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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
——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 １９ 世纪的危机在松江
李伯重
摘

要：中国经济在 １９ 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 １８ 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 １９ 世纪中

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１９ 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
称为“道光萧条”。导致这个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 １９ 世纪初期全球气候变化
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这一点，在以往关于 １９ 世纪危机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
因此，本文以松江地区为例，具体地观察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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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正在做的１９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经济结构研究的副产品 ① 。因为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
系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因此把该项研究中的有关内容抽出来并加以扩充，成为专文，提交
由清华大学和密执安大学于 ２００５ 年联合举行的“中国的 １９ 世纪危机”学术讨论会。现将该文做
了进一步修改，以求教学界同行。

一、“道光萧条”
道光时期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时期中，中国经济开始由 １８ 世纪的长期经济成
长，转变为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的经济衰退，而这个衰退又是 １９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基础。因
此，对道光时期中国经济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 １９ 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起点。
１．何谓“道光萧条”
中国在 １９ 世纪上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龚自珍。他在嘉庆末（约
１８２０ 年）就已明白指出：
“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
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② 因为此衰退始于道光时期，因此吴承明称之为“道光萧
条”。他并指出：这次萧条是在清朝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因
此十分严重 ③ 。冯尔康也指出到了道光时代，民困导致民变 ④ ，即经济衰退引起了社会动荡。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０５
① 此项研究题为《华亭－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１８２３ － １９２９ 年》
。华亭县与娄县并为松江府的首县，其地域范围大体相当
于今天上海市下辖的松江区。
②

龚自珍：
《定庵文集》卷中“西域置行省议”
，四部备要本。

③

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４１ 页。

④

冯尔康：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
，载冯氏《清人生活漫步》
，中国社会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７２ － 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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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认为“道光萧条”主要是市场萧条，最突出的表现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
商民皆困；银价由每两合钱 １０００ 文增至 ２２００ 文，江南米价跌落约 ２５％ ① 。江南处于全国市场的
中心 ② ，遂成为主要受害者。事实上，江苏巡抚陶澍在 １８２５ 年就说：
“江（宁）、镇（江）、苏（州）、
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③ 后任巡抚林则徐在 １８３３ 年也说：
“民
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
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
即亏空之一端。”④
２．“ 道光萧条”与 １９ 世纪中国经济衰退
“道光萧条”之说与麦迪森（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近年来的研究结论颇为一致。麦氏运用实
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过去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作了计算：１７００
年时整个欧洲的 ＧＤＰ 和中国的 ＧＤＰ 差不多相等，而在 １７００ － １８２０ 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
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快于欧洲。然后，在 １８２０ 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
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 Ｇ Ｄ Ｐ 下降的地区 ⑤ 。由此而言，
１８２０ 年代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的起点。而 １８２０ 年代正是道光朝前期。
３．“ 道光萧条”在江南
上述“道光萧条”所体现的经济衰退，也清楚地表现在江南。姜皋就松江府西部的具体情况，
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叙述。
首先，田价大幅下落。姜皋说：田底价，“下乡之膏腴者最贵，以粮较轻而租易得也。然三
十年前亩值七折钱五十两者，甲戌（嘉庆十九年，即 １８１４ 年）歉收后，已减十之二三。自癸未
（道光三年，即 １８２３ 年）至今，则岁岁减价矣。癸巳（道光十三年，即 １８３３ 年）冬间，此等田
欲以易钱十千，无受之者。等而下之，有亩愿易一千钱者，则尤难去之耳”；田面价“亦视其田
之高下广狭肥瘠以为差等。向来最上者一亩可值十余千，递降至一二千钱不等”⑥ 。
其次，农业产量降低而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生产无利可图。“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
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况自癸未大水以后，
即两石亦稀见哉！”
“自癸未大水后，田脚遂薄。有力膏壅者所收亦仅二石，下者苟且插种，其
所收往往获不偿费矣。地气薄而农民困，农民困而收成益寡，故近今十岁，无岁不称暗荒。”⑦
第三，农民收入锐减，难以维持正常的再生产。
“壬癸（道光二、三年，即 １８２２、１８２３ 年）以
来，见乡农之凋敝日甚也”
；
“民生日蹙，则农事益艰，如耕牛有不能养者矣，农器有不能全者矣，
膏壅有不能足者矣。人工缺少则草莱繁芜，旱潦不均则螟蟊为患，勉强糊口，年复一年，以至于卖
妻鬻子，失业之农，填沟壑、为饿殍者，不知凡几。即素称勤俭而有田可耕者，亦时形菜色焉”⑧。
第四，农村棉纺织业濒临破产。
“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
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
路也。”⑨
①

