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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资本与社会 

李华瑞 

摘 要： 宋代资本的集中大致有三个途径：一是来自政府机构为权贵高官支付的优厚 

俸禄。二是土地占有者凭借土地经营，集中了一笔可观的金银铜钱。三是坐商巨贾通 

过长途贩运货物 ，从两地间批发 商业提取 商业利润，并从 中形成 巨额财富。宋代的富商 

大贾是由交引铺、金银财帛铺、邸店停塌之家构成。特别是由金融业进行的高利贷资本 

的积累，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显著的表现。它以极高的利率贷款给小农民、手工业者以 

及地主、商人和官僚，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财富。货币财富的增长，促使商业资本和高 

利贷资本的集中。宋代福建的发展 不是江浙地 区发展 的翻版 ，商业资本和 高利贷资本 

的集中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较之两浙地 区要更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 

资本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土地、房产以及通过对仓库、旅馆业、金融业、运输业、客商的投 

资而进行的。宋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表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同官僚、地主逐步结 

合，形成为官、商、地主的三位一体，在宋代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重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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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讨论 的议题主要是围绕西 

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而展开。从 18世 

纪黑格尔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主流看法是 

长期延缓、停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为 

什么长期延缓停滞成为学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二 

战以后国际学界否定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论， 

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观点 ：一是美 国学者费正 清认 

为中国内部不是停 滞 的，而是有 变化 的；二是 2O 

世纪初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宋朝是中国近世 开 

端”的假说即唐宋变革论，经他的后继者和学生 

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在国际唐宋史学界产生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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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 宋代 的资本 与社会 

影 响。1949年我们建立起来 的马克思 主义 的史 

学体系，但是在整体看法上和西方的主流观点有 

相一致的，譬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仍然 

是主要论题之一 ，也有不相一致的，这就是 50年 

代的“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成 为五朵 金花之一 。 

80年代漆侠先生中国古代经济“两个马鞍形 ”中 

的宋代经济高峰论，影响甚大。90年代以后，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美国加州学派反对宋 

代高峰论，认为清代超过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 

展的高峰。但 自进入新世纪 ，日本唐宋变革论 、欧 

美宋代经济革命说引起国内唐宋史学界的高度关 

注，因而宋代经济高峰论被再度热议 ，并且对宋代 

经济发展的历史走 向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 

经济发展和近代化的理论范式给以新的讨论 。如 

果全面评价宋代社会经济的历史走向 ，恐非本文 

所能胜任。故选取近年来宋史学界持续推高宋代 

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讨论较集中的问题谈谈 自己 

的一孔之见 ，不妥之处 ，敬请各位大家批评。 

一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 

本。伴随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快速发 

展，以及政府财政对货币需求的持续扩大，为商业 

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资本 

的集 中大致有三个途径 ：一是来 自政府机构为权 

贵高官支付的优厚俸禄①，大量的金银铜钱集中 

到官僚士大夫手中。如宋真宗、仁宗时候的柴宗 

庆，身为驸马都尉，“所积俸缗数屋，未尝施用”②， 

而那些权臣、贵幸以种种手段进行聚敛 ，积累了巨 

亿的金银财宝。如蔡京 、童贯 、朱动 、秦桧 、张俊以 

及韩伲胄之流 ，就是其 中最为典型 的。张俊在世 

的时候，“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毡，目为不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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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③。就可 以知道他们攫 占社会 财富严重 之一 

斑了。宋高宗绍兴晚年 ，朝廷上曾经议论 ：“比年 

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 ，而少者亦 

不下数十万缗 ，夺公上之权 ，而足私家之欲。”④无 

怪乎有的诗人写道：“多蓄多藏岂足论，有谁还议 

济王孙 ⋯⋯朝 争暮 竞 归何 处?尽 人权 门与 

幸们。”⑤ 

二是凭借土地经营，地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 

大地主，也集 中了一笔可观 的金银铜钱 。前引青 

州麻氏原是宋真宗时候 的官僚地主，因犯罪被抄 

家，之后又兴发起来，藏储库之钱即有 10万贯 ，就 

是一例。宋仁宗时，阻击西夏，曾“借(永兴军)大 

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于数人京官名目偿之，顷 

岁河东用兵 ，上等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⑥。宋 

徽宗借恢复幽云故地而发动对辽战争，大肆搜刮， 

有所谓的“免夫钱 ”摊派给各 阶层。海州怀仁县 

杨六秀才妻刘 氏，“乞 以家财十万缗 以免下户之 

输”⑦。“豪猾兼并之家 ，居物逐利 ，多蓄缗钱 ，至 

三五十万以上 ，少者不减三五万。”⑧这类所谓 的 

大姓 、秀才都是地主阶级中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贮 

积了大量货币，也显然是与经营商业高利贷有密 

切关系。每遇战乱之际 ，这些财主往往把金银缗 

钱之类埋藏起来。如越人黄汝楫，家颇富饶，宣和 

中方腊犯境，以“素积金银缗钱(可值 2万缗)瘗 

于居室”⑨。后来为了解救被方腊 囚禁 的一千多 

人的生命，黄汝楫掘出这批财货，献给方腊，这算 

是货币的一项特殊的功用。 

寺院的僧道，不仅视“钱如蜜”，在其实际活 

动中也积贮了大批金银缗钱。北宋中叶的夏竦就 

曾指 出：“其徒豪右(僧侣上层有财势者)，多聚货 

泉。”@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个僧人 曾“寓钱数万 ” 

