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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常以制度效能或文化影響力為視角，討

論傳統國家轉型期的能力建設與其政治統治有效

性提升之關係，甚或是將其與傳統國家轉型期的

政治合法性之維繫與穩固相聯繫。需強調者，論

及國家能力命題時，學界既有研究常是從國家與

社會之關係維度或著眼於國際體系維度去論及國

家能力命題，並將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

理）的能力和應對他國競爭與挑戰的能力視為是

國家能力的構成性內容。而且，國家何以能有效實

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理）常是既有研究的

邏輯起點。因此，若欲推動此類研究的深入不僅

需深度剖析前此兩維度間的內在聯繫，更需審視

社會危機中國家能力的微觀基礎──制度效能顯

現。尤需指出，學界既有研究還忽視近代西北賑災

實踐揭示的下述事實，即：

較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演變成破壞性較強的社

近代西北賑災中的制度效能

與國家能力審視
■ 謝  亮

蘭州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社會法治

摘  要：近代西北賑災實踐凸顯了轉型期國家在社會危機時期的救濟、動員、管控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不足。

此類能力缺陷既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又與社會危機互動，而且，社會危機的不確定性還加速降低政治

權力管理（治理）社會的實際能力。事實上，通過對社會危機進行有機控制並實現社會秩序的再建構或維護，

本是「荒政」的主要政治統治功能。但是，此種政治行為的有效性依賴於其相應制度的效能的充分展現。這表

明，傳統抑或是現代國家有效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的能力皆依賴於國家體制、生產方式、文化傳統間能否

形成互動性的支撐結構，尤其是取決於生產方式中處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因

為，政策供給或制度供給的有效性與政治有效性和國家能力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密切關聯，三者在實現社會

管理（治理）總體目標的進程中是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

關鍵字：災荒；荒政；制度體系；國家能力；社會危機

會危機時，曾經完備的甚或是漸趨近代化的賑災

制度體系卻何以或衰敗不堪或其效能難以顯現？

有鑑於此，拙文除將繼續豐富近代西北災荒

研究的相應內容外，亦將在史實的敘述中試圖論

證下述問題，即：

中國傳統政治競爭制度設計雖以「賢能居

位」為其價值基礎和效能基礎，而且，「能者」居位

及其制度體系的功能有效發揮，不僅有助於提升

國家政治行為的效能，亦能穩固國家的政治合法

性。但是，國家有效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

理）的能力依賴於相應官僚體制、生產方式、文化

傳統之間體系性互動結構的支撐。尤在應對社會

危機時，國家更應提升其救濟、動員、管控和維護

行政倫理的能力。這一切又皆取決於生產方式中

處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力量，能否被制度化地

融入國家（官僚）體制。若此，中國傳統荒政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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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效能能否顯現亦應常是前述邏輯的展開。需說

明者，拙文所言國家能力即主要是指國家應對社

會危機時的救濟、動員、管控危機和維護行政倫理

的能力。

一、完備荒政制度與國家政治合法

性穩固

及時並正確應對災荒及其引發的社會危機常

是傳統或現代國家提升政治統治或政治治理效能

的重要內容，亦是國家能力的構成性內容。因此，

「荒政」實踐亦常是傳統國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中

的重要內容。而且，在中國，荒政的政治倫理自其

始便在天災與人事之間建構了直接聯繫，故，荒政

效能提升亦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穩固具有內在關

聯性。如《中庸》即言：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尚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漢

儒董仲舒更以系統化理論化的「災異天譴」說闡釋

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命題。例如，在「災

害、怪異、傷敗」三個層次，他認為：「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所以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

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以

怪異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

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1]即便至近代，此

內在關聯性依然是政治語境中的核心表達內容之

一。

例如，孫中山指斥普遍而系統的貪污常是中

國災荒頻發且成社會危機的根因之一，即是在對

政治有效性的追問中拷問國家之政治合法性。[2]

