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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太宗时期农 民政策的内在悖论 

兼论 当时农民问题解决的局限性 

刘玉峰 冯雨晴 

摘 要 ：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位 时期 ，既对农 户和农民推行 了多方面的安抚 与培植 ，也 

对农 户和农民构建了完整的制度体 系控制 ，实施 了颇为沉重的兵役徭 役役使 。两个方 

面相互矛盾冲突，却又同时并存，一齐内在地构成王朝国家的农民政策，形成明显的政 

策内在悖论。这种政策内在悖论，反映了农民政策的两面性，既有扶持农民的良性，也 

有伤 害农民的恶性 ，决定 了当时农 民问题的解决取得 了一定成绩 ，但也必然带有很 大的 

局限性，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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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农 民问题研究作为唐史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 ，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史 ，中外学界对唐代农 民生活 

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 、农 民经济形态 、农民阶级构成 、逃户、客户 、括户 以及 中晚唐农 战史 ，进行了长期探 

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留有进一步探讨的充足空间，如关于唐王朝农民政策制定、调控及执行的研究 

就缺乏有唐一代的贯通性，除对武周至玄宗时期逃户、括户政策及其调控取得突出成绩外，对武周以前 

和玄宗之后农 民政策的探讨就明显不足 。笔者对此撰有专文加以述评④。本文 即基于 已有述评 ，专论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位时期的农民政策。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位期间的初唐时期 ，是唐王朝创建 、巩固和初步开疆拓土的时期 。挖掘梳理有关 

史料会发现，这一时期唐王朝的农民政策既有对于农户和农民的安抚培植，也有对于农户和农民的控制 

役使。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冲突，却又一齐共同构成王朝国家的农民政策，并使得农民政策具有明显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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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悖论 。这种政策的内在悖论 ，决定 了当时农 民问题 的解决取得 了一定成绩 ，也必然带有很 大的局限 

性 。以下详为论述 ，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一

、对农户和农 民的安抚培植 

对于农户和农民的安抚培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实施，具体开展。 

(一)不断颁布大赦诏敕，派遣安抚使、赈恤使等，缓解社会氛围，缓和社会矛盾，对农户和农民给复 

赈济。 

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隋亡唐兴，高祖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颁布登基改元大赦诏，宣布 

即位以前，除“子杀父、奴杀主，不在赦限”外，其他“罪无轻重，已发露未发露，皆赦除之”，“百官及庶人 

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自余给复一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间；孝悌力田，鳏寡孤 

独 ，量加赈恤 ”①，着手在全 国范围内缓解 自隋末动荡以来 紧张的社会氛围 ，缓和激化了的社会矛盾 ，其 

用意之一在于通过免除赋税和旌表赈恤来慰抚怀柔以农 民为主体的庶民百姓 。同年十月 ，诏命右翊卫 

大将军 、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 大使”，对西起 赵、魏二州 ，东至海岱的地域广 阔的山东地区进行 

安抚 ，重点对“罹兵革之灾”的“谍蝶黔首 ”进行“宣风布教”和“柔服招携”②，派遣安抚使宣慰黔首百姓 ， 

争取 民心归附。 

武德二年(619)二月，颁布大赦诏，对并、浩、石、介等州犯辟罪以下的“已发觉系囚见徒，悉从原 

放”，缓和“汾晋之地，王迹所基”的河东地区的阶级矛盾⑧。闰二月，诏命皇太子李建成巡行京城侧近诸 

县 ，秦王李世 民巡行京城以东 ，右仆射裴寂巡行京城以西 ，要求“诣彼闾阎，见其耆老，观省风俗 ，廉察吏 

民，乏绝之徒，量加赈给。如有冤滞，并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做到“宜加存问，救其疾苦”④，在 

京畿地 区实施社会安抚 ，特别是安抚乡里社会 。同年五月 ，河西之地归唐，颁特赦河西凉州、甘州等九州 

诏 ，宣布“罪无轻重 ，已发系囚见徒 ，悉从原免”，“有恶言不顺 ，及邪谋惑计者，并从洗涤 ，一无所问”，旨 

在“绥静氓黎”，安抚“元元之民”⑤，并任命黄门侍郎杨恭仁出使河西，负责诏书的具体落实⑥。 

武德三年(620)二月 ，颁诏令秦州总管 、郧国公李轨 和御史大夫 、滑 国公李无逸“为益州道安抚 大 

使”，前往益州“宣扬朝典，进擢廉平。贬黜苛暴，申理冤滞。孝弟贞节，表其门闾。鳏寡孤独，量加赡 

恤”，重点安抚“隋末丧乱”的“流寓之 民”⑦。同年六月 ，击败河东刘武周 、宋金刚 ，颁诏宣布河东晋 、潞 、 

隰、并 四州之内，“被刘武周 、宋金刚等所诖误者 ，罪无轻重 ，皆赦除之。各令复业 ，一无所问”⑧，旨在恢 

复当地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同年九月，“给复陕、鼎、熊、谷四州二年”⑨，即免除四州农民两年的赋税。 

武德 四年 (621)五月 ，平定河北窦建德 ，颁诏宣布武德 四年五月八 日以前 ，山东诸州为窦建德诖误 

者，“皆赦其罪”，并派遣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对山东诸州“存问民俗，宣布朝章”， 

