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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E1
晚清时在中国南方一个
节日庆典上被雇来助兴

皇帝与“贱民”

的曲艺人。“
贱民”的典
型代表乐户，就是靠卖
艺为生。

“
本属良民，无可轻贱”
“
若果有此等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 ”
雍正五年，雍正帝亲自提出安

时， 则皆茫然无考”，
“
不过相沿恶

际执行中，对那些年代久远、文契无

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

徽宁国府“
世仆”、徽州府“伴当”的
开豁为良问题。 他说：
近闻江南省中， 徽州府则有伴

习耳”。于是，他下令安徽巡抚魏廷

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非豢养，

繁多，不可数计。 粤民视旦户为卑贱

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
魏廷珍经调查后，上奏议请区

不好把握，依然纷争不已。
此外，江南苏州常熟、昭文二

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
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

别对待：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
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

县有一种乞丐，籍属、社会地位与
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 雍正八年，

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
局跑
脊舟中，终
平民抗衡， 威威隐忍，跑
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 旦户本
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

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

孙俱应听从主家使役； 即已赎身，

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

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

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彼姓凡有
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执役，有如奴隶，

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
主仆名分； 奴仆在赎身后所生子

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
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

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他承认旦户被抑为贱民的不

稍有不合， 人人皆得加以垂楚（拷
打），迨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

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
分，应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

户。 雍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华南的广东沿江沿海，生活

合理，应以他们交纳鱼课为基本事
实，视作平民百姓。 因此指示广东

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
习耳。 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此等

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一概
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

着一种 民（或旦民）。 早在宋元时
期，他们就采集真珠（珍珠），向政府

督抚：
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

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
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
清前期江南省大体相当于今

雍正帝觉得魏廷珍所议允当，
批准执行。 其实世仆、 伴当所受压
迫，除雍正提到的种种以外，还与惰

纳贡，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
龙户”，清初称为
“
獭家”。在广州河
“
泊所下辖的 民，每年按户按船交

不必强令登岸。 如有力能建造房屋
及搭棚栖身者， 准其在于近水村庄
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

江苏、安徽两省辖境。 雍正帝从传
闻中得知，安徽的徽州、宁国二府

民一样，多以鼓吹、抬轿为生，不得

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
住。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亲书朱谕，命

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 并
令有司劝谕旦户，开垦荒地，播种力
田，共为务本之人。
这道上谕，为 民开辟了“从

的“伴当”“世仆”， 下贱地位与乐
户、惰民相近，却并非如后两者一

报考科举，不与大姓联姻，也不能与
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 雍正帝的
除豁令， 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

样，是前代罪人子孙，而是
“起自何

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 然而在实

将这些 民编立埠次， 加以约束。
雍正七年，他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
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

良”自新之路。

“
弊政”与“
仁政”
开豁贱民，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各项政事一样，
是雍正朝雷厉风行的改革政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雍正帝在短短的几年中，宣布
削除乐户等贱民民籍，试图解决数
百年来遗留的社会问题。促使他这

持，这大概也是他登基伊始即忙于

样做的原因有四：
第一，厘革前朝弊政。 雍正帝
君臣以清除前代积弊为政治纲领，
明永乐帝“压良为贱”产生的山陕
乐户，固然是“前朝弊政”，故
“
亟宜

序和伦理。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对待
贱民的态度，大致有两种，一是坚
持等级制度， 残暴地奴役贱民，一
是主张部分释放贱民。后者如明初
建文、永乐两朝官至内阁首辅的解

革除”；宋朝有罪的惰民，其后人到
了清朝并没有罪，再加继承，于理

缙，就曾说过：“夫罪人不孥，罚弗
及嗣。 ……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

不顺，应当
“特沛恩纶”，给予出路。
因此，开豁贱民，同摊丁入粮、耗羡
归公、 改土归流等各项政事一样，

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
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他
从维护伦常风化出发，反对降罪人

是雍正朝雷厉风行的改革政治整
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获取政治资本。 据记载，
乐户除籍
“
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
都立揭发失势的年羹尧攘夺皇帝
这份功绩，正好说明，在朝野舆论看