此種拷問的學理意義即在於，它是在藉此追問，社

會危機中國家能力何以顯現？國家能力不足之原

因何在？其挑戰又何在？此類追問亦皆與政治有

效性命題之審視相關。

中國歷代統治者重視臨災賑濟是自古已然。

國家亦為此而建立了一整套災害救濟和保障體系，

即「救荒之法」。其「法不一，……臨政者辨別而行

之」。[3]至近代之前，其法亦較完備，國家辦賑組織

亦較嚴密，甚或可謂是「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

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幾弊無萌生，澤可下究

耳」。[4]而且，荒政運行機制及其「績效」考核制度

體系不僅被國家建立，亦是其官僚體系常態化運

行中的「重要內容」。基於此，它可實現傳統荒政

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及其相對有效性，從而能相

對穩定地為國家應對社會危機提供制度支援。

例如，從周至清，「凡荒政十有二：一曰備；二

曰除孽；三曰救災；四曰發賑；五曰減糶；六曰出

貸；七曰蠲賦；八曰緩徵；九曰通商；十曰勸輸；十

有一曰興工築；十有二曰集流亡」。[5]前此十二項舉

措基本囊括歷代荒政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對荒政

實行相對的專業管理並劃分專業責任的基礎。它

似乎隱含如下樸素的政治效能意識，即以工具性

和價值中立為代價而求得並保持公共行政自身的

相對穩定，從而既增強政府管理能力又實現傳統

政治倫理與行政效率之間的微妙平衡。

據史而論，中國傳統「荒政」，「肇端於先秦，

初步發展於漢魏，成熟於隋唐兩宋，至元明為其鼎

盛，清代則是中國歷代荒政集歷史之大成，舉凡古

代賑饑濟貧之術，靡不畢舉」。[6]並且，在清代，其

相關內容被載入《大清會典》、《大清律例》及《戶

部則例》等律書。這都表明荒政已實現傳統意義

上的知識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發展。此類法律化、

制度化及其嚴密組織在本質上應主要是基於具體

行政效率考究的技術性設計。尤需強調者，如此完

備之程式和做派即是「國家」意在提升荒政效能，

維繫相應的政治倫理。它既能提升傳統政治統治

的有效性，又在客觀上能助益於國家政治合法性

之穩固。而且，如此完備之程式和做派亦因必須建

基於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建構。因此，在應對社會危

機時，為穩定和維護「秩序」，國家必須具備較強

的救濟、動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的維繫和建構

的能力。

在近代，中國傳統荒政受內外因素之刺激而

漸趨近代化──如荒政法令體系的近代轉型，賑

災機構的專業化的推進，以及諸如救災準備金等

制度建設。儘管，舊政治體系漸趨解體和新舊政

治體系轉換中的衝突頻發以及社會重組之迭加亦

時常毀損荒政效能提升的前提。近代西北賑災實

踐亦循此軌跡而行。這些亦皆與「政治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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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與否相關。而且，荒政效能缺失既根因於政

治有效性不足，亦再次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

機。

最顯見者：國家能力下降，法令效能不彰，使

國家已不能有效地促進荒政效能顯現。尤其是，

當災荒爆發並演化成社會危機時，國家的救濟、動

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維繫的能力不足更是客

觀事實。依學理而論，此類事實確與政治有效性

命題相關聯。

這或即如利譜塞特所言：「有效性是指實際

的政績，即該制度在大多數人民及勢力集團的大

商業或軍隊眼中能滿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
[7]於此，阿拉嘎帕則強調，有效性是政治權力在為

提高共同體和集體利益時的有效運作。與此類似，

獲取戰爭勝利、實現國家繁榮、社會安定和秩序亦

被作為一種成就性偏好，亦被弗裡德里奇視為是

審視政治有效性的重要標準。

綜上，基於對政治權力治理社會或政治統治

之實際能力和業績的審視，以政治有效性為視角，

筆者想強調，近代西北賑災中顯現的制度效能不

足問題不僅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亦與社

會危機形成廣泛的互動關係。而且，相較於學界過

往對政治有效性的討論多注目於「不斷的經濟發

展」、「政績合法性」以及「成就偏好」[8]，它更說

明社會危機管理（治理）中，制度效能是否能充分

顯現不僅是型構國家實際的統治（管理）能力的

關鍵基礎，更是審視政治有效性的重要維度之

一。這亦是中國傳統社會管理（治理）中的偏好─

─滿足政府基本功能──的再次顯現。此偏好與

「賢能居位」的政治制度設計具有內在的契合性，

亦是審視中國語境中政治合法性命題必需加以關

注的歷史維度。近代西北賑災實踐凸顯的國家救

濟、動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不足問題

亦為審視國家統治和治理能力命題提供了史實支

援。

二、人口、物資的巨大損失與國家

賑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在災荒爆發之際，國家常通過完備的賑災行

政程式報災、勘災，實行發賑、減糶、出貸、蠲賦、

緩徵、通商、勸輸、工築（即工賑）、集流亡等制度

性舉措以圖救濟災民，助其恢復生產，穩定物價，

減少財產損失，從而維繫秩序「穩定」。但是，這

一切皆取決於國家和社會的財力是否豐富，較完

備的倉儲、工賑等制度的效能發揮，以及國家和社

會有能力促進勸輸、通商和鼓勵民間主動「集流

亡」等制度的實施。這更說明，無論是在傳統抑或

是現代社會，社會管理或治理之目標實現程度與

相應顯性或隱性制度的效能實現程度成正比。但

是，近代西北災荒爆發之際出現大量的人口、物

資損失，既是國家救濟能力不足的反映，亦更說明

其賑災制度體系的效能正在散失。例如：

1865年，「蘭州旱，民大饑，鬥粟銀七八兩，

餓殍載道，人相食」。1888年春，蘭州府之皋蘭縣

遇大旱，自正月至五月未下滴雨。「民大饑，人相

食，死者無數。饑民將死屍食殆盡」。[9]

丁戊奇荒中，其慘像可謂是物質損失奇重，餓

殍載道，道殣相望。陝西同州，「牛馬多殺，食雞、

豬、貓、犬殆盡，捕鳩鵲，掘鼠兔，取斷爛皮繩、鞋

底、廢皮浸煮醯糟，和為粥，或棄瓜蒂菜須，塵土

中亦取以啖，繩頭、破布、灰炭皆強吞嚼，雖食賑

者十余萬人，而拯救所未能及者仍道瑾相望焉」。
[10]