“其有率众全城因机立效者，量其功绩，就加职任，奇才异行，随事旌擢”⑩。六月，平定洛阳王世充，宣布 

河南诸州为王世充所诖误者，“皆赦其罪”，“若有率其部众保城邑，因事立功以归朝化者，量其效绩，就 

加职任。奇才异行，随事旌擢，鳏寡孤独，以时恤理”⑩。七月甲子，秦王李世民俘虏王世充献于太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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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颁大赦诏，宣布“天下民庶，给复一年。其陕、鼎、函、虢、虞、芮六州，供转输之费，幽州管内，久隔寇 

戎，给复二年。身死王事，量加褒赠”，“孝子顺孙 ，义夫节妇，所在详列，旌表门间。奇才异行，随状荐 

举，高年悍独，量加赡恤”①。这是登基改元大赦诏之后，又一次面向全国的大赦诏，其缓和社会矛盾，宽 

慰黎民百姓的政策表述更加 明确。武德七年(624)三月，平定江淮辅公 柘。四月庚子 ，颁诏大赦 天下 ， 

宣布除犯十恶 、劫贼等罪外 ，“大辟罪已下 ，已发露未发露 ，系囚见徒 ，悉原免”，“扬 、越之 民，新沾大化 ， 

见在民户 ，给复一年”②，收拢江淮地区民心。 

武德九年 (629)六月 ，秦王李世 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抢班夺权。八月 甲子 ，李世 民登基于东宫显 

德殿，是为唐太宗，颁布即位大赦天下诏，宣布“自武德九年八月九 日昧爽以前，罪无重轻，已发觉未发 

觉 ，系囚见徒 ，悉从原免。武德元年以来流配者 ，亦并放还 。凡厥庶僚 ，进 爵一级 。其五品已上先无爵邑 

者，封开国男，六品已下，各加一级。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率土，普给复一 

年。八十已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已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鳏寡孤 

独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其有至孝纯著，达于乡党，征诣阙庭，厚加褒擢。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 

上，旌表门闾。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所在长官，随状荐举”③。这次面向全国的大赦诏，大力赦免 、晋爵、 

减赋、赈恤和旌表，全面安抚笼络社会各阶层，对农户农民实施赋税给复和赈济忧恤。 

太宗贞观年间 ，此类赦诏 、赦敕仍不 断颁布 ，安抚赈济农户农 民仍是 明确 目的之一 。如贞观 元年 

(627)夏 ，山东诸州大旱 ，“令所在赈恤 ，无 出今年租赋”④。同年八月 ，关东及河南 、陇右沿边诸州霜害 

秋稼 ，九月，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治书侍御史孙伏伽等人，“分往诸州，驰驿检行”，重点勘 

查各地“苗稼不熟”和“户口乏粮”情况，并“速以奏闻”，“量行赈济”，以“抚育黔黎”，“务本劝农”⑤。贞 

观三年 (629)四月 ，诏令各地州县长官对鳏寡茕独和回归故土的逃户 “量加赈恤 ”⑥。同年五月 ，关 内诸 

州发生旱灾。六月，令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分道抚慰，问人疾苦”，“见禁囚徒 ，量事断决，人 

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随状理之。事有不便于人，及官人贪残为患者，并具状，还 日以闻。困穷之徒，比虽 

赈赡，仍有乏绝者，亦量加支给。在京见禁囚徒，亦令所司量事断决，务从宽简”⑦，责令切实做好抚慰 

工作 。 

贞观四年(630)二月甲寅，再颁诏大赦天下 ，宣布除犯谋反、大逆等罪外，其余“罪无轻重，自大辟以 

下系囚见徒 ，皆赦除之”，“逋负官物 ，三分免一分”，“鳏寡孤独不能 自存者 ，州县量加赈济 ”⑧。同年 十 

月 ，太宗巡辛歧州、陇州等地 ，颁诏特赦岐、陇二州十月一 日以前量刑的所有罪犯 ，并“放免二州户民，无 

出一年租赋。八十以上，鳏寡笃疾，及旧任二州杂职佐史以上，赐物各有差。百岁以上，就加优恤。行经 

咸阳、始平、武功三县，见禁之囚，徒罪以上，各降一等；杖罪以下，并宜释放。年八十以上，及鳏寡笃疾， 

并武功县旧军主帅，亦加赐物”，“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随事褒显，旌表门间”，要求二州三县官司“务从 

周厚 ，以称朕意”⑨，对巡幸所经之地吏民给予赦免 、优恤 、旌表和给复。贞观七年 (633)七月 ，遣大理少 

卿李弘节 、太子中允张玄素 、都水使 者长孙师 ，“巡抚岭南 ”⑩。贞观八 年 (634)正月 ，颁诏遣使巡 行天 

下，“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踽、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畦，御史大夫韦挺，郎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 

逸 ，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 ，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 ，凉州大都督李大亮 ，右领军大将军窦诞 ，太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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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①，要求众位大使，“分行四方，申 

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耆年旧齿，孝悌力田，义夫节妇之家，疾废茕嫠之室， 

须有旌赏赈赡，听以仓库物赐之”②。贞观九年(635)三月十六El，又诏赦天下，宣布“大辟罪已下，皆赦 

除之”，“鳏寡茕独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赈恤”。③ 

据《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年(636)至二十二年(648)期间，太宗不断遣使赈恤遭受水旱等灾害的 