于乐户。
雍正帝君臣与解缙等人的思
想相一致。 有朝臣说：
“
我国家化民
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贱民
“
有伤
风化”，理应清除。雍正自己则表示：
“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 凡习俗相沿，

来，除豁贱民是极大的功德，当权者
都想靠它挣个好名声。 嘎尔泰请求
削除绍兴惰民丐籍，说此举
“
使尧天

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 ”令
贱民改业从良，就是“
励廉耻，而广
风化也”。 表明他们此举的动机，是

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
省惰民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
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 可见

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道德准则，要
与破坏这些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四，压抑绅权与消弭贱民反

释放贱民作为一种“仁政”，可以大
大提高皇帝的威望。

抗。 雍正帝即位后，严厉执行打击
不法绅衿的政策，贱民主要受绅衿

雍正朝初年，胤 面对“继位
不正”的质疑和非议，以及争位失
败的兄弟们的怨恨，统治远不能说
稳固，特别需要普通民众的拥戴支

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之一。
第三，移风易俗，维护传统秩

晚清福州街头的两名苦力。 苦力是一群很不起眼的小人物，虽不一定有“贱民”之名，却同样
生活在社会底层，尝尽艰辛，备受漠视。

出籍的条文。
贱民常年备受欺凌，不满情绪

同一年， 江苏常熟因造船之
需，向当地一些以制绳为业的丐户

郁积，时或爆发反抗斗争。 江南等
地贱民，以前只是默默忍受非人的

勒派催交绳索。 丐户陆三、周文等
向江苏巡抚上告， 反对额外差派，

虐待， 到了康熙年间态度大变，他
们奋发反抗，已被统治者视为严重
危害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
如宁国府泾县的
“
附丁”，即雍

经江苏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
的鬼，于是在该县立碑，予以禁止，
如有违犯，“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
指参，役以篾功令处死”。

正帝所说的“一姓奴役一姓”关系

到了雍正六年， 针对世仆、伴

控制，为他们服务，贱民要脱籍，触
犯绅衿的利益， 这些人自然不乐

中的世仆， 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公开要求开户独立，摆脱主姓

当的
“
开豁令”下达，但在实际执行
中受到地方绅衿阻挠。雍正十二年，

意。 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
特别包含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

的控制。因为声势甚大，牵连日广，
清廷不得不予以允准。

世仆葛遇等十人到北京上访，鸣冤
告状，请求立户，最终得偿所愿。

“
天地为之廓清矣”？
“
天地为之廓清”，未免为过誉谀词，而雍正帝为世代困苦的贱民做
了一件实事，那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自雍正朝起， 清廷着手开豁贱
民，但此后对从良的贱民要求却非常
苛刻。 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定

的处境， 明代帝王也不是完全无所
作为的。 如明英宗（1435~1449 年、
1457~1464 年两次在位） 曾释放教

例，出籍贱民科举应试资格，要从报
官改业的人算起，
“
下逮四世，本族亲

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为民， 他弟
弟代宗（1449~1457 年在位）时则议

枝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
世及亲伯叔姑姐尚习猥业者，一概不

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
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

许滥厕士类”。 即整个直系家族四代
人里没有贱民身份、且无一人从事贱

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 到了清
康熙年间，一度裁革过扬州乐户。

业，方才算数（详见本版相关文章《清
代
“
贱民”翻身不易》）。这个门槛实在

但这几位君主，只是对他们有
机会接触的乐户行些好事，小打小

太高了，光靠雍正帝一纸上谕及某些
地方开明官员的努力，还谈不上真能

闹，未能惠及更多贱民，唯有雍正
帝真是大刀阔斧， 推行全面改革。

拯救贱民脱离苦海。
归根到底，贱民的解放，不是某

故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时
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

个人 （即便是雍正帝这样强势的君
主）一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仍要

廓清矣。 ”“天地为之廓清”，未免为
过誉谀词，而雍正帝为世代困苦的

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贱民欲
改业从良，首先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