1920年海原大地震，造成約25萬人死亡[11]，

受災人口達342,798人[12]。重災區蘭州於數月內，

先後震100多次，震塌房屋、土窟8,000餘間，城牆

震塌18處，壓死牲畜8,000餘頭，民死亡人數達

3,000餘人[13]。「所遺災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

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人多倚火炕取暖，衣被素

薄，一旦失所，復值嚴寒大風，忍凍忍饑，瑟縮露

宿，匍匐撫傷，哭聲遍野，不傷餓殍，亦將僵斃，牲

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噬人」。[14]華北救災協會

刊發的《救災週刊》第18期載文《甘肅被震各縣災

情略表》，統計甘肅62個縣共死亡266,187人。於

此，《晨報》（1921.9.15）的統計數是死亡246,000

人。此次地震的人口死亡率高達每分鐘15,000-

30,000人[15]。

1921年固原地震和吳忠、靈武地震兩次共造

成約26,000人死亡。1927年的武威、古浪地震造成

40,000人死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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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0年陝甘再遇大旱災。傳教士記載，

僅蘭州一地，每日餓死者達300人；在岷縣，居民絕

食或缺種子者十有八九，甚至以嬰兒烹食充饑，其

最慘者日餓死數千人。《民國日報》記載，遭災之

地，「道上有餓斃者甫行僕地，即被人碎割，血肉

狼籍，目不忍睹。甚至刨墓掘屍割烈煮食，厥狀尤

慘」[17]。因餓死饑民太多，在蘭州，人們即用大車

投送災民屍體入黃河。而且，轅門前有人賣人肉包

子的事，是因吃的人從中發現小孩指甲才被揭穿
[18]。1930年春，甘肅榆中遭山洪，靖遠遭黑霜，永

登、永靖、定西等地，五色怪鼠摧損田地，莊稼遭

殃，猩紅熱、喉痧等傳染病發生、流行，「死亡者達

五六十萬人」[19]──學界對此資料的準確性雖存

疑，但災民大量死亡是事實。

此外，每遇災荒，官府除移粟就民外，亦常會

有組織地將災民向無災地區遷移就食。逃荒亦常

是災民求存的方式之一。1928-1930年的陝甘大旱

災中，甘肅有百萬災民自發逃荒。例如，寧縣和環

縣逃荒人口占其總人口之 比分別高達19%、

31.3%。[20]但是，政府卻不再進行組織而是任其自

行流動。此間，災民除盲目流向新疆、內蒙，其餘多

是在甘寧青之間遊動，未逃離災荒之區。如是次災

荒中，遭受兵災和旱災的雙重影響且疫情較重的

隴西災民流徙至青海東部，此區的民和、樂都等縣

卻亦因遭旱災而無力容納。而且，死於饑餓和瘟疫

的災民亦多是流入災民。

綜上事實表明，在近代西北，賑災制度體系的

效能正在散失，尤其是諸如社倉、工賑等的制度功

能已散失。這導致國家無物資可行賑濟、平抑物

價、助農民恢復生產，或行工賑。於此現象，甘肅

名紳劉爾炘在重建豐黎社倉時曾言：

「今則環顧四方，從全隴六十七縣中問向之，

常平義社各倉蓋十無一二焉，其一二僅存者大抵亦

徒擁空名更無實際」。[21]於此，這更需討論與之關

聯的動員、社會危機機管控及行政倫理維護等問

題。

三、國家救助、動員能力不足與賑

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於傳統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雖不可高估，但

此能力卻是其克服災荒等社會危機的重要憑藉。

如賑災時，為動員富紳與國家合力共克危機，國家

亦常褒獎積極賑災的富紳。於事蹟顯著者，國家甚

至亦會予其「爵位」頭銜以示表揚。時至民國，此

類舉措依然為國家法令彰顯。再如，在歷史時期，

此類舉措中堪稱典型者當是荒年「勸分」。它又稱

勸糶，即指國家於災荒年間勸諭有力之家無償賑

濟貧乏，或使富戶減價出糶所積米穀以慧貧者的

做法。[22]國家於此種社會動員雖本應強調自願，但

實際常有強制。而且，此類做法又尤其需要高官、

富紳或賢士倡導。如左宗棠主政閩、浙和西北期

間，既倡 行捐贈又 強制進行勸分。同治二年

（1863），因閩、浙災情，左宗棠將「所得養廉銀除

寄家用二佰金以外，悉以賑民」。[23]次年（1864），

他又將萬兩薪俸充作賑銀。1877年陝甘受大災，左

宗棠再度捐薪萬兩。但是，其「勸捐」或「勒捐」則

確因屬於逼令富紳捐賑卻成效不顯。

於此，他在與友人之通訊中即憤然感言：「陝

西紳富足救陝饑而有餘，無如其鏗鄙何？恐非勒令

承捐不可！弟已行章奏，明知廷意殆不謂然，然不

可不使其有所憚也」。[24]為懲一儆百，他曾主張嚴

懲部分紳士富戶。

制度性地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賑災是國

家社會動員能力的構成性內容之一。這也表明，在

社會危機的治理中，國家（政府）亦會因自身某些

能力不濟而將部分公共事務的管理或治理權讓渡

給民間社會。在近代西北，非國家動員的民間力量

──尤其是華洋義賑會這類新型民間力量自發地

廣泛介入賑災事務。

這即有助於彌補國家制度性地社會資源動員

能力不足的缺陷。例如：

1921年甘肅震災爆發。是年5月，柴春霖等與

統一救災會幹事美國人赫約翰，及在甘的一些天

主教傳教士等成立蘭州震災華洋救濟會(後即為甘

肅華洋義賑會)，投入大量人力和大筆賑款進行賑

災。[25]其間，「工賑施賑，最為華洋義賑會所採用，

且側重工賑，非於萬不得己時，不辦施賑」。[26]義

賑會設工賑處，均「用災民為役，俾資就食」，「用

款共十萬元有奇」。[27]