地区，如十年遣使赈恤遭水灾的“关东及淮海之地二十八州”；十二年(638)遣使赈恤遭旱灾的“吴楚巴 

蜀之地二十六州”；十七年(643)令开仓赈济遭旱灾的“汝南州”；十八年(644)开仓赈济遭水灾的“谷、 

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十九年(645)开仓赈济遭水灾的“易州”；二十年(646)诏令赈济 

遭水灾的“沁州”；二十一年(647)赈恤遭水灾的“冀、易、幽、瀛、尝、豫、邢、赵／k,k~l”，遭蝗灾的“莱州”和 

“渠州”，遭旱灾的“绛、陕二州”和“夔州”；二十二年(648)开仓赈贷遭蝗灾的“建州”、“泉州”和“通 

州”，遭水灾的“泸州、交州、越州、渝州、徐州”④，二十二年，令陕州刺史孙伏伽和太子詹事张行成分行河 

南 ，河北 ，“亲见父老，存抚百姓。从军之家 ，州县为之营农”⑤。 

由上述赦诏、赦令及安抚赈恤行为 ，可 以看出，所赦免 、慰抚 、赈恤 的范围包括社会官民各个阶层 ，即 

所谓“百官及庶人”，或者说 ，是对官 民各阶层均予赦慰安抚 。也不难看 出，对于农户和农民的赦免 、安 

抚和赈恤是其重要内容，即赦诏中强调的要“绥静氓黎”、“抚育黔黎”、“存抚百姓”，要对“天下民庶”和 

“见在民户”予以赈恤等。在当时情况下，特别是武德七年未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以前，这些赦诏、赦令及 

慰抚难以真正地如实地得到执行 。不过 ，重要 的是 ，这些赦诏、赦令和抚慰行 为宣布的是王朝 国家的政 

策。这种政策对于隋末大乱之后劫后余生的农户和农民等，显然具有安抚培植之意义。 

(二 )定策立制 ，稳定整顿社会经济秩序 ，推行 轻徭薄赋 、劝农务本政策 ，多种渠道增加农户和农 民 

数量 。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以及隋末大动乱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萧条，稳定并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成为唐 

王朝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以武德元年七月高祖所颁《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开 

其端。该诏有云：“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 

若困穷粮食交绝，具录名簿，速加赈赡。”⑥该诏的重要性，是承认隋末大乱之后上 自公卿、下至民庶的社 

会各阶层人户的现有田宅资产，即使“不预义军者”也予以明确承认，其要旨在于通过承认现实经济状 

况来稳定现实的经济权益和经济秩序，这对于当时包括农户在内的有田宅资产的所有人户来说，都是一 

颗定心丸，显然有利于稳定王朝立国之初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防止因王朝政权更迭而引发进一步的 

经济混乱。 

武德二年(628)二月 ，“初定租庸调法 ，每丁租二石 ，绢二匹 ，绵三两 。自兹以外 ，不得横有调敛 ”⑦， 

承继了隋朝租庸调制 的赋税制度 ，但所规定税额 比隋朝有所减少 ，并强调 除规定税额外 “不得横有调 

敛”，用意之一在于明确立法并减轻农 民的赋税负担。武德七年 四月 ，在全 国统一基本完成 的情况下 ， 

全面制定了均田制、赋税徭役制、乡里邻保村坊制、计帐户籍制等⑧，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一 

制度体系主要针对广大的农户和农民而制定安排，本质目的在于控制基层乡里社会和广大农民，也有培 

植扶持农户和农 民的积极成效 ，如均 田制的制度 目标之一是从制度上授予并承认农户和农 民的小土地 ， 

保 障农 民小土地占有的土地权益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扶植农户从事个 体小生产农业。又如乡 

①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第43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 103(遣使巡行天下诏》，第 524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 83(贞观九年三月大赦》，第478页。 

④ 《册府元龟》卷 105《帝王部·惠民一》，第 1257页。 

⑤ 《册府元龟》卷 161《帝王部·命使一》，第 1948页。 

⑥ 《唐大诏令集》卷 114，第 598页。 

⑦ 《资治通鉴》卷 187武德二年二月条，第5840页。 

⑧ 《资治通鉴》卷 190武德七年四月条，第 5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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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邻保村坊制和计帐户籍制，也具有稳定农户农民和基层社会的积极作用。 

武德六年(632)三月，高祖颁《简徭役诏》，宣布在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内诸州，“自今 

以后 ，非有别敕 ，不得辄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 。庶其安逸 ，明加检约”①。同年四月 ，为配合 当时军事统 

一 全国的形势，再颁《禁止迎送营造差科诏》，宣布“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 

静，自修产业。犹恐所在州县，未称朕怀，道路送迎，廨宇营筑，率意征求，擅相呼召。诸如此例，悉宜禁 

断，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遵诏者，重加推罚。布告天下，咸知此意”②。前后两个月内，连续两次颁 

诏，均强调“非有别敕”，各地州县官司等不得节外生枝加重农民负担，实际上宣布了对农民的轻徭薄赋 

政策。贞观元年七月，太宗又颁《宽缮治器械功程诏》，责令少府监等官司“宽立功程，务从闲逸”，“缓其 

日用”③，要求缓用、轻用工匠和农夫，减轻对工匠和农民的役使，进一步强调了减轻徭役之政策。 

武德六年六月，高祖颁《劝农诏》，宣布要改变隋末丧乱以来“百姓凋残，弊于兵革，田亩荒废，饥馑 

荐臻，黎元无辜，坠于沟壑”的凋敝状况，要“廓清四海，安辑遗民，期于宁济，劝农务本”，责令“州县牧 

宰，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④，要求各州县官司切实负责，劝勉引导农民戮力从事农业生产。这 

