放在地方政府手中。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不完全合同特点，无法将所

实”，而地方性权威由名到实（即从代理人到实际权力拥有者）的演变过程。其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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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权威间可以通过组织注意力的安排和调节来转化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例如，在

一周期性现象背后反映了帝国体制内“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

一些情形下，官僚体制通过正式文件传达、检查部署、考核指标、人事安排等机制来调动

诱发的中华帝国治理逻辑。

下级部门的注意力，凸显正式规则、任务环境的重要性；但在另外情形下，自上而下的工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本文旨在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国家治

作部署表现出落实环节缺位、检查验收权下放等做法，为非正式行为敞开大门。这些做

理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

法的交替运作微妙地调节着上下级关系在名与实间的边界。其三，制度间矛盾紧张特

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因此具有明显的历

别是组织冲突和危机可能导致新的动员机制的介入，例如运动型治理机制，即皇权通过

史依赖性。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线索，提出了三对（概念）关系及其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打断或叫停官僚体制的常规过程，
（暂时地）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

内在的逻辑关联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三对关系是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委

僚体制转变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体制，从而重新规范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
（冯仕政，

托与代理关系凸显了帝国治理面临的组织困难；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则是帝国针对这一

2011；周雪光，2012）不难看出，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转换有时是通过微妙缓和的过程得

组织困难而衍生的制度安排；而名与实关系隐含着帝国在正式与非正式过程间的转化

以实现，但有时则伴有剧烈动荡的代价。以上讨论对官僚体制中的权威关系以及基层

机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了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认为当

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

杂税丛生与并税式改革之间的转换可以看作是名与实互动过程在财政领域中的体
现。杂税丛生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着通过“附加税”形式动员资源、提高其应变能力的空

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在结束部分，我着重讨论帝国逻辑在当今
社会的表现、新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间，其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相应弱化。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执正式权力之名，地方政

首先，
“ 委托—代理”这一关系反映的帝国治理规模之累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依

府行实质性权力之实，随着非正式制度或行为愈演愈烈，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或预

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一观点基于以下观察：与帝国时期相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期，对正式制度产生了威胁。中央政府重新通过运动式治理如并税式改革或其他机制

面临的治理挑战——治理规模、多元文化、委托—代理困难——并无根本性变化。其基

来强化正式权威关系，从而强化或实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并税式改革意味着国家

本治理结构，特别是中央（皇权）的任意专制权与官僚权力及其治理机制，亦无根本变

权力从“名”转变为“实”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重新

化。
（周雪光，2011，2012，2013b）其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共和国中官僚权威结构更为严

规定各种（税收）行为边界，通过简约化、明晰化、正式化的举措压缩非正式运作的空

密，动员能力更为强化，管制范围和深度极大延伸。这些变化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向基层

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力从象征性权力转向了实质性权力，而地方政府行为则在很

社 会 的 渗 透 控 制 能 力 ，但 与 此 同 时 也 承 担 了 更 为 沉 重 复 杂 的 治 理 负 荷 。
（周 雪 光 ，

大程度上回归正式制度的轨道。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以名代实”到“以实正

2013a）因此，官僚体制层级间委托—代理的困难急剧增加，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

名”的过程。以上讨论有助于我们预测随后的演变：正式制度的强势导致了谨小慎微、

基本矛盾更为深化，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放权—收权周期和政治运动，以图应

万马齐喑的状况，削弱了帝国有效治理的能力，久而久之，各地或矛盾积累或活力不足，

对、缓和这一困难。中国国家面临的治理规模和多元性使得“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

迫使中央政府转向“以名代实”，放权搞活。在以上的讨论中，名与实间转化的条件已经

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相关的交易成本成为无法回避的治理挑战。任何关于中国国家治

隐约可见。

理的讨论和对策都必须首先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明确的回答。
第二，我们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特别是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上，看到了帝国

四、讨论与结语：帝国逻辑与当代国家治理

应对这一挑战的治理机制，其核心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同行并用，在强化严密官僚层
级权威的同时，默许甚至鼓励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借以缓和或调节“委托—代理”所产生

本文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解读分析了其背后的帝国治理逻辑。我提出，黄

的一系列信息、权威困难。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非正式因素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广泛

宗羲定律所谓赋税愈并愈多、愈简愈繁的历史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是“并税—繁税—

的注意。本文的贡献是对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关系给予新的定位和解读。本文提出，