于刘永一家，僧人死后，刘永一“诣县 自言请以钱 

详见《宋史》卷一七一、一七二《职官志》奉禄制上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柴主与李主角富贵》。 

《夷坚志》卷二三，戊卷四《张拱之银》。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丙申记事。 

徐寅：《徐正字诗赋》卷二《咏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八，元事占元年九月丁丑。 

《春渚纪闻》卷二《二富室竦财》。 

宋祁：《景文集》卷-A(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 

张溟：《宝庆会稽续志》卷七《玉帝赐黄如楫五子登科》。 

夏竦：《文庄集》卷一五《抑仙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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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其弟子”①。许多寺院由于田产财货之多，“甲 

于一郡”，因而他们也就敢于用上百万到二百万 

的钱修葺寺阁，倍极华奢。② 

宋代社会上最富的不是富家地主、僧道 ，而是 

依靠国家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对财富的大量占有 

的权贵官僚 。 

三是坐商巨贾通过长途贩运货物，从两地间 

批发商业提取商业利润，并从中形成巨额财富。 

唐宋以来，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 

沿岸地带，为了获得以香料、丝绸、陶器之类世界 

性商品的中转为主的远洋贸易和以沿岸地区之间 

的特产品交易为媒介的沿岸贸易的所谓两种贸易 

的转让利润而使输出港湾城市及其后方农村的产 

业蓬勃兴起 。海上贸易商从原来 的土地所有者和 

商人之中大批地涌现出来。巨额资本集聚于奢侈 

品海外贸易，获取了高额商业利润，资本增殖为国 

内贸易中其他商人资本所不能企及。如“泉州扬 

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度今有四十万 

缗”。③ 以牙侩起家转而经商航海的建康巨商杨 

二郎，“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资千万”④。 

海外贸易中的巨额资本，不少掌握在外国商人手 

中，王安石云 ：“今蕃户富者 ，往往有二三十万 缗 

钱。”⑤蕃商辛押陋罗，更是“家资数百万缗”⑥。 

由此可以看出，数十万缗可以视为海上商人资本 

中单个资本数额的水平。 

大批的金银缗钱集中于大商人、大高利贷者 

的手中，越是在大城市中，这种状况越是突出。如 

北宋时的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 

皆是”⑦。南宋的杭州也是如此，“今之所谓钱者， 

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⑧。就是在 

一 般城市中，也不乏拥有巨资的富商大贾，如京东 

路兴仁府坊郭户万延嗣，家业钱达 14万贯⑨“一 

路为最”，列为“高强出等户”。而从事长途贩运 

和海外贸易的大商人，积累的货币财富更加惊人。 

大家知道，《汉书·货殖传 ·宣曲任氏传》时，所载 

樊嘉之流仅有 5000万钱，即被称之为“高赀”而 

列之于传。而这一类的货币资产，在宋代士大夫 

看来 ，“似不足道”，认为“中人之家钱以五万贯计 

之甚多，何足传之于史 ?”⑩这一史实 ，深刻地说明 

了，宋代的商业资本较秦汉有了极为明显的增长。 

由于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货币力量，不仅他们个人 

如“零陵市户吕绚以钱二十万造一大舟”⑧，以此 

进行各种活动，而在战乱年份，政府财政拮据之 

时，往往依靠他们的支持，如宋高宗建炎年间，湖 

州王永从 “献钱 五万缗 ，以佐 国用”@，从 而与朝 

廷、官僚士大夫的联系逐步加强起来，为商业资本 

高利贷资本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 

先说商业资本。宋代的商业资本是由行商和 

坐贾中的大商人作为代表的。这类富商大贾是由 

以下诸类的行铺构成的： 

交引铺。宋代对茶盐实行专利，以茶引盐钞 

算请茶盐。交引铺是这类特殊贸易形式的产物， 

以汴京和临安最为集中。交引铺的出现，是商业 

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金银彩帛铺。买卖金银以及金银首饰的商铺 

和买卖绢帛的商铺。穿衣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基本 

需要，不论是在墟市、镇市，还是在一般城市以及 

汴京等大城市中，都有这种交易，而一些大的商铺 

进行大宗交易。 

邸店、“停塌”之家。这是专门为客商贮存各 

种货物的货栈 ，在临安城内的“停塌 ”还贮存保管 

《宋史》卷四五九《刘永一传》，第 13475页。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夷坚志》丁支卷六，《泉州杨客》。 