实际上是宣布了“劝农务本”的重农政策。贞观三年正月，太宗颁《籍田诏》⑧，并“亲耕籍 田”⑥，恢复 自 

东晋以来废弃已达四个世纪的籍 田仪式 ，亲作表率 ，再次宣导重农政策。 

这一时期政策和制度 的定策立制 ，还考虑到了如何调控和稳定社会经济运行。武德元年九月 ，高祖 

颁 《置社仓诏》，提出要“抚字氓黎”，“跻之仁寿”，“宜置常平监官 ，以均天下之货 。市肆腾踊 ，则减价而 

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触类长之，去其泰甚，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滞”⑦，着 

手设置社仓和常平监官来控制粮食 ，再通过调控粮食价格来调控社会经济平稳运行。贞观二年 四月 ， 

“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⑧，开始大规模推行义仓制度：“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 

各依土地 ，贮之州县 ，以备凶年”⑨，旨在通过设立义仓 ，来实施赈灾和调控粮食的丰歉价格。后来 ，贞观 

十三年(639)十二月，“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置常平仓”⑩，更加重视粮食控制和粮价调 

控。社仓、义仓、常平仓等的设置和推行，不仅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于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农 

户和农民来说显然也是有利的，能够有效避免农户因灾害歉收等原因而陷入破产流亡。 

多种措施收拢增加农户数量和农 民人 口，也是重要的培植扶持政策。这类措施和政策主要有 ：1． 

积极争取因隋末战乱流落到境外的汉族人 口的回归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内附。如武德五年(622)，高祖 

赐书高丽王建武，要求遣还流落高丽的人口，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太宗继位后，继 

续采取这种措施 ，到贞观三年时取得 了突出成效。该年岁末 ，尚书省户部奏 ：“中国人 自塞外来 归及 突 

厥前后内附 、开四夷为州县者 ，男女一百二十余万 口。” 贞观四年 ，唐军武力灭亡东突厥 ，李靖俘虏突厥 

15万 口自阴山以北南迁 ，安置在东 自幽州 、西至灵州的地区 ，设顺 、{；占、化 、长四州都督府加以管理@。贞 

观五年(631)四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当年，“党项羌前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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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者三十万 口”①。贞观六年 ，契芬部落六千多家内附，迁 于甘州 、凉州安置②。这些 回归人 口和 内附人 

口，增加了农户户数和农 民人 口数 ，在短 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2．劝勉及 时婚嫁 ，早生早育，鼓励 人 

口增加。如贞观元年二月，太宗颁《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责令各地州县官司“所在劝勉，其庶 

人男女之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 

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 

有之家，褒多益寡，使得资送”，并制定了有关奖惩规定：“刺史县令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 

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於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③这类措施和政策的推 

行，较快增加了农户数量和人口数量，武德年间，国家掌握的在籍人口只有二百余万户，到贞观十三年， 

增加到了三百余万户，增量迅速。 

(三)约法省刑 ，删减 隋炀帝 时期 的严 刑酷法 ，缓 和社会 矛盾 和阶级矛盾 ，缓解 农 民受 压迫剥 夺 

程度。 

李渊太原起兵后，就宣布废除严苛的隋炀帝大业律令。进占长安之初，“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 

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④。武德元年五月，李渊即皇位，迅速“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 

律令”⑤，着手唐王朝 国家律令 的制定。裴寂、刘文静等参照隋文帝开皇律令 ，“尽削 (炀帝 )大业所用烦 

峻之法”，制成五 十三条格 文 ，“务在 宽简 ，取便 于时 ”⑥。同年十一 月，“诏颁 五十 三条格 ，以约法 缓 

刑”⑦。到武德六年(623)十月 ，“降死罪 ，流以下原之”⑧，又大力减轻刑罚。武德七年 四月 ，新的律令修 

成，遂“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⑨，是为《武德律》。 

高祖还通过一些具体行为，来宣示宽简刑法，如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 

祖谓 日：‘汝何为作贼?’甘罗言 ：‘饥寒交切 ，所 以为盗。’高祖 日：‘吾为汝君 ，使汝穷乏 ，吾罪也 。’因命 

舍之”⑩。又如武德八年(625)二月，高祖“亲录囚徒，多所原宥”@。 

太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对《武德律》再加厘改，修订成《贞观律》，“定律五百条，分为十 

二卷”，“比隋代旧律 ，减大辟者九十二条 ，减 流入徒者七十一条 ”，“凡削烦去蠹 ，变重为轻者 ，不可胜 

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是为《贞观令》。贞观十一年(637)正月，正式颁行贞观律 

和令，即所谓“颁新律令于天下”⑩。还进行了《贞观格》的编订，即“又删武德、贞观已来敕格三千余件， 

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贞观格》“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也 

做了大量删减。《贞观律》成为唐王朝的基本大法，后到高宗时加以“疏议”，合并形成《唐律疏议》，成 

为甚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唐朝的律、令、格大为宽约减省，有益于缓和社会矛盾，缓解农民所受压迫剥夺 

的程度 ，有益于农 民的生产和生活 ，获得“天下称赖焉”@的赞誉 。 

与高祖一样，太宗也通过一些具体行为来宽简刑法，如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 日诏：“决罪人不得鞭 