再并税”这一周期性现象的确存在。其实际意义在于，国家一方面以“非正式”方式允许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不是互为补充、此起彼落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并存、互为依赖的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财政需要，但另一方面不时地通过“整治”
（即并税式改

两个机制，只是其明暗凸凹程度在实际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正式制度的可信性

革）来“纠偏”，强化向上集中的权力；而集权又引起新的“有效治理”困难，迫使中央政府

承诺因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治理而不受到挑战；而非正式制度又因正式制度的授权而得

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的“繁税”举措。在这个意义上，
“杂税—并税—杂税”这一怪圈正

以行之。两者的互动在某些时点又是紧张的：强化正式制度的努力压缩了非正式制度

是“非正式—正式—非正式”
（或“放权—集权—放权”
）过程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反映。这

灵活性的空间，降低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而非正式制度的过度扩张又可能削弱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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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权威间可以通过组织注意力的安排和调节来转化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例如，在

一周期性现象背后反映了帝国体制内“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

一些情形下，官僚体制通过正式文件传达、检查部署、考核指标、人事安排等机制来调动

诱发的中华帝国治理逻辑。

下级部门的注意力，凸显正式规则、任务环境的重要性；但在另外情形下，自上而下的工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本文旨在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国家治

作部署表现出落实环节缺位、检查验收权下放等做法，为非正式行为敞开大门。这些做

理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

法的交替运作微妙地调节着上下级关系在名与实间的边界。其三，制度间矛盾紧张特

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因此具有明显的历

别是组织冲突和危机可能导致新的动员机制的介入，例如运动型治理机制，即皇权通过

史依赖性。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线索，提出了三对（概念）关系及其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打断或叫停官僚体制的常规过程，
（暂时地）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

内在的逻辑关联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三对关系是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委

僚体制转变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体制，从而重新规范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
（冯仕政，

托与代理关系凸显了帝国治理面临的组织困难；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则是帝国针对这一

2011；周雪光，2012）不难看出，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转换有时是通过微妙缓和的过程得

组织困难而衍生的制度安排；而名与实关系隐含着帝国在正式与非正式过程间的转化

以实现，但有时则伴有剧烈动荡的代价。以上讨论对官僚体制中的权威关系以及基层

机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了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认为当

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

杂税丛生与并税式改革之间的转换可以看作是名与实互动过程在财政领域中的体
现。杂税丛生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着通过“附加税”形式动员资源、提高其应变能力的空

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在结束部分，我着重讨论帝国逻辑在当今
社会的表现、新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间，其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相应弱化。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执正式权力之名，地方政

首先，
“ 委托—代理”这一关系反映的帝国治理规模之累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依

府行实质性权力之实，随着非正式制度或行为愈演愈烈，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或预

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一观点基于以下观察：与帝国时期相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期，对正式制度产生了威胁。中央政府重新通过运动式治理如并税式改革或其他机制

面临的治理挑战——治理规模、多元文化、委托—代理困难——并无根本性变化。其基

来强化正式权威关系，从而强化或实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并税式改革意味着国家

本治理结构，特别是中央（皇权）的任意专制权与官僚权力及其治理机制，亦无根本变

权力从“名”转变为“实”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重新

化。
（周雪光，2011，2012，2013b）其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共和国中官僚权威结构更为严

规定各种（税收）行为边界，通过简约化、明晰化、正式化的举措压缩非正式运作的空

密，动员能力更为强化，管制范围和深度极大延伸。这些变化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向基层

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力从象征性权力转向了实质性权力，而地方政府行为则在很

社 会 的 渗 透 控 制 能 力 ，但 与 此 同 时 也 承 担 了 更 为 沉 重 复 杂 的 治 理 负 荷 。
（周 雪 光 ，

大程度上回归正式制度的轨道。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以名代实”到“以实正

2013a）因此，官僚体制层级间委托—代理的困难急剧增加，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

名”的过程。以上讨论有助于我们预测随后的演变：正式制度的强势导致了谨小慎微、

基本矛盾更为深化，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放权—收权周期和政治运动，以图应

万马齐喑的状况，削弱了帝国有效治理的能力，久而久之，各地或矛盾积累或活力不足，

对、缓和这一困难。中国国家面临的治理规模和多元性使得“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

迫使中央政府转向“以名代实”，放权搞活。在以上的讨论中，名与实间转化的条件已经

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相关的交易成本成为无法回避的治理挑战。任何关于中国国家治