1928年甘肅大旱，華洋義賑會在皋蘭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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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華洋義賑會甘肅工賑築路統計（1921-1931年）（單位：英里、元）

地點 長度 用款 地點 長度 用款

定西 15 12,500 甘草店 10 31,910

朱家井 7 7,680 蘭州至河州 50 58,000

崖渠川 7 10,850 連大溝 7 6,758

狄道 23 54,486 平番 10 10,903

永靖至賣家集 50 75,000 會寧至清涼山 10 25,500

資料來源：中國華洋義販救災總會叢刊甲種第39號：《華洋賑團工賑成績概要》第五集，1934年，第18頁。

縣行工賑，又以疫病盛行，施濟藥餌。[28]而且，其賑

災雖以工賑為主，亦多有急賑。例如，1928年華洋

義賑會派傳教士到秦安縣散放賑濟款3000元；
[29]1929年，華洋義賑會捐洋1820元，由天主教牧師

在武威散放急賑；戴牧師在甘穀散放急賑洋8000

元，並在災區發放衣服2697件。[30]

總之，1921-1931年間，華洋義賑會在甘肅多

有賑濟（見表1）。這亦是自發性的民間力量彌補

國家能力不足之事實凸顯──時代因素影響之下

更增添了外洋色彩。

此外，如蘭州益社、蘭州善濟堂、世界紅十字

會蘭州分會、天水義賑會等慈善團體雖非受國家

動員所驅卻亦自發參與賑災。例如，前述甘肅震災

爆發時，因饑民遍地，蘭州善濟堂於1922年舊曆10

月1日至次年舊曆2月10日設粥廠，舉辦施粥活動。

而且，一些官紳或名士同樣雖非受國家動員所驅

卻亦自發捐獻財物，組織賑災團體進行賑災。

據載，1926年，「（甘肅──引者注）時以戰

事，官紳倡議募捐設紅十字會，任掩骨及防疫事。

戰役旋平而皋蘭榆中洮沙等處人多流離，遂放急

賑兼辦平糶，又靖遠縣喉瘟盛行，遣員施醫救治。

前後用洋一萬四千一百餘元」。[31]1927年武威大地

震後，紳士李鼎超聯合其他人士籌設賑災善後

會。[32]1928年清水縣縣長周順吉會同張家川鎮和

清水縣城紳士馬元超、閻同豐等成立了清水縣救

災急賑委員會，募捐賑洋5,900余元，閻同豐捐秋

糧30石。[33]需強調者，總體而論，近代中國的民間

賑災力量不僅弱小且呈現出分散性，其賑災參與

深度亦不可高估。這也與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的

強弱變化相關。近代西北於此尤甚。以1921年甘肅

震災為例：

1921年甘肅地震災害慘烈，但是，國家賑災的

社會動員能力弱化，其賑災作為亦令民眾心寒。例

如，旅京甘籍人士同年2月24日在《中國民報》撰文

憤言甘肅承擔國家租稅，但人民遭此大劫之際，北

京政府不邀並顧兼和籌之余惠，既拂與情，亦不人

道。屈於輿情壓力，北京政府為賑災雖亦有政策頒

佈，但其行為又被視為似乎僅是姿態展現而已。因

為，此次賑災中，除徐世昌以個人名義捐銀一萬，

北京政府已弱化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使其所頒政

策多是虛文，難以實行。

另一方面，災情爆發時，《晨報》報導稱民眾

亦立即呼籲甘肅地方政府應設立籌賑公所，倡捐

集募，並提公款急辦氈衣，分發倉糧；令災情較重

各縣截留應解款項，立辦急賑；令各鎮道集款分

發。但是，此期督甘的張廣建卻言甘肅是「惟錢荒

力細，拯救難周」。[34]事實上，除前述舉措外，甘肅

地方政府對於此次賑災惟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即

希望北京速發帑銀，申請令將甘肅郵電因賑加費，

管理二成俸費再加一層截留充捐，申請令將鹽稅、

煙酒稅及印花稅暫行劃撥甘肅用於急賑。據實而

論，甘肅地方政府的此次賑災動員亦可謂是盡其

努力，但其力也僅限於此！

面對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不足，為賑濟同鄉

災黎，「旅京甘肅同鄉首先在京成立甘肅震災救濟

會，向各省長官公團及各種賑災團體發出募捐通

電。隨後各地甘籍人士紛紛成立旅京隴右公賑會，

旅滬肅震災救濟會、日本東京同鄉會等救濟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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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固原紳士祁瑞亭捐黃米1萬斤，張福捐小麥、豆

子1萬斤，平涼鎮守使捐贈鍋盔(大餅)3,000斤。[38]

出現此種情形是根因於地方經濟落後，工商業不

發達。其所折射者則是國家和社會體系性的資源

動員能力較弱。

此次賑災還表明，因國家（政府）作用缺失，

弱小之民間賑災力量有其客觀限度。因為，此次受

災的50多個縣中，只有受災較重的30個縣及地區

受到賑濟。賑銀亦屬零星散放（見表3）。其原因即

在於各地捐款匯入時間不一，每筆捐款數目小，籌

賑處「只好擇災情尤重者提前散放，……其他被災

稍輕者，雖望賑甚殷而無法普及」。[39]