背。”此诏颁布的原委是，“初，太宗以暇 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叹日：‘夫筹，五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第4l一42页。 

《资治通鉴》卷 194贞观六年十一月，第 6099页。 

《唐大诏令集》卷 110，第569—570页。 

《唐会要》卷39《定格令》，第 819页。 
《资治通鉴》卷 185武德元年五月条，第 5792页。 

《旧唐书》卷50《刑法志》，第 2134页。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8页 

《新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16页。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15页。 

《唐会要》卷4O《君上慎恤》，第 839页。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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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之最轻者也 ，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 ，不亦悲夫 !’即 日遂下此诏”①。又如对死刑 

的判刑特别慎重，尽量减少，贞观四年时，“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②。贞观五年八月，“初令天下决 

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③，对死刑量刑特别慎重。贞观六年十二月十日，太宗“亲录囚徒，放 

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④。贞观十年时，明确下令“国家 

法令 ，惟须简约 ，不可一罪作数种条”⑤。这些对于农民来说也显然具有安抚作用，有利于其生产生活的 

稳定。 

二、对农户和农 民的控制役使 

对于农户和农民的控制是通过制度体系构建来实现的，对于农户和农民的役使则主要是颇为沉重 

的兵役和徭役。 

(一)控制农户和农民的多项制度安排和完整制度体系的构建 

唐承隋制，军事制度沿用府兵制。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的三万军队就是所辖鹰扬府的府兵，太宗贞 

观十年至武周之前，府兵制进人全盛时期⑥。府兵制是士卒拣点征发制度，实行“拣点之法，财均者取 

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⑦的原则，主要从部分农户中征发丁男专门服役，是控制农户和农 

民的兵役制度 。前文已述 ，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 ，制定 了农 民对 国家 的赋税制度。武德 四年九 

月，“诏括天下户口”⑧，下令搜括和掌控户口，重点无疑是搜括农户数和户内人 口数。武德六年三月，集 

中制定了三项制度：其一 ，令“以始生为黄 ，四岁为小 ，十六岁为中，二 十一为丁 ，六十为老”L9j，制定了年 

龄划分和丁中制度 ，着重掌控农户 中成年的丁男和即将成年 的中男 ，掌控国家统治所需的税源和役源 。 

其二，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⑩，制定了按各户资产多寡划分户等的制度。其三，令“每岁一造 

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⑩，制定了一年一编计帐和三年一编户籍的计帐制度和户 

籍制度，将农户和农民等编制控制起来，实施人身控驭。 

到武德七年四月，军事统一全国基本上完成，重建国家政权统治成为唐王朝工作的重心，掌控农户 

和农民的制度构建进一步系统化。《旧唐书》食货志对此做了集中记载⑩：第一，制定推行针对农户收授 

土地的均田制，即“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 

四十亩 ，寡妻妾三十亩 。若为户者加二十亩 。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 ，八为 口分 。世业之田 ，身死则 

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人官，更以给人”。如前所述，这一土地制度授予并承认农户小土地权益，对 

农户有培植扶持之助。不过 ，这一制度的本质 目标是将广大农户固定在所授土地之上 ，并将其小土地纳 

入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调整之下 ，农户的小土地权益是有条件的。第二 ，将武德二年初定 的租庸调法的赋 

税制度 ，完善为赋役制度 ，即“赋役之法 ：每 丁岁人租粟二石。调则 随乡土所产 ，绫绢勉各 二丈 ，布加五 

分之一 。输绫绢绝者 ，兼调绵三两 ；输布者 ，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 ，则收其佣 ，每 日三尺。有 

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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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第 840页。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第 41页。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第 41页。 

《唐会要》卷 40《君上慎恤》，第 840页。 

《贞观政要》卷 8《敕令》，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点校本 ，第 251页。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 128页。 
《唐律疏议》卷 16(擅兴律》“拣点卫士征人不平”条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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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 85(定户等第》，第 1845页。 

《唐会要》卷 85《籍帐》，第 1848页。“比”是时间概念，一比是三年。 

《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第 2088—2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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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斗，次户八斗 ，下户六斗 。若夷獠之户 ，皆从半输。蕃胡 内附者 ，上户丁税钱十文 ，次户五文 ，下户免 

之。附经二年者 ，上户丁输羊二 口，次户一 口，下三户共一 口。凡水旱虫霜为灾 ，十分损四已上免租 ，损 

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详细规定了农户中丁男所承担赋和役的内容以及蠲免细则等，国家 

不但赋税之 ，而且徭役之 ，不但征之 以实物，而且役之以劳力 。第三 ，制定乡里邻保 村坊制度 ，即“百户 

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①。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旨在对 

农户和农民加以地域性控制和组织化管理。第四，确立“士农工商，四人各业”政策，规定农之子恒为 

农，禁止农民及其子孙改变身份和行业，要祖祖辈辈地世代为农。第五，继承武德六年三月的丁中制度 

和计 帐户籍制度 ，对农户和农民加以户 口调查和户籍编制 ，进行严格的人身编制、控制甚至 占有 。 

太宗贞观年间，继续完善强化了控制农户和农民的制度化构建。贞观九年三月，“敕天下户立三 

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②，将武德六年三月的三等户等制改进为九等户等制，按各户户等高低征缴多 