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第 ２４１ 页。

②

李伯重：
《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１５５０ － １８５０ 年》
，载《清华大学学报》
（社科版）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

③

陶澍：
《陶文毅公奏疏》卷 ４，转引自冯尔康《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
。

④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１４《田赋志·赈恤》
，光绪《川沙厅志》卷 ４《民赋志·蠲缓》
。

⑤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ｇｒ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９８， ｐｐ．４０－４１．

⑥

姜皋：
《浦泖农咨》
，上海图书馆 １９６３ 年，第 ３、４ 段。

⑦⑨ 《浦泖农咨》第 ９、３３；３８ 段。
⑧ 《浦泖农咨》自序，第 ３９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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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皋所说的情况，与我们根据有关材料得出的结论颇为一致 ① 。由于尔后江南经济衰退日益
加剧，因此我们可以说 １８２３ － １８３４ 年是长期衰退的开始时期。
那么，导致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道光朝经济衰退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些导致太平天国
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导致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以往学界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主要
原因的看法主要有“人口危机”说和“阶级冲突加剧”说。但在江南，仅“人口危机”和“阶级
冲突加剧”两项，尚不足解释太平天国运动之能在此地持续多年的原因，因为在太平天国波及江
南之前，我们并未见到“人口危机”和“阶级冲突加剧”在江南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王
业键指出：
“农民——太平天国的主要群众——的不满，很大部分和银价上升、农产品价格下落及
经济萧条有关。而且，商业化愈高地区，农民受市场变化的打击愈大，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愈高。这
点认识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何以太平天国政权存续期间的活动范围多局限于长江下游。”②
由于“道光萧条”对于商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的影响更大，因此至少是就江南而言，
“道光萧条”及
其附带结果应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多年的主要原因。
那么，导致“道光萧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许多学者们在寻找这些原因时，往往把眼光转
向西方，认为江南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近代工业的冲击。这一点，时人早已注意到。早
在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年），包世臣就已惊呼：“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近
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
“松、太两属，以木棉入优，精胜苏属。近来洋布盛行，价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市必减滞，……
年复一年，亦断难堪此□削矣！”
“商贾不行，生计路绌”③ 。但是从中国棉布出口的情况来看，
在 １９ 世纪初期，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颇为有限的。因此在 １８２０ 年代，我们尚不能说这
是导致江南经济自 １８２０ 年代开始进入衰退（即“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

二、“癸未大水”
导致“道光萧条”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其中之一是 １９ 世纪初期的气候剧变。
１．气候变化在松江
导致松江经济在 １８２３ 年左右开始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道光三
年、十三年（１８２３、１８３３ 年），松江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朝廷累次下令大赈饥民，本地
官民也多次捐资赈济。在道光二年，松江地区也遭受了旱灾，因此有的记载也把这次大灾的开始
时间前推一年 ④ 。不过，道光二年的旱灾不算严重，道光十三年水灾的危害也不及道光三年水灾，
直到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的大水灾，在烈度上才能与道光三年水灾相比。因此道光三年水
灾成为松江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１）１８２３ 年大灾
道光三年夏，整个松江府七县一厅以及附近的苏州府都大水成灾。这场水灾非常严重，署布
政司林则徐说：
“苏属被灾之重，为从来所未有。……此数十万饥饿余生，将何术以处之哉？……
总之灾分太重，灾民太多，灾区太广……”⑤
①
②