贱民做了一件实事，那是谁都不能
否认的。 难怪明清以来诸多专制君

新的就业机会，可是雍正朝时显然不
太具备这个条件。 如前所述，朝中群
臣讨论嘎尔泰请求豁除绍兴府惰民

主中，执政不过区区十三年的雍正
帝，能以具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
旧弊，使王朝政治一度趋于修明而

丐籍的建议时， 礼部官员就曾指出，
惰民出籍后， 就业问题一时无法解
决，可见他们也考虑实际困难，而不
是一味固执保守。

为人所称道。
当然，如前所述，雍正帝贱民除
籍令下之后， 真正受惠改业从良的
贱民毕竟有限， 多数贱民屈辱地位

尽管如此， 雍正帝的开豁令仍
有一定意义， 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

依然固旧。 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
一直拖到清朝末年， 绅衿顽固地制

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
具体一点说， 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

驭世仆，不容改业。 如祁门县有周姓
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1809 年）

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 使贱民有
了离开贱籍的可能。 贱民只要依照

按雍正朝例开豁为良， 但周姓恐李
姓不依， 照旧服役。 到了道光元年

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 就可以
按平民的方式生活， 一定期限之后

（1821 年），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
春充当吹鼓手，双方发生冲突，以致

能应试出仕。假若与平民发生纠纷，
也能以良人身分告官， 不会像过去

闹出惊动一时的人命案子。
而宁波府惰民未能削籍为良的

那样仅仅因为是贱民就遭到无端的

人数也很多，酿成重重矛盾，终于在

歧视和打击。
换言之，至少在原则上讲，贱民
的除籍， 使他们数百年来的积郁有
所申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性有
所削减， 一向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

清王朝覆亡前数年， 即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爆发了又一次严重的
“除豁”事件。 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现任南开大学社会

力，也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清史编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
贱民， 都是持续几百年的历史遗留

纂委员会委员。 本文选编自其专著《雍正
传》，文字略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拟。

问题了。 晚明著名文人沈德符曾不
解地问：“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

—约翰·汤姆逊记录
国与中国人影像——

惰民
“不蒙宽宥”？ 其实对改善贱民

的晚清帝国》一书。

本专题老照片均选自徐家宁译 《中

历史复盘

清代“贱民”翻身不易
文 / 经君健

从 雍 正 元 年（1723 年）开 始 ，
陕西乐户、浙江惰民（又称堕民）、
九姓渔户、 广东 户以及江苏的
常熟、 昭平二县丐户陆续开豁为
良。在此之前，这几类人中只有山陕
乐户被正式列为贱籍， 其他多系囿
于习俗被压为贱，并没有朝廷法律
可作根据。
严格地讲， 这些人本该拥有凡
人 （平民） 等级成员应有的一切权
利。 他们过去被非法地剥夺了权利
既属不当， 在开豁为良以后就应立
即无条件地恢复。可是，事情并不这
样简单。
凡人等级成员的权利中，很
重要的两项是应试和报捐。 应试、
报捐可以使人得到功名、顶戴，进
入绅衿等级或缙绅等级（编按：均
指有功名、曾任官，在地方上有特权
和影响力的乡绅群体）， 其政治地
位、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立即发
生重大变化。 特别是凡人进入缙
绅等级，得膺名器，便由被统治者
变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 可见，应
试权和报捐权乃是通往高等级的
敲门砖。
等级森严的清王朝， 自然不容
许任何人都可获得这种机会。 统治

者不屑与为之服役的人平起平坐，

批准了这份议奏， 据此所定条例全

于四世以后报捐应试，“凡此微贱编

更不能与他们分享权力。 各类贱民
共同的特征便是
“役于人”。 统治者
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某些措施， 以防
止贱民等级的成员“
越级”。
因此，将那些本来是贱民的人，
如乐户， 以及本来不是贱民而被压
为贱的人，如 户等，豁免为良时，
可给予恢复其从事耕读、 工商各业
以自食其力的权利， 但不让恢复其
应试、报捐的权利。由于得官后按规
定可以封赠三代， 所以得豁为良的
贱民，除本人不论外，其子孙也不得
捐考，以免父祖受封，出现上述为缙