洪迈：《鬼国记》引《说郛》卷一一八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己亥。 

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辨任告户绝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28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记事。 

《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第 12866页。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布帛条》。 

吴箕：《常谈》。 

邹浩：《道乡集》卷一二《吕四》。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建炎三年二月辛未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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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的金银。其中大的邸店 、“停塌”之家也属于 

兼并之类 的势力。在汴京 、临安 以及重要 的商业 

城市 ，都有这类的商业资本。 

商人一个极为重要 的特性是买贱卖 贵，从这 

种差额中牟取高额利润。商业资本的一个重要活 

动，就是垄断城市的市场价格，“兼并之家如茶一 

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燕 

设，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 

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这种情 

况 ，不是 茶行独有 的现 象，其 他 的“行 户盖 皆如 

此”。① 这是在既有损于贫下行户又有损于外来 

的行商的情况下，增殖扩大商业资本的。可见商 

业资本竞争中，也是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办法，使少 

数大商人暴发起来 的。 

以交引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则垄断茶引和 

盐钞以牟取厚利，使 自己增殖起来。宋政府为供 

应西部和北部边境上的军需 ，采取 了许多措施 和 

办法，其中之一是鼓动商人把粮草或见钱等运至 

边境，根据其“人中粮草”的数量，而给以报酬。 

为使商人乐于“人中”，付给的价钱要比市场价格 

(边境上的价格)高得多，这叫做“虚估”或者“加 

抬”，以饶润商人。 

作为商业资本另一种类型的代表是行商中的 

大商人。这种商业资本是通过大商人在国内长途 

贩运和海外贸易而增殖 、发展起来的。这是商业 

资本运动的普遍性的形式。通过对某些地区生产 

的控制而增殖起来。商业资本的这项活动有两种 

形式，一是包买所有产品，另一种形式是为取得某 

项产品而预给定钱。商业资本采取上述形式同生 

产紧密结合起来 ，达到 自己增殖的 目的。大商人 

主要地通过长途 贩运大赚其钱、增至资本 的。长 

途贩运的一个 明显结果是地 区差价，这个差价怎 

么造成的呢?毫无疑问是 由运输的船工 、车夫等 

各色劳动者造成的。看下面的一个算式 ： 

地 区差价总额(商 品数量 X每一商品的地区 

差价)：运费 

地 区差价总额 同运费的关系不外乎 以下三种 

情况：差价总额小于运费、等于运费和大于运费。 

4 

如果是前两者，大商人不是无利可图，便是折本， 

这两者是违背长途贩运 的商业经营的规律的 ，因 

此大商人是不肯干的。只有第三种情况 ，差价总 

额大于运费，大商人才有利可图；差价总额超过运 

费越多，大商人也就赚得越多。大商人在长途贩 

运中极力在运费上打主意 ，尽量减少支出。因此 ， 

他们或是由自己的仆人承担运输，或在农闲的时 

候雇佃客承担，或直接雇人贩运，用这类办法少出 

运费。 

再看高利贷资本。在宋代官私记载中高利贷 

者与大商人 、大地主以及品官形势之家 ，并列为兼 

并之家。以长途贩运批发商业为源泉的商业资本 

家、金融业者在海港城市和地区市场圈 中心城市 

形成了巨大的财产。特别是由金融业进行的高利 

贷资本的积累，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显著的表现。 

它以极高的利率贷款给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地 

主、商人和官僚，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财富。由于 

从事这类典当和借贷的必须有“库”房贮存，所以 

在宋代又有“库户”的称号。 

官员们也纷纷放高利贷。宋太宗秦州长道县 

酒场官李益，大放高利贷，“民负息钱者数百家， 

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②，便是著名的例证。《梦 

梁录》上说：“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府第指的 

是官宦世家，依此而言，南宋临安官员们开质库的 

是为数不少的：“城内城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 

万计。”③ 

一 般世俗地主之放债取息是极其广泛的，毋 

庸多说。寺院地主之放高利贷也很普遍，而且这 

项活动也是由来已久的。“库户”、“钱民”则以放 

高利贷为其专门职业。这些人的本性是，如何盘 

算使高利贷资本增殖和再增值。“钱生儿，绢生 

孙 ，金银千万亿化身”④就是最好 的写照。到质库 

或私人借贷钱物，都必须有抵押品，田地是最好的 

抵押品，因而以田契充当。以 田契为抵押为高利 

贷者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 

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对高利贷猖獗的情况有如 

下的评论 ：“今一州一县 ，便须有兼 之家 ，一岁 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记事。 

《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附元载》，第 8949页。 

《梦粱录》卷一三、一八。 

《清异录》卷上《人事·不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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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息钱至数万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 