隐约可见。

理的讨论和对策都必须首先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明确的回答。
第二，我们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特别是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上，看到了帝国

四、讨论与结语：帝国逻辑与当代国家治理

应对这一挑战的治理机制，其核心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同行并用，在强化严密官僚层
级权威的同时，默许甚至鼓励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借以缓和或调节“委托—代理”所产生

本文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解读分析了其背后的帝国治理逻辑。我提出，黄

的一系列信息、权威困难。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非正式因素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广泛

宗羲定律所谓赋税愈并愈多、愈简愈繁的历史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是“并税—繁税—

的注意。本文的贡献是对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关系给予新的定位和解读。本文提出，

再并税”这一周期性现象的确存在。其实际意义在于，国家一方面以“非正式”方式允许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不是互为补充、此起彼落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并存、互为依赖的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财政需要，但另一方面不时地通过“整治”
（即并税式改

两个机制，只是其明暗凸凹程度在实际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正式制度的可信性

革）来“纠偏”，强化向上集中的权力；而集权又引起新的“有效治理”困难，迫使中央政府

承诺因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治理而不受到挑战；而非正式制度又因正式制度的授权而得

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的“繁税”举措。在这个意义上，
“杂税—并税—杂税”这一怪圈正

以行之。两者的互动在某些时点又是紧张的：强化正式制度的努力压缩了非正式制度

是“非正式—正式—非正式”
（或“放权—集权—放权”
）过程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反映。这

灵活性的空间，降低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而非正式制度的过度扩张又可能削弱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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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式与非正式的双重世界中，皇权高高在上，不受地方官僚作为所累，可以维持明君仁主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并行共用，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形象不变。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其官僚组织工具难以分开，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无时

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困难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帝国治理在程序理

无处不在，以致国家时常处于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冲突的第一线。随着科技通信技术

性和实质理性间倾向于选择后者，即允许或鼓励因时因地制宜以利有效治理。程序理

的发展，民众呼声、群体抗争和利益冲突汇聚而来，对中央政府产生巨大压力，
“以名代

性意味着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使得帝国治理丧失灵活性，孕育着治理危机。这一大历

实”之举难以持久；而“以实正名”的举措又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负荷沉重、疲于应付的被

史趋势使得中国官僚体制走上了与韦伯式官僚组织大相径庭的发展轨迹，也使得当今

动局面，难以维系“名”之尊严。历史上演变而来的帝国治理逻辑与巨变的当代社会难

官僚体制的理性化过程步履蹒跚，进展艰难。其次，帝国治理中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意

以兼容，在运行中踉踉跄跄，经历着接踵而来的危机。

味着皇权追求政治教化、道德治国的治理方略：如果无法通过正式制度约束官员行为，

一个理论思路有其特定的视角，正在于它特定的取舍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本文

那么官员的道德约束则成为重要控制手段。正因为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的困

也不例外。本文从组织学和历史脉络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逻辑，强调了其在中国大历

难不容低估：法治建设意味着压缩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这与一系列历史延续而来的

史上的延续性，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一成不变或简单重复；同样地，本文强调了地方

制度安排相悖，难免阻力重重。

政府行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灵活性的“有效治理”意义，也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没有横征

今天已经不再是帝国固步自封的时代。当代社会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流通使得与帝

暴敛以追逐私利之嫌。在我看来，以上讨论的帝国逻辑并非执政者理性设计所为，亦非

国性命攸关的非正式制度受到极大约束。随着信息技术、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政府的

功能主义理论所谓社会机体的维系功能所致，而是在中国大历史的朝代更替、政纲兴衰

非正式行为——落实政策中的粗暴行为、妥协让步、私下交易、共谋掩盖——难以隐蔽

过程中，在不同应对策略试错竞争中，经择优淘劣的演变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特定的历

实施。这些非正式行为一旦通过社会媒介公布于众，就会形成巨大社会压力，迫使上级

史背景、权力的意志、既得利益的固守和途径依赖等诸多因素都在塑造、影响着这一过

政府做出反应，使得正式与非正式在治理过程中互为调节转换的空间大为压缩。社会

程的速度和方向。这一理论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华帝国历史上衍生的制度安排和治

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政府行为走向正式化、标准化。但在相应的制度安排缺失的条件

理机制仍然在顽强地延续其生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矛盾、冲

下，官僚体制的正式化、标准化又与各地情况的多样化产生了更大张力，使得一统体制

突。这些历史遗产是中国走向未来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治理形态转型面临的特有困难

