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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榷盐与社会

值的存在是国家权力深入其中的重要原因 。元代由于中央集权的加
强，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其在盐务管理上表现为施行
榷卖制，对盐业产销施行国家垄断。 其中盐务管理机构的构建和作
为盐法执行者的盐务管理人员的设置和管理 ，是国家权力在盐务管
理中的具体表现，因而探讨元代国家权力如何管理盐务 ，首先应该从
盐务管理机构和盐官入手。 还需指出的是，元代是一个大统一的时
代，它的盐务管理机构和盐官设置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它吸收
了金代的管理方式，并在全国统一后，将这一制度推及全国，成为明、
清效法的模板。从盐务管理和盐官入手，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具体运
作，进而廓清元代盐政，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盐政制度的重新认识，同
时为现代盐务管理提供鉴戒。
盐业产销各个环节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食盐的产销和盐务管
理几乎涉及元代社会中的各种群体，盐官、灶户、盐商、百姓，无一能
与盐脱离关系，故研究元代榷盐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元代社会。
探究国家管理之下的各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角色 ，可以较为系统
地了解元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社会秩序以及盐业影响下社会变迁的
特点。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产销为核心的盐业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地
域特点。环渤海盐区、东南盐区、解盐区以及川滇井盐区各自形成了
自己的盐业经济特点，同时各地盐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及其
行盐地面经济的发展。研究元代盐业经济的地域性差距及对行盐区
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对于展现元代盐业经济在中国盐业经济史上的
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二

研究史回顾

古代官府大多采用榷卖制，垄断盐利，以增加税收。执政者会探
讨前代盐政的弊端，从而研讨改良盐法的良方。 故盐业史和盐政史
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成为当今经济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关于元代盐业史的研究成果，前人已做了不少贡献。早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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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 年代，曾仰丰在《中国盐政史》中便有涉及 ①。据日本学者吉田
寅称，较早专门研究元代盐业史的当是日本学者田山茂，其《关于元
代榷盐法》一文登载在《史学研究 》第九卷第 2 号 （ 1937 年 ） 。 就笔
者所见，陈高华的《元代的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是国内较早一篇专门
论述元代盐业经济的文章 ②，该文简略地分析了元代盐业的生产、管
理，重点探讨了元代盐业的运销方式 ，指出元代盐的运销以商运商销
为主，实行国家专卖； 并从阶级的角度阐明了元代盐政对元代社会的
影响。近年来，陈先生进一步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国盐业史
（ 古代编） 》的第四章《元代的盐业 》由陈先生执笔完成 ③。 在该章
中，陈先生对元代盐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机构、行盐地面、盐户、盐的
运销、私盐和盐徒、盐价与盐课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并将该成果
纳入其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经济通史 · 元代经济卷 》④。60 年代，
日本学者佐伯富撰文《元代 に ぉける 盐政 》⑤ 对元代盐政进行探考。
作为对陈振中《元代的手工业 》⑥ 的回应，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
生产的发展》对包括盐业在内的手工业进行了考察，认为元代较之
宋代有所发展，并不是倒退 ⑦。 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略 》简略地探讨
了元代盐法的一些基本特征： 有元一代实行现钱买引； 官卖商卖并
行； 引制肇于宋而倍于元； 食盐的官督民制； 而高价格、高任务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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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专卖之弊剧于前代的原因 ①。 高树林研究了元代的盐户与盐
课②，指出元代盐户是官府强行拨入盐场服劳役的世袭户计，受官府
直接控制的盐业生产者，其数量约占全国总户数的 0. 2% ～ 0. 41% 。
以天历二年（ 1329） 为例，官府所得盐课收入约占盐引售价的 83. 3%
～ 98% ，而工本钞仅为 2% ～ 16. 7% 。 胡小鹏也对元代盐业进行了
考察③。吉成名对元代食盐产地进行了研究 ④。 吴志坚对元代的鱼
盐进行了研究 ⑤。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值得重视。 田秋野、周维亮合
编，朱玖莹校订的《中华盐业史 》已于 1979 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
版发行。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第八章《辽金元之盐业 》用
两节的内容考察了元代盐业的生产与管理 ，着重研究了元代引法的
内容及食盐法、常平盐局和设仓纲运等三个引法的变例。 日本学者
吉田寅对元代陈椿所著的《熬波图 》进行了研究与校勘，氏著《元代
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 〉の 研究 》⑥ 中的研究性部分由刘淼译出发
表。该文以《熬波图 》为中心，探讨了宋元时代的制盐技术，并对淮
浙盐区的盐业生产作了考察 ⑦。
元代地区性盐业的研究： 王俊华认为元代两淮盐运司并未设立
分司⑧； 谢永平分析了元代淮盐与扬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⑨； 林树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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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元代的浙盐 ①； 陈世松、程龙刚对四川井盐的探讨 ②； 柴继光、古
松崇志、邹冬珍对解州池盐的研究 ③； 瞿大风对山西解盐的研究 ④； 王
赛时对山东海盐的研究 ⑤，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论著或从整体上来统筹研究元代盐务，或针对某一盐司的
盐业经济进行考察，或专门研究海盐的生产技术，或涉及元代盐务的
若干方面，均为笔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 然学界
对元代所施行的榷盐制的研究尚不深入 ，包括盐务机构的设置及其
职能，行政部门、监察部门甚或军事机构在盐务管理中扮演的角色，
国家对盐官的选任和管理机制都不太明晰。 盐引法是起源于宋，完
善于元的一项重要的盐务制度，较之前代更为完善，然其具体使用方
式是怎样，在盐业运销中如何运作，都有待深入探讨。元代在很大程
度上施行以盐引为特征的商运商销法，其中商人在盐引法中是何等
角色？ 私盐问题是重要的盐务问题，其中私盐贩的特点和官府针对
私盐而采取的缉私措施，有待进一步考察。另外，研究者对元代制盐
技术并不清晰，往往视《熬波图》所载制盐技术为整个元代的海盐生
产技术。以往的研究中，诸位学者前辈虽多以海盐作为研究的主体 ，
但对因自然环境、生产技术的不同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产生的盐业
经济的地域性差异尚不太明了，同时盐业经济对各地经济，特别是商
业的影响也应说明。人们在研究中过多地注意到海盐经济的宋元因
袭关系，而忽略了元明盐业经济的承接关系 ，这一点必须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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