除直接散放錢糧外，及時實施工賑亦更能透

募捐錢款以幫助震災救濟，同時電請士紳劉爾忻

出面組織甘肅震災籌賑處辦理賑濟」。[35]甘肅省

政府亦將賑務交由劉爾炘等地方士紳辦理。政府

將全省統捐煙酒均加一成賑捐，以及將在上海、北

京等地的辦賑獎券亦被作為士紳辦賑的賑款補

助。[36]籌賑處散放各處急賑款「因款項無多，不便

派員，皆系發交各縣知事辦理，將其散放情形呈報

在案」。其後，對此類事務的辦理，籌賑處每縣派

兩名紳士「遍歷災區，親查親放」，同時造好「散

放表冊，受賑人員皆有手押」。[37]需說明者，籌賑

處賑款基本是甘肅旅外人士及各省的捐款，政府

投入及本省捐款少。（見表2）本地士紳多是捐糧。

表 2：1921 年甘肅震災籌賑處的資金來源表（單位：兩）

捐款者 數目 捐款者 數目

徐世昌 7,100 北京賑務處 14,200

華北救災協會 7,100 漢口慈善會 712

浙江省 356 廣西省 507.15

黑龍江省 710 吉林義賑會 2,130

新疆省 33,102.6 四川陝甘公所 50.18

山西代縣 213.6 熱察綏巡閱使王 710

杭州督軍盧省長 356 旅滬震災救濟會 99.4

日本同鄉會 699.23 旅京震災救濟會 24,950.647

旅京隴右公賑會 23,869.03 駐京甘肅賑款經理處 62,453.285

上海甘肅獎券局 74,493.1 本省統捐附收一成賑捐 25,065

本省煙酒附收一成賑捐 12,584.42 本省各界捐款 5,402.9025

資料來源：劉爾炘《辛壬振災記》，甘肅省救災聯合會編《辛酉聯合會來往電鎬》。

      另見付國鋒《20世紀20年代甘肅災荒救濟》蘭州大學未刊碩士論文，2006年，第36頁。

說明：本表統計數字為蘭平現銀數目，合計296,864.5445兩。 

  另，共收到蘭平銀票4,868.2兩，錢594串713文。蘭平現銀與大洋的換算比例為0.71兩=1元。

視國家的救助和社會動員能力於災荒賑濟的重要

性。因為，此類活動不僅需國家以較富足的財物作

保障以組織和實施工賑，更需國家與民間組織合

力共濟。但是，1920年甘肅震災後的工賑亦主要是

依賴民間力量所為。此次工賑「由本處（籌賑處）

遴委公正老成能耐勞苦紳士，每縣系二員，攜款前

往專任監修之責」，並「函請督軍、省長分行各該

縣軍隊、知事對於工程有關事件切實贊助保護」，

最終使工程「工堅料實，按期完竣，款不虛糜」。[40]

再如，甘肅豐黎社倉的成功創辦也是依賴民紳劉

爾炘等所為。其時，「今則環 顧四方，從全隴

六十七縣中問向之，常平義社各倉蓋十無一二焉，

其一二僅存者大抵亦徒擁空名更無實際，而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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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惟日不足預指用途以取之於民者，往往又寅支

卯糧，此餘之所為休目驚心，不寒而慄，決計節款

設倉之所由來也」。[41]所以，「茲既有新款用設專

倉，因將舊款概歸實業待行社，改義倉曰豐黎社

倉。因其廒以資儲蓄，又慮之不能恢擴也，擇官園

廢倉之破敗者，商之官家劃分修建用為外倉，規劃

既定，意在推之全隴」。[42]1926年豐黎社倉交由省

政府接管，劉爾炘仍為社正。

另需指出，隨著國家能力的整體性下降，其他

防災舉措如興修水利、治理河患、倉儲制度、加強

氣象監測和建立雨雪禾麥的收成分數和糧價呈報

制度等的實際功亦難展現甚或是漸趨喪失。它們

又加劇了國家面對社會危機時的動員能力不足問

題。

四、秩序維護能力下降與賑災制度

的效能散失

災荒常易導致社會秩序整體失範。在災荒爆

發之際，穩定的社會秩序是國家以其高效的社會

管控能力為社會提供的必備的公共產品。但是，

當近代西北災荒頻發之時，國家（政府）卻長期於

此應對無力，社會秩序失範亦隨之加劇。而且，此

間，國家能力下降亦是一長期性的過程。例如，長

表3：甘肅籌賑處散放賑銀數目表（單位：兩）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武都 5,500 定西 5,000 平番 5,099.84 皋蘭榆中 5,821

西和 4,500 海原 4,185.2 固原 3,814.8 文縣 5,000

隆德 4,000 靜寧 4,000 會寧 3,500 禮縣 3,500

徽縣 3,500 天水 3,500 成縣 3,500 大通 3,000

碾伯 3,000 靖遠 2,500 兩當 2,500 通渭 2,000

平番所屬 

連城、紅城子
2,100

伏羌及所屬 

何家山
2,030 西固 1,300 狄道 760

平涼 1,000 莊浪 1,000 撫彝 100 永昌 100

古浪 100 武威 100

資料來源：劉爾炘《辛壬振災記》，另見付國鋒：《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甘肅的災荒救濟》，蘭州大學未刊碩士 