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难以在官僚层级间微妙隐蔽的非正式过程中得到缓和消解，迫使

和挑战，这正是我们关注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现实意义所在。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卷入和干涉，对整个体制产生大的震荡，诱发新的危机。
第三，名与实之间的若即若离和互为转换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过程。一方面，
中央权力的象征性意义与地方权力的实质性意义同时存在且互为依存：中央权威通过
地方政府的象征性遵从而得以确立和认同，而地方政府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授权而获
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名与实之间的转化不断重新规范和划分正式与非正
式间的边界。帝国的制度安排，从皇帝的任意性权力、官僚体制的注意力安排到运动式
治理等等都为名与实间转化提供了一系列的运作机制来维系中华帝国的治理重任，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并转移了治理困难，使得帝国可以在不断的朝代兴衰更替中走下去。
在帝国治理的名实关系中，
“名”是关键：唯有皇权至高无上“名分”的稳定性才能提供名
与实间若即若离的空间，体现在象征性权威、官方仪式和政治教化在帝国治理中的重要
地位。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国家权力危机随之而起，诱发实质性权力上收、非正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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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式与非正式的双重世界中，皇权高高在上，不受地方官僚作为所累，可以维持明君仁主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并行共用，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形象不变。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其官僚组织工具难以分开，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无时

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困难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帝国治理在程序理

无处不在，以致国家时常处于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冲突的第一线。随着科技通信技术

性和实质理性间倾向于选择后者，即允许或鼓励因时因地制宜以利有效治理。程序理

的发展，民众呼声、群体抗争和利益冲突汇聚而来，对中央政府产生巨大压力，
“以名代

性意味着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使得帝国治理丧失灵活性，孕育着治理危机。这一大历

实”之举难以持久；而“以实正名”的举措又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负荷沉重、疲于应付的被

史趋势使得中国官僚体制走上了与韦伯式官僚组织大相径庭的发展轨迹，也使得当今

动局面，难以维系“名”之尊严。历史上演变而来的帝国治理逻辑与巨变的当代社会难

官僚体制的理性化过程步履蹒跚，进展艰难。其次，帝国治理中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意

以兼容，在运行中踉踉跄跄，经历着接踵而来的危机。

味着皇权追求政治教化、道德治国的治理方略：如果无法通过正式制度约束官员行为，

一个理论思路有其特定的视角，正在于它特定的取舍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本文

那么官员的道德约束则成为重要控制手段。正因为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的困

也不例外。本文从组织学和历史脉络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逻辑，强调了其在中国大历

难不容低估：法治建设意味着压缩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这与一系列历史延续而来的

史上的延续性，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一成不变或简单重复；同样地，本文强调了地方

制度安排相悖，难免阻力重重。

政府行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灵活性的“有效治理”意义，也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没有横征

今天已经不再是帝国固步自封的时代。当代社会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流通使得与帝

暴敛以追逐私利之嫌。在我看来，以上讨论的帝国逻辑并非执政者理性设计所为，亦非

国性命攸关的非正式制度受到极大约束。随着信息技术、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政府的

功能主义理论所谓社会机体的维系功能所致，而是在中国大历史的朝代更替、政纲兴衰

非正式行为——落实政策中的粗暴行为、妥协让步、私下交易、共谋掩盖——难以隐蔽

过程中，在不同应对策略试错竞争中，经择优淘劣的演变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特定的历

实施。这些非正式行为一旦通过社会媒介公布于众，就会形成巨大社会压力，迫使上级

史背景、权力的意志、既得利益的固守和途径依赖等诸多因素都在塑造、影响着这一过

政府做出反应，使得正式与非正式在治理过程中互为调节转换的空间大为压缩。社会

程的速度和方向。这一理论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华帝国历史上衍生的制度安排和治

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政府行为走向正式化、标准化。但在相应的制度安排缺失的条件

理机制仍然在顽强地延续其生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矛盾、冲

下，官僚体制的正式化、标准化又与各地情况的多样化产生了更大张力，使得一统体制

突。这些历史遗产是中国走向未来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治理形态转型面临的特有困难

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难以在官僚层级间微妙隐蔽的非正式过程中得到缓和消解，迫使