少有差的资产户税和摊派一些差科，其中农户也要交纳户税并是差科的主要负担者。同月，“每乡置长 

一 人，佐二人”⑨，开始实施武德七年四月的乡里建置制度 ，着手县级官司以下 的基层政权建设 。到贞观 

十五年 (641)时，乡长和乡佐虽被罢免简省 ，但乡级政权建置依 旧存在 ，每乡“置耆老一人 ，以耆年平谨 

者 ，县补之 ，亦日父老”④，负责伦理教化工作 ，同时以百户为里 ，每里设里正一人 ；以五里为乡，每 乡共 

设五个里正 。五个里正在贞观十五年之后成为实际上 的乡务管理者 ，成为县级官司最基层 的延伸。贞 

观十五年以后 ，还在村和坊分别设立村正 和坊正⑤，村制和坊制建置得到落实 ，并形成 乡里制与村坊制 

相辅而行的格局——乡里按户VI多少编制，村坊则按地域聚落界限划分⑥。乡里村坊制度的建置及实 

施 ，建立起了基层官司与广大农户和农民之间最直接 的统治隶属关系，实现了最直接的控制与管理。 

在乡里村坊制度建置与实施的同时，也开始了乡里最基层政权以上官司体制的构建。到贞观十三 

年时 ，全国县级官司及县级以上州府官司的行政区划和建置完成 ，即所谓该年定簿 ：“凡州府三百五十 

八 ，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⑦州县乡里制度构建至此趋 于完善。贞观十六年 (642)正月 ，“敕 天下括浮游 

无籍者 ，限来年末 附毕”⑧，下令在贞观十七 年岁末时 ，完成全 国范围内的人 口搜刮和编制入籍工作 ，重 

点无疑是要完成对于农户和农民的人籍编制。这一敕令也说明，贞观十六、七年时对农户和农民的户籍 

编制和州县乡里控制工作已接近完成。 

总之，经过高祖和太宗两朝，唐王朝制定了控制管理广大农户和农民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等制、 

州县乡里邻保村坊制、计帐户籍制、府兵制等，并相互配套，协同推行，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这一制度体系的所有制度均以立法形式确立 ，均是强制性的国家正式制度 ，共 同实现了对广大农户和农 

民的地域固定、人身隶属、赋税剥夺和劳动力役使等，实现了全方位的网络化操控。 

(二)对农户和农 民颇为沉重的兵役 、徭役役使 

在对农户和农民进行制度体系控制的同时，对他们的兵役、徭役役使也无日不在进行，特别是贞观 

十二年之后，兵戈屡兴，战事连绵，役使颇为沉重，对农户和农民造成了持续伤害。 

高祖李渊以晋阳留守所辖鹰扬府三万府兵起兵 ，在进军长安途 中多次“开仓库以赈济穷乏，远近 响 

应”⑨，实际上是吸纳隋末大乱中饥寒交迫的部分农民扩充军队。李渊还收编了多支小规模农民起义 

① 史籍中又有“五邻为保”或“四邻为保”的记载，是错误的。具体论证 ，见中华书局 1992年版陈仲夫点校本《唐六 

典》第 98—99页校勘记[一一二]。 

⑦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第 45页。 

③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第 44页。 

④ 《通典》卷33《职官十五·乡官》，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924页。 

⑤ 谷更有：《唐代的村与村正》，载常建华主编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 

109—118页 。 

⑥ 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6页。 

⑦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 1384页。 
⑧ 《资治通鉴》卷 196贞观十六年正月条，第 6175页。 

⑨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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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进至长安城下时，总兵力扩充到 20万人。这种吸纳收编，实质上是一种对农民的控制和兵役役使。 

此后 ，在唐王朝军事统一全国过程中，有更多的农 民被吸纳为府兵 士卒而被强制 服役 ，死伤在所不免。 

唐王朝建立和巩固之后的太宗贞观年 间，兵役 和徭役也从 未间断，也都对农 民造成 了伤害。举其要者 

如下。 

为解除东突厥对新建唐王朝的威胁 。贞观三年十一月 ，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勤为通汉道行军总管 ，兵 

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 ，华州刺 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 总管 ，灵州大都督薛 万彻 为畅武 道行 军总 

管，“合众十余万，皆受李(世)勤节度，分道出击突厥”①。此役于次年春大破突厥，但时属寒冬，唐军也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贞观五年，唐太宗下令兴修九成宫和洛阳宫，并命将作大匠窦珊具体负责。窦琏督 

促甚急，“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大兴土木以修洛阳宫，连唐太宗都觉得奢靡过度，“遽命毁之，免(窦)避 

官”②。然而，修毁之间，既伤财又劳民。该年，宰相戴胄批评了对农民的兵役徭役役使并感到担忧，说： 

“比见关 中、河外 ，尽置军 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 以九成(宫 )作役 ，余 丁向尽 ，去京二千里 内，先配 

司农(司)、将作(监)。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 

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⑧从戴胄的言辞，可见当时的徭役兵 

役已对京畿和河东地区的农户和农民造成了较大伤害。 

贞观八年十一月 ，吐谷浑进寇凉州。十二月 ，太宗诏令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统帅积石道行军 