外，于国有何功而享以厚俸?”“今富者兼并百姓， 

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① 

在两宋三百年间，高利贷利息率具有下降的 

趋势，也是值得注意的。北宋真宗、仁宗之际，欧 

阳修举述当时的高利贷率为：“不两倍则三倍”即 

高达 200—300％。这大概是个别的事例。一般 

来说，高利贷的利息率是所谓的“倍称之息”，即 

100％的利息率。宋真宗时任河北转运使的李士 

衡曾指出：“民乏泉货，每春取绢直于豪力，其息 

必倍。”②从宋仁宗到宋神宗初年“民间出举财物， 

取息重止一倍”。③ 南宋高宗时，依然是“倍称之 

息”：“世俗嗜利子沓贪无艺，以子贷豪取，牟息倍 

称。”④《世范》云：“典质之家至有月息什取其一 

者，江西有借钱约一年偿还而作合子立约者，(小 

字注：谓借一贯文约还两贯文)，衢之开化借一秤 

禾而取 两秤，浙 西上户借一石米 而收一石八 

斗。”⑤从上述记载看，“倍称之息”在两宋居于支 

配地位 。⑥ 

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利息率 40％的青苗钱抵 

制 100％的倍称之息，无疑是对高利贷的一个抑 

制，对高利贷率的下降起了明显的作用。在中外 

历史上，高利贷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谴责。袁采 

斥责“倍称之息”，为“不仁之甚”。 

三、集 中的资本带动社会发展 

货币财富的增长，促使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 

本的集中。资本集中的过程既造成社会贫富两极 

分化，同时也带动社会的转型，提高社会富庶指 

数。宋代经济、社会最发达的都城、江浙地区的发 

展模式即是显著的例证。但是在宋代 自然条件和 

经济发展起点均远逊于江浙的福建的社会经济和 

教育文化事业却有较快的发展，南宋时期福建已 

是仅次于两浙的先进地区，宋代福建的发展不是 

江浙地区发展的翻版，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 

集中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较之两 

浙地区要更大。 

宋代以来，称为闽商、闽贾、闽船的福建商人 

们的活动，开始为社会所注目，在商业界越来越显 

得重要了。他们的活动领域 ，主要是海陆 的贸易 

商业、运输业、金融业；同时，作为技艺人、僧侣、 

道士兼营的商业、农民的副业也不可忽视。当时 

他们主动地投身于这些职业，不外是由于人口过 

剩和耕地寡少，并受到了新的商业营利机会的激 

发。“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 

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⑦“泉州商人夜以小舟 

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⑧泉州一带“朝为原宪暮 

陶朱”，以经商为重。并且，包括作为士大夫而发 

迹者的这些出身于福建的人，当向外地扩展势力 

时，则以牢固的地缘纽带在社会、经济上相互结合 

起来。 

唐以前的福建，是险恶的自然条件阻隔而孤 

立于中原的化外之地。唐中期以后，这种状况跃 

然一变，在仅仅三、四百年间，福建便成了华南重 

要的文化、经济的先进地区。促使这一变化的直 

接原因，可以归结于长途贩运、海外贸易的刺激和 

由于中原人 口迁居南方而带来 的文化 、经济方面 

的开发。海上贸易的影响对于福建商业的发展是 

很重要的。其中泉州是具有全 国意义的大港 口， 

北宋元j；占二年(1087年)，宋政府在泉州设福建市 

舶司，南宋时期，泉州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 

易港口，而泉州名副其实地作为南海贸易的中枢 

港而繁荣起来却是在南宋以后，《梦梁录》载，首 

都临安，如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 

即江浙地区出洋亦须到泉州搭船。然而，事实上 

唐末以来福建沿海的贸易就已经很活跃，五代闽 

国通过中原王朝朝贡贸易的形式发展了公私贸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o，熙宁五年十一月戊午。 

②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一一《李士衡神道碑》。 

③ 《宋史》卷三三一《张问传附陈舜俞传》，第 10663页。 

④ 范浚：《香溪集》卷二二《吴子琳墓志铭》。 

⑤ 袁采：《袁氏世范》卷三。 

⑥ 最新研究认为目前所见城市内部的高利贷的年利率大致是在 30％--100％之间。孙竞：《北宋城市贫富差距与 

收入再分配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版，第 143—144页。 

⑦ 《端明集》卷三四《福州五戒文》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o，绍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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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到了宋代，福建为全国海上商业最发达的地 