１８２３ － １８３４ 年华亭短工实际工资比 １８ 世纪末期有明显减少。参见李伯重《１８２３ － ２９ 年华娄地区的经济结构》
（待刊）。
王业键 ：
《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载台湾大学历史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
，后收于王氏《清代经济史论文集》，
（台北）稻乡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③
④

包世臣：
《齐民四术》卷 ２《答族子孟开书》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６ 页。
姜皋说“壬、癸（道光二、三年）以来，见乡农之凋敝日甚也”
（
《浦泖农咨》第 ９ 段）
。他说到道光二年，因为该年秋松
江遭受旱灾（见光绪《川沙厅志》卷 ４《民赋志·蠲缓》）。但是较之次年的大水灾，这次旱灾还不算太严重。

⑤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１４《田赋志·赈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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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地方文献亦有详细记载。如当时华亭县知县王青莲说：“道光三年夏，江南大水，松属
被灾尤甚。余以七月下旬来权斯邑，淫潦方盛，亟请赈恤，仓粟库钱散无虚日。惟民艰较重，有
例赈所未及者。用是续谋义赈，余首先捐廉为倡，而邑之士大夫皆笃于桑谊，效义恤灾，大小捐
户共输钱三万一百余缗。……后续举义赈共放钱二万六千余缗，共赈民十七万六千余口。”① 娄
县绅耆也在《请赈募捐公呈条款》中说：
“今娄县低区，盖藏素少，猝遭巨浸，不特称贷无门，抑
且佣工无所，其稍高诸处，一伤于戽救之工料，再伤于买补之赀财乏食。……（嘉庆）九年之水，
一淹即退田，亩虽有高低，而同时补种，一律薄收，是以尚可牵算。今漫淹连月，稍高者犹难戽
救，低洼者涸复无期。……高乡田禾，水势渐退，即可耘锄，根已着土可望有收；若在低乡，稻
虽透出水面，一望青葱，而积水未消，难以耘锄，根浮力薄；且屡经风水冲激，禾苗节次受伤，
未能起发；兼之近遇风潮，水势比前更大，复遭淹没，即或有收亦属歉薄……”②
据姜皋说，在这一年，大雨从阴历二月开始下，一直下到九月，其间仅只在六月和八月略有
间歇。大雨引起严重水灾，导致当年水稻绝收。不仅如此，这次大水使得农田被水浸泡数月，从
而导致土地肥力严重受损。直到 １８３４ 年姜皋写《浦泖农咨》时，肥力依然未恢复 ③ 。因此这次
水灾对松江农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２）１８３３ 年大灾
松江尚未从 １８２３ 年的大灾中恢复过来，于 １８３３ 年再次遭大灾。该年夏天，“霪雨为灾，岁
饥米贵”。江苏巡抚林则徐说：
“江南连年灾歉，民情竭蹷异常，望岁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旸
时若，满望得一丰收，稍补从前积歉。乃自六月间，江潮盛涨，沿江各县业已被灾。其时苏松等
属棉稻青葱，……惟种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偏值风雨阴寒，岁多秀而不实。然
大概犹不失为中稔。迨九月后，仍复晴少雨多，昼雾迷蒙，夜霜寒重。乡农传说懓祷膾。臣犹不
信，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乡察看，所结多属空稃，半浆之禾变成焦黑，实先前所不及料。
然犹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砻。不意十月来滂沱不止，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属虔祷，
虽偶尔见晴，而阳光熹微，不敌连旬盛雨。未割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晒无从，亦多发
芽霉烂。乡民烘焙，勉强试砻而米粒已酥，上砻即碎。是以业户至今未得收租。然赋从租出，租
未收纳，赋自何来？又沙地种植禾棉，连岁荒歉，今年风雨腐脱，收成仅一二分。纺织无资，停
机坐食。且节交冬至，赶紧种麦，犹恐失时，况雨雪纷乘，田皆积水，春花难种，接济无资，民
情窘迫。”④ 这次水灾使松江已经很严重的情况雪上加霜 ⑤ 。虽然遭受打击最甚的是上海的棉花种
植，但松江府其他地方也受害极大，因为这些地方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棉，绝大部分来自上海。
此后，到了道光二十九年，又一次严重水灾发生在松江。在上海县，
“夏五月大水，田庐淹
没蠲租，发赈平粜施粥，邑人捐银助赈，一如三年，饿莩载道，民不聊生”⑥ 。
那么，１８２３ 年以来松江不断遭遇大水灾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２．１９ 世纪的气候变化
１９ 世纪初期是全球性气候剧变时期。自大约 １８１６ 年起，北半球气温剧降，最低时的年平均
气温比 １８８０ － １９７５ 年的平均气温低出 ０．６℃，是自 １７ 世纪以来最低的。紧接着这个剧降的，是
一个长达 １５ 年的气候波动时期。直到 １８３０ 年以后，气候才变得稳定一些 ⑦ 。
①