总管侯君集、鄯善道行军总管李道宗、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 

高甑生 ，发动了对吐谷浑的大规 模反击④。此次反 击 ，唐军行程数 千里沙碛苦寒之地 ，历经库 山、伏 俟 

城、大非川 、曼头上、牛心堆 、赤水源、乌海 、赤海 、蜀浑山、居茹Jll、突伦川等大小战斗 ，虽于次年 闰四月击 

溃吐谷浑，但唐军也付出了“马瘦人疲”、死伤惨重的代价，如赤水源之战，薛万均、薛万彻率部为吐谷浑 

围困，“从骑死者什六七”⑤，幸得契 何力率兵救援才免遭全军覆灭 ，又如赤水道行军 总管李道彦在野 

狐峡遭遇大败，“死者数万”，只得退保松州⑥。 

徭役 、兵役对于农户和农 民的伤害 ，也引起了侍御史 马周的忧虑。贞观十一年八月 ，马周上疏直 陈 

百姓赋役之重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 ，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 ，而供 官徭役 ，道路相继 ，兄去弟还 ，首尾不 

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 

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⑦马周基于 自己多次 

的访问调查，说 自贞观六、七年以来的徭役已使“百姓颇有嗟怨之言”，贞观五年戴胄“恐致怨嗟”的担忧 

变成了现实。同年十一月 ，太宗往幸怀州 ，有上封事者反 映：“何为恒差 山东众丁于苑 内营造?即 日徭 

役 ，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 ，残人不堪其命 。”⑧也证明了农民徭役负担 的沉重 。然而 ，无论是马周的上 

疏 ，还是怀州上封事者所言，都没有促使唐太宗改弦易辙。 

贞观十二年八月，吐蕃以二十万之众围困松州。太宗命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 

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 ，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 ，“督步骑五万击之 ”。九月，击败吐 

蕃于松州城下 ，斩首千余级，再燃战火⑨。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命交河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和副总管薛万 

均等将兵进击高 昌⑩。次年五月 ，侯君集等攻灭高昌国，“下其二十二城 ，户八 千四十六 ，口一万七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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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地东西八百里 ，南北五百里”④。九月 ，于高昌设立西州、庭州 ，于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 ，留兵镇守。 

此次战役极大地开拓了唐朝疆土，却也加重了百姓徭役兵役负担，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云：“陛下诛灭 

高 昌，威加西域 ，收其鲸鲵 ，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 ，河西供役之年 ，飞刍鞔粟 ，十室九空，数郡萧 

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 

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②可见战事对河西地区农民造成了灭顶之灾，也加重了其他地区农民 

的负担 。不过 ，褚遂 良的奏疏也没有被采纳。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率同罗、朴骨等二十万众人寇。太宗命营州都督张俭率部压其东境，又 

以兵部尚书李世勋为朔州道行军总管，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 

为庆州道行军总管，以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合步骑十余万大规模反击。十二月，李世勋 

部逾越白川道，击败薛延陀于诺真水，“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但“唐马多死”，损失较重。③ 

贞观十八年，太宗不听褚遂良等人的谏诤，决意征伐高丽，七月，“敕将作大监阎立德诣洪、饶、江三 

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等先击辽东以观其势，又以 

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负责河北诸州馈运保障，以太仆少卿萧锐负责运输河南诸州粮食入海，进行征讨高 

丽的前期部署④。十一月，正式下诏征讨高丽，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 

安 、洛阳募士三千 ，战舰五百艘 ，自莱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勋为辽东道行军大 总管 ，“帅步骑六万及 

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⑧，“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⑥。贞观十九年二月，太宗亲 

统六军发自洛阳，御驾亲征，发动了对高丽的大规模进攻。此役历经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安市城等 

战斗，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使唐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仅新城、建安、驻跸三战，唐军“战士死者几二千 

人，战马死者什六七”⑦，不得不于九月放弃攻击而班师，实际上宣布了失败。 

亲征高丽失败之后，太宗仍不甘心，重新部署征讨。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在江 

南宣 、润、常、苏 、湖 、杭、越 、台、婺 、括 、江、洪十二州 ，征发工匠“造大船数百艘 ，欲 以征高丽”⑧。贞观二 

十二年正月，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 

以击高丽”⑨。同年七月 ，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 ，“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 ，大者或长百尺 ，其广半之。别 

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⑩。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 

艘”，⑩为从海路攻击高丽大作准备。强伟等大造舰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 

价踊贵，剑外骚然”，且“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 

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严重加剧了剑南道农民的负担和苦难，激化了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贞观 

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病逝时，三州獠人的反抗仍未平定。高宗继位后，在长孙无忌主持下，“罢辽东 

之役及诸土木之功”⑩，才放弃了再次征讨高丽的部署。 

在重新部署征讨高丽的同时，唐太宗还发动了对薛延陀、龟兹和松外诸蛮等的战争。贞观二十年 

(646)六月，“遣兵部尚书、固安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勋击破薛延陀于郁督军山北，前后斩首五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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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虏男女三万余人”④。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令“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 何力、 

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岜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龟兹”②。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阿史那社 

尔“降处密、处月 ，破龟兹大拨等五十城 ，虏数万 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以归，龟兹平 ，西域震骇 ”。③ 贞 

观二十二年四月，“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 

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④。由上可 

见，唐太宗死前的贞观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兵役和徭役达到了一个顶峰，唐军四面作战，连兵不息，全 

国范围内的黎民百姓深罹戕害。 

三、政策内在悖论与农 民问题解决的局限性 

由以上两个方面的阐述 ，可以看出，高祖和太宗时期，唐王朝对农户和农民既有安抚培植 ，也有控制 

役使。两个方面相矛盾冲突，又同时并存 ，一齐内在地构成王朝国家的农民政策，形成明显的政策内在 

悖论。这种政策内在悖论反映了唐王朝农民政策的两面性，既有培植扶持农民的良性，也有役使伤害农 

民的恶性，不能概称之为“让步政策”，也不能概称之为“反攻倒算”。 

这种政策内在悖论以及 良性 、恶性兼具的两面性 ，决定了当时农 民问题 的解决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 