区。宋代的沿海城市 ，北从京东路的密州板桥镇 

(今山东胶县)南到广南东、西路的广州、琼州(今 

海南海 口市东南 )，无不 留下福 建海 商 的足迹。 

福建海船并溯长江而上到达镇江、扬州、建康府 

(今南京市)等城市经商。两浙与两淮地区所需 

的香药、生铁、葛布、荔枝、桂圆、蔗糖、茉莉、素馨 

等商品，有可能主要是闽商“转海而至”。对外贸 

易港 口众多。交通技术尤其是海运业的形式更加 

进步 。福建 的造船技术受到 了高度 的评价 ，“海 

舟以福建船 为上 ”，航海技术 也很 进步。到高丽 

五、七乃至二十 日，至温州 、明州所需不过三数 日， 

缩短了与市场的经济距离，形成了经常沟通分散 

的地方诸市场的交易形态。这样一来，以海上商 

业为主的长途贩运便繁荣起来了。 

福建熙宁十年 的商税额约二十 四万贯，比旧 

税额约十三万贯有了显著增加 。通常远程贸易所 

蓄积起来的商业财富使沿海城市和顺着内陆商路 

的城市富裕起来 ，促 进了城 市周边 产业的发达。 

邵武军行商的风气相当浓厚，“家有余夫，则赉健 

往贾售于他州”。唐中期以后，在经济上 由寺院、 

豪族率先进行 了开发，与此同时政府也从财政方 

面给予积极的援助，从而使土地、产业、交通路得 

到了显著的开拓。首先表 现在农业发展上 ，农业 

多种经营以经济作物和果木种植、沿海渔业为重 

要，荔枝、桂圆、茶叶，白梅、乌梅、蓝淀、茉莉、素 

馨、蔗糖为大宗商品，茶叶、蔗糖和水果生产规模 

很大。建茶生产地建安一带“每岁方春，摘山之 

夫，十倍耕者”。从《南涧甲乙稿》载：“今造茶夫 

云集，逮其将散，富家大室宜招集房，假之以粮。” 

据宋子安 《东 溪试茶 录》，建 安有 私人茶 叶作坊 

“茶焙”一千三百余所，假定一个条焙有一个作坊 

主，用三个工人，作坊主或有千余人，雇工当近四 

千人 ，这在当时是一个相 当大 的数字。其次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 ，福建是全国发现宋元窑址最多 

的省份 ，以建窑、德化窑和泉州最著名。福建是著 

名的印刷、造纸中心、造船中心；由于产矿丰富，宋 

政府在建州设丰国监铸铜钱，为宋代四大铜钱监 

之一。福建是 白银 的主产地 ，北宋元丰年间，福建 

银岁课额 69，000两 ，居各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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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的繁荣，既 

吸引以精力、智慧谋求冒险和发财机会的商人、浮 

浪民纷纷集 中到大 中城市。也 吸引 中原大族名 

士，为追求安定与发展余地而陆续移居到福建，直 

到南宋，仍持续着这种状况。而且，因雄厚的商业 

资本 的增殖需求 ，又促成文化、教育 、娱乐的发展 

与之相适应 。宋代福建的教育事业全面兴起 ，时 

人盛称“宋之季，闽之儒风，甲于东南”①。宋代福 

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为 

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大观、政和间， 

朝廷为海外商人和侨民在泉州建立“番学”。福 

建兴学的资金有三个渠道，一是学田、二是地方财 

政、三是商人富豪捐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尚 

学之风颇盛，加上地方官的鼓励提倡，商人、富豪 

捐资办学的热情很高。这些土地与资金由各州县 

学自行管理，或放佃收租，或放贷取息，用以补充 

教育经费。这一做法在 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 

影响。人才辈出、学术隆盛，是文化教育社会发展 

进步的标识，据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 

福建历届进士人数多达 6869人，占宋代进士总数 

35093人 的近五 分之一 。其 中，官 至宰相 、执 政 

者，不少于五十人 ，任职于中枢方 面或地方者 ，更 

不胜枚举。政治家 、军事家、科学家 、文学家与艺 

术家，像群峰森列于宋代版图上。就是在思想方 

面，闽学也领导着南宋的思想界。可以说 ，在宋末 

福建之儒风甲东南，而特别是大商巨贾居住的泉 

州、福州居于最先列。 

四、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投资方向 

首先，投资的主要对象是田产，即向土地房屋 

等主要不动产方面的投资。当时土地投资的盛行 

情况 ，从 田价的上涨和 田讼的频发也可窥视一斑。 

就拿田价来说吧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 ，在河南汜水 

县李诚庄每亩为五贯 ；熙 宁五年 (1072)，官 田的 

赤淤地每亩为二贯五百至三贯 ，花淤地为二贯至 

二贯五百 ；熙 宁八年 (1075)前后 ，苏州每亩为一 

贯文。典田：治平末 ，长安的上等 田每亩为二贯 

弱；同一时期，明州每亩为一贯文。到南宋时候， 

田价暴涨 ，明州定海县为二三十贯、鄞县为三十二 

① 吴澄：《吴文正集》卷z．／k，《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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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到南宋末期，镇江府溧阳县围田每亩十贯；淳 