    論文，2006年，第37頁。

說明：本表統計數目合計，共蘭平現銀86,010.84兩。

期的匪患縱生和區域性的治安惡化及風俗敗壞就

是前此過程的具體折射。

因為饑民「是不死於溝壑，勢將死於鋒刃」。
[43]「平原無獲，僅高山稍收，勢已不支，兼以外來

饑民交訌，人心洶洶」。[44]於此，阿拉嘎帕所言的政

治有效性不足之現象被再次印證，即政治權力不

能再為提高共同體和集體利益而進行有效運作。

因此，災荒爆發之際，官府憂慮因災聚眾而致社會

暴動，尤在迫近輦轂的廣大災區，不勝枚舉之鬧荒

事件使其朝不保夕之感覺愈加強烈。這甚至使一

些官員感言，「值哀鴻遍野，句結甚易，萬一辦理

失宜，必至蔓延為患」。[45]所以，傳統荒政實踐中，

拿捏刑律條款以懲戒鬧事饑民不僅是維持社會秩

序所需，更是一門政治「技術」。被奉為救荒圭臬

的《周禮》十二荒政，即有緩刑和除盜。其中，「緩

刑」既是「表演」求得上蒼庇佑之政治儀式，又是

通過緩和社會矛盾以求管控危機和尋獲安定秩

序。此即所謂「凶年犯刑，緩縱之」，「蓋民迫於饑

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46]但

同時，以刑名重典治盜又維護社會秩序之舉措所

必需。因此，傳統的荒政實踐常強調：

在災荒之際官府首應先發佈文告，禁止劫

奪；對一旦因災為盜者，則應嚴懲首惡，斷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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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之政；要求地方官毋使養癰成患，又不得操之

過蹙，激成事端。

在近代西北，長期性的匪患縱生和區域性的

治安惡化雖肇因萬端，但災荒必是其根因之一。

受制於國家能力不足，官府亦時常焦慮災荒之際

社會治安惡化。此種焦慮亦確有其事實依據。如丁

戊奇荒之巨祲奇災中，饑民鋌而走險、搶糧傷人、

襲擊官府者所在多是。據載，陝西同州府1877年饑

民鬧災事件中，府屬「大荔、蒲城等處搶糧傷人之

案遞出，韓城之白馬川，聚人數千，游勇土匪，互相

煽亂，並有軍械旗幟」。[47]成群饑民扛「王法難犯，

饑餓難當」之八字旗幟，攔路糾搶，希圖一飽。[48]

《同州府志》記載了此事件之經過。

其中：6月，「韓、郃饑民倡亂」，陝西巡撫譚

鍾麟派兵彈壓，韓城知縣王朝鉁「獲其魁著誅

之」。7月26日，蒲城縣「刀匪作亂」，焚燒縣署，戕

殺知縣黃傳紳，譚鍾麟再派兵丁通緝，並重委李世

瑛為知縣，「捕匪首張大娃同抖化兒等數十人，鎮

於法」。10月，「時郡城舉行團練，方平糧價，日市

出城二百余石，而居民仍苦無糧可買，街市填壅，

痛哭喧怒，洶洶欲亂，乃弛定價之禁，禁豪儈之遏

糴者，於是出城糧漸少，進城者日一二百石，人心稍

定，夥劫者派勇往捕，立致重典，其風始息」。[49]

近代西北匪患持續且廣泛，社會風俗惡化，其

一關鍵原因即多與因災而起相關。如甘肅之靈台，

「地尤偏僻，人民素稱安分。革命後十年當中人民

安居樂業，地方安謐，無事，因有古『桃花源』之

稱」。[50]但災荒頻發之際卻是「凶歲饑饑年，下民

無畏死之心」。[51]靈台亦可謂「桃花源」不在，不僅

「父子夫妻多不相顧，人言嘖嘖，習非成是風俗，涼

薄一至於斯，是人心世道之憂也」。[52]