也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局限性。与隋末战乱和社会动荡时期相比，当时尤其是太宗贞观年间，农民的生产 

生活状况确实有了一定改善，社会经济也有了明显发展，但绝非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好。 

翻检《贞观政要》《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不乏描述贞观年间农民生产、生活的溢美之词。如 

《贞观政要》说唐太宗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 自归乡，竞无一人逃散，其得人 

心如此”，“商旅野次，无复盗贼 ，囹圄常空，马牛布野 ，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 ，米斗三 四钱 ，行旅 自京师 

至于岭表 ，自山东至于沧海 ，皆不赍粮 ，取给于路。入 山东村落 ，行 客经过 者，必厚加供待 ，或发时有赠 

遗。此 皆古昔未有也”⑤。又说贞观二十年问，“风俗简朴 ，衣无锦绣 ，财 帛富饶 ，无饥寒之弊”⑥。《旧唐 

书》记贞观四年时“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⑦。《资治通鉴》贞观四年十二月 

条也载 ：“是岁 ，天下大稔 ，流散者咸归乡里 ，米斗不过三四钱 ，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东至于海 ，南极 

五岭 ，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取给于道路焉。”⑧在这些史籍中，也多见唐太宗本人 的 自我夸饰 。如贞 

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 

所赐 。”⑨又如贞观九年 ，唐太宗说 自己“夙夜孜孜 ，惟欲清净 ，使天下无事 ，遂得徭役不兴 ，年谷丰稔 ，百 

姓安乐”@。再如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说“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⑩。 

无论是史籍的溢美之词，还是唐太宗的自我夸饰，都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虚骄渲染，皆非信史。事 

实上，贞观年间农民的真实生产、生活依旧艰难困苦。这种艰难困苦情形，前文所举史料和戴胄、马周、 

褚遂良等大臣的奏疏已多有揭示。以下典型史料可进一步地加以证实。史载贞观二年，“关内旱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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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卖子以接衣食”①。同年 ，“河南 、河北大霜 ，人饥”②。贞观三年时，“关辅之地 ，连年不稔 ，自春及夏 ， 

亢阳为虐”③。贞观 四年六月，给事中张玄素上 书陈述 当时百姓生活情形说 ：“百姓承乱离之后 ，财力凋 

尽 ，天恩含育 ，粗见存立 ，饥寒犹切 ，生计未安 ，三五年间，恐未平复。”④同年冬 ，高昌王鞠文泰人唐 ，途径 

秦陇之北 ，言其情形是 “城 邑萧条 ，非复有隋之 比”⑤。贞观六年 ，魏徵反对封禅泰 山的建议 ，说 当时“承 

隋末大乱之后 ，户口未复 ，仓廪 尚虚，⋯⋯ 自伊 、洛以东至于海、岱 ，烟火 尚希 ，灌莽极 目”⑥。贞观七年八 

月 ，“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⑦。贞观八年七月 ，“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大水”⑧。贞观十一年七月 ，“癸 

未，大雨。谷、洛(水)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余人”⑨。针对此次水灾，中书侍郎岑文本 

上封事 ，说当时“承丧乱之后 ，又接凋敝之余 ，户 口减损 尚多，田畴垦辟犹少”∞。同年，礼部侍 郎李百药 

也上书陈述当时全国情形云：“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⑩贞观十三年，针对唐太宗颇 

好奢纵和广兴劳役等，魏徵上《十渐不克终疏》有云：“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 

之徒 ，下 El悉留和雇 ；正兵之辈 ，上番多别驱使 ；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 。”⑩贞观二 

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竞惊动了嫔妃充容徐氏。徐氏进谏言道：“窃见顷年以 

来 ，力役兼总 ，东有辽海之军 ，西有岜丘之役 ，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 。且召募役戍 ，去 留怀死生之 

痛 ，因风阻浪 ，人米有漂溺之危。”@ 

这些史料 ，均可进一步证 明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的艰窘和赋役负担 的沉重。王仲荦先生指出，旧 

日的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做理想的‘太平盛世 ’，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 的”⑩。王士立先生也 

指出，贞观年间“农民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一部分农民仍有 ‘饥寒之弊’，至于 ‘富给 ’和 

‘安乐’是根本谈不上的”⑩。要之，贞观年间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绝非美好，其赋役负担颇为沉重，生 

活状况依然困窘 ，这就说明当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农 民问题 ，而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看不到这种局 限 

性而过度夸大所谓“贞观盛世”的惠农成绩，显然是受了旧史溢美之词和唐太宗自我夸饰的误导。 

从政策本质 目的上加 以深度观察 ，对农 民的安抚培植决不表明唐王朝是农 民利益的代表者 ，王朝 国 

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安抚培植 的目的在 于对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 ，进行统治和役使 ，以满 

足王朝 国家统治之所需。可以说 ，安抚培植是服务于控制役使的，控制役使才是农 民政策的本质 目的所 

在。这种政策本质 目的 ，决定了唐王朝不可能真正为农 民谋利益，决定了它解决农 民问题必然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唐代农民艰难困苦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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