韦占前后，广州每亩为十贯。苏州苏辙的别墅卖价 

为四万四十贯，后来达数百万(数千贯)。即使土 

地投资不是造成田价上涨的一切因素，但田价确 

实异常地腾贵。 

马端临概括宋代的土地兼并时指出：“富者 

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①把“有资产 

可以买田”放在第一位，这可见通过土地的买卖 

而进行的土地兼并，在宋代具有何等意义了。而 

“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不言而喻，拥有雄厚货币 

力量的大商贾当然占有重要位置。高利贷者利用 

借债而攘夺农民的庄土(自然也有地主的庄土) 

牲畜向土地方面转化，也是不言 自明的。在宋代，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向土地方面转化，对 

土地所有制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袁采在 

《世范》中一再提到“贫富无定势”，他强调“世事 

多变更 ，乃天理 如此 ”，“大抵天 序十年 一换 甲。 

则世事一变”，“今不须广论久远 ，只以乡曲十年 

以前二十年以前以论 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 

势?”②这个有力的冲击使得地主阶级的升降线频 

频地波动起来，它的升降沉浮更加明显起来。因 

此在“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 

则卖”的情况下，买 占土地者主要是形势户、寺 

院、乡豪等豪右大姓，但工商业者也将其商业财富 

转换为土地。除了官户、富家、吏人之外，有的商 

人也购买土地 ，从而成 为外地的地主。一些 老牌 

地主如米信、郭进的后代，也失去了田宅，从地主 

阶级中跌落下来；而大商人高利贷者摇身一变，变 

成了地主阶级。货币的力量对社 会的变动起 了 

作用 。 

其次，仅次于土地的投资对象是建筑物。例 

如，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的富家翁建造了门廊 

厅级均与大官舍相同的巨宅；出身于蜀的丞相崔 

与之在乡里建造了壮丽的府第，于是一位豪商也 

仿盖了一座分毫不差的家宅。又据载，大商家的 

斡仆受瓿代主人之子经营，利用大商 的财富积 累 

了私有财产建造了与主人 同样 的家具齐全的 

① 《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② 《袁氏世范》卷二《世事变更皆天理》。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九，靖康元年正月八 El条。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o，绍兴七年十月。 