王青莲：
《赈余备荒碑记略》
，载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１４《田赋志·赈恤》
。

②④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１４《田赋志·赈恤》
；光绪《川沙厅志》卷 ４《民赋志·蠲缓》
。

③ 《浦泖农咨》第 ９ 段：
“自癸未（道光 ３ 年）大水后，田脚遂薄。
”
⑤ 《浦泖农咨》第 ３８、３９ 段。
⑥
⑦

同治《上海县志》卷 ７《田赋下·积储》
。
参阅Ｌ． Ｇ．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ｔ ａｔ．“Ｇｌａｃ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ｉｃ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ｕｎｄｅ Ｉｃｅ Ｃａｐ”
（原刊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１４，转引自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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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气候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气候史学者已证实：在华中和华东，１７４０ －
１７９０ 年的半个世纪是一个温暖时期，年平均气温比今日高出 ０．６℃。与此相对照的是，１７９１ －
１８５０ 年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寒冷时期，年平均气温比今日低出 ０．８℃。最低的年平均气温出现在
１８１６ 年，该年平均气温竟然比今日低出２℃，并且是自小冰期（ｍｉｎｉ－ｇｌａｃｉａｌ）以来的最低气温。
有些气候学家则认为中国的第 ６ 个小冰期始于 １８４０ 年左右，一直延续到 １８８０ 年代。而上述中国
的气候变冷在华北、华东和华中最甚 ① 。尽管在此寒冷时期开始于何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
大多数中国气候学者都认为在 １８１６ － １８４０ 年间华东出现了以气温剧降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剧变。
气候剧变也表现在湿度的剧变方面。在中国，气温与湿度的变化有着密切连续。中国大部分
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受两大季风的重大影响 ② 。华东地区对此变化十分敏感，因为低温会使得两
种气流在此停留并且交锋，从而导致降水增加。
１９ 世纪初期的气候剧变，也表现在松江所在的江南地区。张德二和朱淑兰指出：在近代上海
地区，气温在 １８００ 年以后剧降，在 １８３１ 年达到谷底，到 １８４０ 年前后才稳定下来 ③ 。而刘昭民指
出此时期的冬季平均气温降至 ０℃以下，比 ２０ 世纪后期低出 ２ － ３℃。大雪成为冬季常见情景，
太湖常常结冰，而这些情况在此前后都不多见 ④ 。张培远关于江南气候史的研究则指出在长江三
角洲，１７７６ － １８２０ 年是一个偏干燥的时期，而 １８２１ － １８９０ 年则是一个偏潮湿的时期；在此二
时期之间，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⑤ 。换言之，在此地区，气候在 １８２０ － １８２１ 年间迅速地从一个干
燥的时期转变为一个潮湿的时期。
因此很明显，在江南地区，１８２３ － １８３４ 年是一个气候剧变且不稳定的时期。在此气候变化
的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波动，例如 １８０９ 年的奇寒和 １８１４ 年的大旱 ⑥ 。但是这个剧变的主要标
志是 １８２３ 年的大水。尽管这次大水灾波及了众多地区 ⑦ ，但由于其地形，松江是受灾最严重者
之一。这一点，金粟山人和武林退守在为《浦泖农咨》作的跋中已说得很清楚：“浦泖处三江五
湖之汇，昔称上腴”
；
“吾松居东南最下游，潮水挟淤泥而入，涂荡尽田，且夺水为田，故水亦反
夺之。又，地滨海，常苦风，其发在六七月间，于早禾为不宜。且苦苦雾，谷吐穗时经雾即浥，
雾即蒙，故是咎征。所宜惟晚稻，若饱绽之后，淫雨相循，农又伤矣”。而姜皋更明白指出：
“吾
乡地势低洼，稻熟后水无所放，冬遇淫霖，一望白矣”⑧ 。
３．气候变化与经济萧条
一般而言，对于江南大部分稻田来说，在栽培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气温较高，则水稻生长的
生态环境较佳，从而亩产量也较高。反之则较低 ⑨ 。换言之，在较劣的气候条件下，用同样的人
①④
②