而且，天災與人禍併發之際，為圖生存，災民

常鋌而走險。如在甘肅，他們常進行暴動、搶糧、

吃大戶，嘯聚山林為匪為盜，所以，甘肅「匪氛之

盛，恐怕甲於全國」。[53]而且，「匪過之後，居民廬

舍，全為灰燼，財物劫掠一空，往往食僅可以隔

宿，匪至則悉為劫去，貧民住屋數椽，匪至半椽無

存。故匪過之後絕食者有之，無所歸宿者有之，其

困苦之況，實難盡述」。[54]再如，1928年，馮玉祥之

國民軍與回族軍閥發生紛爭，使甘肅河涼事變爆

發。其後續影響則是使甘肅再次匪患遍地。「此次

匪患，騷擾遍佈全省，為時四五年，殺人逾數十

萬，財物損失無算」。[55]事實上，近代甘肅受天災、

兵禍、匪禍交相蹂躪。其中，僅1928-1930年陝甘大

早災中，甘肅有54縣深受匪患之害。土匪所過之

地，「菁華之城池成滿目荒涼之焦土」。[56]於此，天

津《大公報》載文籲求政府當力行賑災，「勿逼人

民以為匪」，「勿棄民於匪」。[57]國家管控社會危

機的能力之衰降由此亦可管中窺豹。

而且，人口買賣，尤其是婦女買賣猖獗，匪患

縱生以及人相食，不僅反映災荒慘景，更能折射社

會秩序失範與國家能力下降之互動關係。

潘光旦言：「二千年來，賣兒鬻女，尤其是鬻

女，早就成為過渡荒年的一個公認的方法」。「荒

年來了，家裏的老一輩便向全家打量一過，最後便

決定說，要是媳婦中間最年輕貌美的一個和聰明

伶俐的十一歲的小姑娘肯出賣的話，得來的代價

就可以養活其餘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過災情的

時期」。[58]丁戊奇荒中，陝西西商水縣「餓殍載道，

（商水）西北一帶避荒鬻婦女者無數」。[59]醴泉縣

「樹皮草根剝取盡矣，犬牛雀鼠搜食空矣，壯者

逃，老者死，婦女孩提非鬻之於人，即委之於地」。
[60]而且，伴隨災情加深的是女子身價日益低廉。陝

西同州府「賣婦女有一二百錢者，有一二餅易之

者」。[61]大荔縣是「紛紛餓殍滿街衢，婦女逢人便

自鬻」之慘景。[62]1928-1930年陝甘大旱災後，1934

年，張恨水西北遊歷，途途徑隴東、蘭州、河西，其

長篇小說《燕歸來》開篇即言竹枝詞三首，痛陳此

等人間慘景。

其三即是：「死聚生離怎兩全，賣兒賣女豈徒

然。武威人市便宜甚，十歲娃娃十塊錢」。[63]

綜上史實凸顯了國家面對社會危機時的管控

能力不足，亦加劇社會秩序整體性的失範。此種能

力不足亦與官僚體系的行政倫理秉持能力下降緊

密關聯。

五、行政倫理維護能力衰降與國家

賑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客觀而論，迫於穩定社會之需，國家在荒政

實踐中亦想有所作為。而且，社會變遷加速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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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既帶來新挑戰，又為其能力提升增添了

新因素。在近代中國，國家災荒賑濟機構的專門化

和專業化，災荒賑濟的實施與管理的法制化、程式

化等近代化因素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官僚隊伍體

系性的行政倫理鬆弛，不僅限制前此近代化因素

在災荒賑濟中發揮自身作用，亦更使國家能力不

足這一問題被再次凸顯。

如就專門職責倫理履行而論，民國北京政府

時期，國家自於1912年就已設專門機構管理災荒

救濟事務。其中，中央由內務部（後改為內政部）

下設的民政司管理賑恤、救濟、慈善等事務；各

省由政務廳兼管救濟；道、縣都由內務科來負責。

1920年，北京政府專設賑務處──附設於內政部

──後又提升其許可權和規格，專門統一管理全

國賑務。在地方，陝甘等西北諸省的救災工作先

後由內務司、政務廳主管。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

民政府除承續前述做派之外，還常因災而專設特

別委員會，以及因賑災而專設救荒準備金制度等。

例如，為應對1928-1930年的北方大早災，國民政

府即專設豫陝甘賑災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29年4

月30日歸入由馮玉祥任主席的全國賑災委員會管

理。該會曾向甘肅撥賑款373,980.82元。

但是，行政體系的能力不足和官僚隊伍體系

性的行政倫理鬆弛，使國家賑災能力加速下降仍

是普遍事實。例如，甘肅省籌賑處即被幾度更設。

其中，甘肅籌賑處於1920年底仍屬民辦。該處工

作由劉爾忻等民間紳士辦理。再如，因政府賑災

反應遲緩，1928-1930年陝甘大旱時，甘肅籌賑會

亦先由王烜等人辦理，並在各縣設賑務分會。1929

年，籌賑會才由甘肅省政府接辦，被更名為賑務

會。同時，甘肅省府命王烜任主席，並令賑務會兼

理甘肅省豐黎社倉。

事實上，20年代甘肅災荒頻發時，在馮玉祥

率國民軍入駐的短暫穩定期之外，深陷「爭督風

潮」的甘肅各派勢力卻是不理荒政，漠視民瘼。如

1920年甘肅震災爆發時，甘督張廣建和議長王世

相代表全省官、紳、民雖緊急求助中央政府，通電

全國籲求救援，但除此之外其實際賑災效能卻有

限。而且，「爭督風潮結束，各鎮回漢軍閥擁兵割

據，各自為政，就地任免官吏，截留稅款，私設稅

卡，強攤浮收，有增無減，而甘肅省政府也無可奈

何，使本來就十分困苦的甘肅人民生活更加惡

化」。[64]

地方政府或把持地方政權之政治勢力基於財

稅或其他政治、經濟私利而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事

例，更能透視國家（政府）行政倫理廢弛何以既加

劇國家合法性危機，又與國家能力下降形成互動。

以民國時期甘肅的鴉片煙禍為例：協餉斷後，

甘肅財稅是入不敷出。基於財稅增收的考慮，甘肅

各級地方政府對鴉片種植雖明言禁止卻又暗自縱

容。其中，張廣建督甘期間（1912-1920年），其雖

承舊制而令禁種鴉片，但卻不禁運、禁售和禁食。

此舉使甘肅市場的煙價曾暴增至「以白金易一兩，

須十倍其價，與十年前之金價同」，但政府卻「在

各販運地設卡收稅，以辟財源」。 [65]後繼之陸洪

濤，即使面對震災影響甚巨和甘肅稅源匱乏這一

實際，他卻仍為財稅增收和籌措軍費，「乃大開煙

禁，許各縣廣種鴉片，按畝徵收罰款，及四、五月間

查煙苗，不委員禁煙，專委員守提畝款」。[66]