⑤ 《宋史》卷二七七《许骧传》。 

⑥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o。 

房子 。 

“缘京师四方客旅买卖多，遂号富庶。人家 

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行往来兴贩。岂肯闲着 

钱，买金在家顿放。”③“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 

使其财布于天下，然后以收天下之功。”④可见商 

人的投资，是自己聚居于商业活动的中心地，通过 

对仓库、旅馆业、金融业、运输业、客商的投资而进 

行的。还有买妾、买婢、买僮等而向买取奴隶方面 

的投资。以及用于古代美术作品、古董的收藏、金 

银的储藏和购买果园、山林等。 

对于商人们来说，土地终究是最永久最安全 

的投资对象。一般民众也不希望将金银等贵重金 

属作为财产储蓄，而更希望把它转化为田产。因 

此，还必须考虑到，这种土地投资本身既是间接商 

业营利的源泉，同时也包含着以多田为自豪的奢 

侈投资之一面。 

五、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形成 

宋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表现了这样一个 

趋势：同官僚、地主逐步结合，形成为官、商、地主 

的三位一体，在宋代社会结构 中形成一个重要 

势力。 

第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人物总 

是想方设法挤进官僚士大夫群中，借以改变 自己 

的门第，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科举考试是商人 

向官僚地主转化的一个桥梁。在宋代，有不少的 

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士大夫的行列 

中的。 

许骧祖上原是商人，世家蓟州，资产富殖，许 

骧父亲请当地著名教育家戚同文培育，后考中进 

士，成为显赫。这个商人家庭就转化为官僚地主 

了⑤。做上宰相富弼 的女婿 ，并登上参 知政事 的 

高位，因外表华丽多采而博得“金毛鼠”这一绰号 

的冯京，也是来 自商人家庭。⑥ 商人之向官僚地 

主转化，首先是“读书为士人”而后中科举、释褐 

7 



李华瑞 宋代的资本与社会 

为官 ，就转化成功了。 

第二 ，大商贾 、高利贷者 的又一转化途径是 ， 

通过联姻而与官僚士大夫相结合。富商大贾需要 

的是官僚士大夫的权力、地位。而官僚士大夫则 

餍羡富商大贾们的钱财，富商大贾与官僚士大夫 

的结合 ，乃是权力地位与资财的结合 ，富商大贾便 

可因此“以庇门户”，同原来的地位大不 同了。这 

种情况似乎更多一些。婚姻 的形式 ，一是娶官僚 

贵势之女 。真宗时开封尉氏县茶商马季 良娶刘皇 

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① 苏州商 

人朱冲，是徽宗朝朱动的父亲，其家族内“弟侄数 

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②。大 

名鼎鼎的大桶张氏，在婚姻方面最为突出 ：“近世 

宗女既多 ，宗正立 官媒数 十人掌议婚 ，初不限 阀 

阅，富室多赂宗室求婚 ，苟求一官 ，以庇门户 ，后相 

引为亲，京 师 富人 如 大桶 张 家 ，至 有 三 十余 县 

主。”⑨婚姻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女儿嫁 给官僚士大 

夫。最受到富商大贾们垂青的是新科进士 ： 

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 ，择过省士人 ， 

不问阴阳吉凶及其 家世 ，谓之 “榜 下捉婿 ”。 

亦有缗钱，谓之“系提钱”，盖与婿为京索之 

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 ，亦于榜 下 

捉婿 ，厚捉钱 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 至千 

余缗 。④ 

富商大贾需官僚士大夫的权力、地位 ，官僚士大夫 

餍羡富商大贾的钱财 ，富商大贾与官僚士大夫两 

相结合，权力地位与资财相结合，富商大贾便可由 

此“以庇门户”，同原来的地位有所不同。 

第三，富商大贾高利贷者之向官僚士大夫转 

化的再一途径是花钱买官。 

第 四，富商再一个转化途径是 向一些有权势 

的勋贵投靠 ，以便得到这些人 的荫庇。此外 ，还有 
一 部分商贾则同官府结合起来，逐步向官商方面 

转化。 

当然 ，也有一批士大夫特别是其 中的下层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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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夏四月壬寅。 

《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 

朱或：《萍州可谈》卷一。 

朱或 ：《萍州可谈》卷一。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福州五戒文》。 

商人方面转化 。宋代官员 ，不分文武，不分大小 ， 

大都同商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通过以上转化途径或渠道 ，在两宋 300年问， 

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官僚士大夫转化， 

不断同官僚、贵势等势力相结合，从而逐步形成为 

官僚、地主和大商贾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成为帝 

制统治的一个支柱。明、清两代那些惯于附庸风 

雅的淮南盐商，蒸龙烹凤，穷奢极欲 ，就是与帝制 

国家结合，转化为三位一体的一批官商。在他们 

把持的盐业中，不但找不到资本主义的因素 ，而且 

很难在这个土壤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是漆侠 

先生通过对宋代经济关系的解剖，揭示了宋代以 

后至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产生近代工业 

文明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结语：“重本抑末”传统经济观念的变与不变 

周秦以降至唐 ，历代政府奉行 “重本抑末”的 

政策 ，士大夫及社会 的经济观念也多是 以从事农 

业为“本”，从事工商业为“末”，可谓根深蒂固。 

但是在商人蓄积财富极盛一 时的宋代 ，当然这种 

禁忌也被松弛 了，并出现了认可营利的思想。正 

如蔡襄之“凡人情 莫不欲富 ，至于农人商贾百工 

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⑤，司马光之“无 

问市井 田野之 人 ，田中及外 ，自朝 至 暮，惟 钱惟 

求”⑥，从事工商业可 以致富这一点 ，统治 阶级也 

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便逐渐产生了凭借专制政府 

的力量，将工商业纳入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以之富 

国的官营工商的政策和观点，改变 了富国只有农 

业一途的认识。如果将宋代的禁榷制度同前代 

(特别是西汉)的禁榷制 度进行 比较 ，就会发现 ， 

宋代的禁榷制度有很大改进 ，突出表现为 ：前代的 

禁榷 ，往往禁榷 品的生产 、运输 、销售全过程都由 

官方经营，由于官吏的特殊身份和官僚机构的固 

有运作机制 ，造 成许多弊病 ，结果是 国家得利不 

多，百姓却受到很深的伤害；而宋代官方把禁榷品 

司马光：《传家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熙宁七年四月十八 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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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运输、销售中一些不适合官府(官吏)直 

接经营的环节 ，转让给 民间工商业者或普通百姓 

经营，这就是贯彻了所谓“官商分利 ”的原则 。这 

一 原则得到统治阶层中许多人的认 同。吸引商人 

参加到禁榷运作中来，这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韩 

愈就曾提出过将食盐零售出让给普通商人的主 

张。到北宋初，发行交引，也是将一些禁榷品的零 

售权转交给商人，事实上已贯彻了官商分利的原 

则。此后各种钞引的发行 ，无不贯彻这一原则。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官方 比较注意有条件地 