文如下：
“
凡开豁为良之乐籍、堕民、丐户
及已经改业之 旦 户、 九姓渔户人等，
耕读工商听其自便。 仍以报官改业之
人为始，下逮四世，必其本族亲支均
系清白自守者，方准应试报捐。 若豪
棍籍端攻讦，欺压讹诈，依律治罪。 ”
条例中所谓
“报官改业”，
“本族
亲支皆清白自守”云云，是指乐户及
其家属不再为娼。至于其他
“
贱民”，
官府明知其本属良民， 不应加以歧
视，且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从业非贱，
没有报官改业的问题，无所谓不
“清

氓抑何幸蒙圣朝之宽典也哉”，严苛
的限制反而成了朝廷宽大的恩典，
真乃荒唐之至。
同治五年（1866 年），严州（辖
地为今杭州下属的桐庐县、 淳安
县和建德市）知府呈上报告，请求
将九姓渔户除籍为良。 九姓渔户
俗 称“江 山 船 ”， 籍 贯 属 严 州 府 建
德县 ， 主 要 活 动 在 衢 江 、 东 阳 江 、
桐江及富春江上，以舟为家，不在
陆地居住。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
棠对此表示大力支持， 他不但认
为应准九姓渔户除籍， 更进一步

绅所不能容忍的现象。
为 此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1771
年），热心维护等级制度的陕西学政
刘 提出一项建议：山陕等省削除
贱籍、改业为良的乐户、丐户，虽然
已经“祓濯旧污，阅时久远，而且为

白自守”，却还是把有关乐户的条例
强加其身上， 等于也把他们当作法
定的贱民来对待。 条例上白纸黑字
写得明明白白， 恰恰是给了统治阶
级及平民阶层以歧视这些“贱民”的
直接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人

指出乾隆三十六年条例的不当之
处。 左宗棠批示道：
“
既准概令改贱为良， 复不准其
报捐应试，必俟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捐
考。虽系遵奉从前雍正年间谕旨办理，
然未免仍涉拘泥。 计自雍正元年至今

里党所共知”，仍要“以报官改业之

不再看不起

户、惰民等，当然是

一百四十余年，已历四世矣。此次既已

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
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并要求明
确规定，不仅本人直系四世以内，即
使“亲叔姑姐尚习猥业者”，也剥夺
其应试报捐权。
刘 的建议，得到礼部和户部
共同会议的同意， 并将这其适用范

难以做到的。
雍正朝时，贱民已得豁贱为良，
获得凡人等级地位， 到将近半个世
纪之后的乾隆朝中叶， 却又剥夺这
他们的若干政治权利， 并给以新的
侮辱。 惰民、 户等过去为贱民，法

准其改贱为良，若仍俟四世清白准捐
考，是同治五年奉行雍正元年谕旨，也
徒与势豪土棍欺压之柄，没[九姓]渔户
清白自守之实，于议无取。 ”
开明的左宗棠颇有点改革祖宗
成法的精神，他指示下级
“
悉心核议，

两途须清流品”， 按照规定，
“
若三代
中曾经服习猥业， 其子孙即不准捐
考”， 所以乾隆三十六年条例不能更
改。他坚持，九姓渔民的捐考问题，只
能
“
照此办理”。尽管左宗棠是马新贻
的顶头上司，行事也极有魄力，无奈

歧视，原因当然很多，但乾隆三十六年
据刘 之议所定条例的存在，无疑是
关键所在。在名义上，
“
贱民”是改贱为
良了，可直至清朝末年，他们都还不能
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平民百姓。

无所据； 开豁以后不同于良却定例
在案，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清
朝文献通考》的编者稽璜辩解道：准

改详备案”。可惜，在森严的等级制度
跟前， 他的想法得不到其他官僚认
可。浙江巡抚马新贻即反对说，
“
捐考

此项改革意见仍然遭到否决。
一言以蔽之， 户、 惰民以及所
有雍正朝被豁为良的贱民，继续备受

所研究员。 本文选编自其专著《清代社

围扩大到“广东 户、浙江九姓渔
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乾隆帝最后

清光绪初年上海《点石斋画
报》上刊登的“绍兴惰民”日
常劳作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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