不僅如此，其所頒政策甚至規定，對農民不

種鴉片之農田徵收更多銀兩，名曰「懶捐」。甘肅

各地大小軍閥亦以此效尤，1921年後，甘肅遍種鴉

片。至1925年時，甘肅全省鴉片種植面積竟達50萬

畝，年產煙土達1.5萬擔。[67]其時的甘肅，「在該省

的東北部，通過該省中部直到平涼和省會蘭州，以

及遍及該省西北部，直到安西以外的戈壁邊境，種

鴉片的規模已大大地增加」。[68]「出（平番城）關

外，沿莊浪河東岸……然麥田僅十分之三四，而甘

人所謂花花子者(即罌粟)幾占十分之六七，紅城驛

附近尤多」。[69]「四十裏響水子（今榆中縣境內─

引者注）所有可耕之地，幾乎全種花子，可痛也！

蘭州鬥價現己漲至八兩(鬥量較甘涼為大)，以此情

形蔔之，秋後殆無低落希望矣」。[70]另如靖遠，農

田肥沃，靠近黃河，水源便捷，是甘肅種煙條件最

好之地。是時，靖遠全縣耕地之一半達12萬畝，全

種鴉片，年產煙土600萬兩。1921-1924年，靖遠鴉

片罰沒款項分別暴增至18萬、24萬、36萬、50萬。

其中，高峰的1924年，靖遠鴉片罰沒款項是1921年

的近3倍。[71]

即便如馮玉祥這類風雲際會之人物，在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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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軍主政甘肅期間，基於財政增收所需，除極

盡收刮外，他於鴉片煙毒雖表面禁之，卻實際仍把

徵收煙稅作為其籌措軍餉的大宗來源。在其治下，

「鴉片種子，由當局分給或賤價出售，凡屬農民，

均需播種」。[72]更為甚者，政府不據田畝實征煙稅

卻行攤派，且派款屢增，往往煙田愈少者所攤之稅

捐卻愈多。農戶因煙稅奇重不種鴉片，政府則強令

全縣平均負擔，課派浮收，反倍於正額。強逼之

中，農戶常棄糧不種而慘澹經營鴉片，「讓它好好

的抽苗，好好的開花，豐豐實實的收些煙土，賣得

高高的價錢，拿它完了稅，付了捐，還了債，還要多

少剩餘一點，來對付一家人過日子」。[73]

綜上可知，包括陝甘在內的近代西北，鴉片煙

禍為烈多屬人禍。官僚體系整體性的行政/治倫理

鬆弛常是出現此種人禍的關鍵原因。此期甘肅的

此類人禍中，農民非理性逐利行為雖似乎可被「責

備」，但是，在如此惡劣的「政治」境遇中，農戶若

拒種鴉片則必需交納「懶款」8-15元。他們常「為

環境所迫，不得不爾。如土地一畝，種大煙年收入

七八十兩，可換大洋三四十元，除煙捐二十元外，

尚可餘半數，一家生計，勉強維持。苟種麥穀，則

每畝僅有三四鬥之收成，最多易洋一二十元，以之

納捐，尚虞不足，全家數口之生計，將更無所出。

非甘心種毒物」。[74]鴉片之種植，需要多量水份之

土地，更需要豐富之肥料，此中肥厚之田地，僅黃

河兩岸及渭水沿岸有之，為數亦無幾。自煙禁大

弛，向之種豆寂之良田，大半為罌粟所佔據，本省

每年所產糧食，遂不足供全省人民之食用」。[75]時

人痛陳，「鴉片於甘肅除種種普通禍患外，更有剝

奪民食之罪戾」。[76]甘肅出現如此慘像即是為人

禍所害。

六、結束語

在近代西北賑災中，一方面，荒政的制度功

能雖近乎能「自動」地反應卻又效能不彰；另一方

面，單純依靠「國家」以應對危機，卻又不能克制

行使權力的官吏將私利置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

及整個社會利益之上。最終，既延續傳統又有「現

代」因素嵌入的荒政制度雖似乎漸趨「完備」且近

乎「自動」反應，但是，國家的救濟、動員、管控危

機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卻皆不足。這此間的政治

有效性不足之根因即在於制度效能弱化，而且，由

此而致的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亦與社會危機形

成互動。這些皆說明，傳統或現代國家有效實施

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的能力皆依賴於國家體制、

生產方式、文化傳統諸因素間能否形成互動性的

支撐結構，尤其是取決於生產方式中處支配地位

的統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就

此而論，前述支撐結構並未真正形成才是近代西

北賑災中出現制度效能弱化和國家能力不足問題

的重要原因。因為，政策或制度供給的有效性與

政治有效性和國家能力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密

切關聯，三者在實現社會管理（治理）總體目標的

進程中是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但是，學界對

政治有效性命題的既有討論中於此卻未多加以注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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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蘭州交通大學「青年科研百人計

計劃」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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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mine the national capacity and the 
efficacy of relief system in Modern North-west 
China 

XieLiang(The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famine relief measures in modern 
North East China demonstrated the inadequacy and 
incompetence of the national capacity in the area of 
relief,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 
ethics in times of social crises. The incompetence 
aggravate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n one hand and 
further brought about social instability on the other. In 
fact, famine relief measure that helps mitigate the social 
impact and restores social order is the prime function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whose efficacy, however, is much 
hing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As such, regardless it is a traditional or modern 
st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much 
depended on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 production 
modes/method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how 
they react or interact to one another, in particular, if 
the one in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mode/method is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national system. Becaus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upply or institutional suppl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legitimacy, all of three factors were intertwined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overall goal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Disaster-famine, The Famine 
Relief Measur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National/
State Capacities, Social Cri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