发展商业。统治者认识 到市舶贸易能给官方带来 

巨大收益，因此对发展市舶贸易格外重视。如宋 

神宗讲：“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 

钱、刘窃据浙、广，内足 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 

笼海商得术也。”①宋高宗也对市舶贸易很重视， 

强调此项收入系“在常赋之外”，要户部向他报告 

收支情况，且令人专门制定了对纲首和官吏的鼓 

励性法规。② 宋 朝统治 者 比较 注 意商税 合理 征 

收，经常根据实际收入情况调整各地商税定额和 

税率，调整税卡的布局，惩治那些刁难商人、苛征 

商税、敲诈勒索的官吏。 

工商业者的地位有所提高，表现在五个方面： 

1．商人可送其子弟入官办的州县学就读；2．被允 

许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3．通过向官府进纳 

钱粟而跻入仕途；4．商贾通过交结宗室、贵戚、官 

员 ，甚至与之联姻 ；5．通过为 国家管理税收 ，充当 

出使随员、立军功等加官进爵。宋代商人身份比 

较复杂。亦官亦商者有之，如王安石所说：“自非 

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 

充其养者也。”③地主经商在于“用贫求富，农不如 

工，工不如商”的致富规律，而商人投资土地，则 

遵循“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历史传统。至南宋 

后期，士大夫对子弟从事“末业”采取了开放的态 

度。《袁氏世范》卷二《子弟当习儒业》在分析作 

为士大夫子弟可就之业时，虽然仍将习儒登进士 

而致富贵视为首选，将私塾教师作为第二选择，不 

得已才选择代书人、巫医、僧道、农业、商业、技术 

等则作为养生之计，但是在观念上与前代视之不 

屑为的“贱业”相比毕竟已是有了不小的进步。 

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的确大为增强，“重本 

抑末”、“农本工商末 ”的传统 观念 到宋代受到很 

大冲击。清人沈尧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 

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 

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保 

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 

益重。”是什么原 因使得士大夫 与商人 的关 系大 

为变化呢?沈尧认为：“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 

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 

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 

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 

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④这段话 

从一个 侧 面反 映了宋 以后 思想 家、政治 家 的主 

体——士大夫对商人地位及其社会功能认识的 

演变。 

当然，对于宋代商品经济出现的对传统经济 

观念的冲击浪潮，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固然相当多 

士大夫与时俱进，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观念，但是这 

与帝制 国家仍 然在很 大程度 上奉 行 的“重 本抑 

末”政策是不能 同 日而语 的，更何况南宋后 期 的 

理学 (道学)渐居官学主导地位 ，理学 (道学 )的经 

济观念依旧尊奉的是“子罕言利”“义主利从”“崇 

道德黜功利”“不与民争利”等传统教条，而且影 

响元明清六百多年。同样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和商业的繁荣也要看到本身 的局 限性 ，尽管宋代 

官方对工商业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将私人工商 

业同官营工商业相比较，宋代的私人工商业实际 

还相 当脆弱。在工商业中，最有利可图的盐酒茶 

香药的部分都被帝制国家垄断实行了禁榷，官方 

占据了资源最好的矿山等。私人工商业只能啃官 

方遗弃的骨头，或者投靠官方，成为官营工商业的 

附属品。宋代官方实行“官商分利”原则，有意地 

吸引商人为其效劳。于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粮 

草商、钞客、交引铺商、盐商、茶商等，他们都依附 

于官府。他们有时与官吏勾结大发国难财，成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六《三司条例司废置》，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161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午。 

《临川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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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有时又被官方变换立法而坑害 ，倾家荡产 。 

他们的荣辱兴衰同帝制国家的变化紧密相关。造 

成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1．这种商品经 

济受到政治的干预控制，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 

独立性质。2．这种商品经济的生产形式与流通 

形式往往脱节 ，投入市场的商 品往往不具有交换 

价值生产性质。3．这种商 品经济 的流通形式 中， 

买者的简单再生产和消费 目的性大于扩大再生产 

目的性 ，卖者交纳赋税的 目的性大于获取商业利 

润的 目的性。后两个特征也是一般小商品生产可 

能共有的，但以中国古代最为典型而充分。④ 而 

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在 中国古代史上以宋代最为 

突出。 

另外，商税是在宋代首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 

来源之一的，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认为它证明着 

当时社会商品经济较之前代有飞跃性发展 ，不过 

近年来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关于宋代商税的问 

题，似应作更为周全的考虑。尽管商品交换规模 

10 

的扩大是商税收入增长 的必要前提之一 ，但不能 

反过来依据商税收入的数据来推论工商经济与农 

业经济互相之间发展水平的比例。日本学者宫泽 

知之在研究宋代盐政与商税征收关系时发现，宋 

仁宗庆历八年(1048)解盐改行通商法后，全国的 

商税岁人锐减一半 ，而且此后 即便在王安石新政 、 

全力推进赋税货币化的时期也未见增长的史实 ， 

进而提出了“盐的专卖和在沿边取得军粮这项 国 

家经济政策 ，决定性地制约了作 为商税课 征对象 

的商人 的活动”的看法，这个看法既 明确 了宋代 

国家巨额商税收入的主体，是与专制国家以及获 

取军粮 的财政政策直接联系，是这些财政政策 的 

衍生物。同时又能帮助我们理解宋代文献将禁榷 

与征商视同一体 书写为 “征榷 ”的内在含义 。以 

往对来 自社会 自发性商品交换的商税的过高估 

计 ，由此可以得到澄清。② 

(责任编辑：仲平) 

① 参见叶坦：《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 4期。 

② 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 301—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