和挑战，这正是我们关注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现实意义所在。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卷入和干涉，对整个体制产生大的震荡，诱发新的危机。
第三，名与实之间的若即若离和互为转换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过程。一方面，
中央权力的象征性意义与地方权力的实质性意义同时存在且互为依存：中央权威通过
地方政府的象征性遵从而得以确立和认同，而地方政府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授权而获
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名与实之间的转化不断重新规范和划分正式与非正
式间的边界。帝国的制度安排，从皇帝的任意性权力、官僚体制的注意力安排到运动式
治理等等都为名与实间转化提供了一系列的运作机制来维系中华帝国的治理重任，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并转移了治理困难，使得帝国可以在不断的朝代兴衰更替中走下去。
在帝国治理的名实关系中，
“名”是关键：唯有皇权至高无上“名分”的稳定性才能提供名
与实间若即若离的空间，体现在象征性权威、官方仪式和政治教化在帝国治理中的重要
地位。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国家权力危机随之而起，诱发实质性权力上收、非正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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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识的两个维度：
以业主诉讼维权为例
注释：
①“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
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
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

■ 刘子曦

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
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
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
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行动者的诉讼经验，笔者试图阐释“法律意识”这个法律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本文

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

主要有三点发现。首先，法律意识并非行动者对法律条文的了解程度，也非以高低而论的均质性的群体意

亦无几矣”。见《黄宗羲全集》第 1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27 页。

② 例如顺治十二年（1655 年）的规定：
“布政使、知府、直隶州知州，俱应通计所属钱粮完欠，照州县
一体参罚。十分全完者，优生。欠一分，罚俸六个月，照常升转；欠二分者，住俸；欠三分者，降职一
级；欠四分者，降俸二级……”
（陈锋，1997a：102）

③ 雍正二年三月丁丑日上谕河南巡抚石文焯称：
“据奏请将捐谷耗羡银两，收存司库留充公用，耗
羡不过暂寄以备地方公用，断不可归入钱粮之内。凡此等羡余，概不得牵混正项。国家经费自有
常额。若将此入正项，尔等羡余必仍另取。不特名实相违，且恐移东就西，反致滋弊”。
（
《清世宗实
录》卷 17，转引自何平，1998：32）

识，而是行动者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它包含两个维度：其一为行动者对法律（作为概化的规章系统）的理解；
其二为行动者对司法体系（作为具体化的组织机构）内部运行逻辑的理解。法律意识以这两个维度为基
点，影响着行动者动员法律资源的策略。第二，形塑法律意识的因素有三：有关法律的霸权性话语；行动者
个人的生活经历；行动者的法庭体验。第三，现有的制度设计配合法律意识中固有的张力，限制了行动者
产生批判性的法律意识，间接维护了现行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法律意识

业主维权

法律动员

批判性法律意识

④ 在大众媒介和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潜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通常指各个行业、领域中滥用权
力导致的陋习或行为。如下讨论，这一习惯用法与本文讨论的“非正式制度”有重叠方面，但并不
是同一现象。
⑤“名与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概念”与“存在”的哲学意义，见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这里的讨论则是借用和延伸了两个概念在今天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意义
（如“名副其实”、
“有名无实”等）。

一、问题的提出

有研究分析它——作为重要概念——的理论意
涵：法律意识包含哪些维度？它的影响因素有哪

随着中国 80 年代以降的大规模立法，
“ 法律

些？它又与宏观的法律系统有何关系？

意识”这一概念已频繁出现于新闻媒体、政府档
责任编辑：郑

英

这些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法律意识”

案中，在学术研究中也成为高频词①，法律意识会

这个概念本身。以法律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作

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已然成为一种共识。

品主要可归纳为三类：法理学研究、文化研究、社

例如，有学者指出，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其

会学实证研究。第一类研究主要从哲学的角度

抗争往往建立在以“情”和“理”为基础的感性层

探讨法律意识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意识与“法”

面，而随着其意识的提高，他们的抗争逐步转向

这一社会实在之间的关系 ④ ；以及法律意识的结

“依法维权”。② 相比之下，以业主为代表的中产

构功能性要素⑤。第二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一

阶级则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从而走上“以法维权”

特定群体法律意识的概括性描述，并从文化、历

甚至“弈法维权”的道路。③大量的经验研究确认

史、地域等角度对这些描述展开讨论。 ⑥ 第三类

了法律意识——作为社会现象——的存在，却鲜

主要以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特定群体的法律意识

刘子曦：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Liu Zixi，Sociology Department，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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