刘昭民：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３５ 页。
夏季季风自东南向西北而来，温暖而湿润，带来降水；而冬季季风则由西伯利亚和蒙古南下，干燥而寒冷。如果年平均

气温低，那么干燥而寒冷的北方气流就会停留较久，而温暖而湿润的东南气流也难于深入内地。
③

张德二和朱淑兰 ：
《近五百年来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载《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⑤
⑥

张丕远编：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第 ３３２ 页。
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松江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第１４２页；郑肇经：
《太湖水利技术史》
，
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４６ 页。

⑦

陈高佣等编：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６１０ 页。

⑧ 《浦泖农咨》第 ８ 段。
⑨

张家诚对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所作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指出：年平均气温均匀变化 １℃，我国南方年积
温变化可达 ３６５℃；而主要粮食作物每差一个熟级（即从早熟品种到中熟品种，或从中熟品种到晚熟品种）
，所需积温相
差 １００ － ２００℃。因此气温每变化 １℃，各季作物的熟级可相应变化大约二级。据农业生产的经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
量变化约为 １０％。因此相差二个熟级，产量变化即可达二成左右（见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２３ － １２５ 页）
。这个分析结果是否适用于明清江南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一些记载来看，水稻的熟级随气候
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在明清江南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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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子与肥料，却只能获得较低的产量 ① 。典型的例子是松江府华亭、娄县两县的水稻平均亩
产量，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一般在 ３ 石左右，而在 １８２３ 年水灾以后，下降至 ２ 石以下 ② 。江南
其他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情况也大体如是。例如棉花是松江东部上海等县的主要农产品，但是道
光三年的水灾、道光九年以来阴雨，特别是道光 １３ 年夏秋间霪雨，导致上海县木棉歉收，
“每亩
约一二十斤，乡民忽起捉落花，结队至田，主不能禁，有采铃子用火烘者”③ 。姜皋在道光十四
年说得很清楚，“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
无生路也”④ 。棉价上涨致使纺织无利可图，从而又沉重地打击了江南的另一经济支柱。此情况
一直延续下去，江南经济自然陷入长期衰退。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约自 １８２０ 年代初期始，松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
个衰退是全国经济衰退的一个部分，而其直接原因是 １８２３ 年开始的全球气候剧变所导致的严重
水灾 ⑤ 。依照一些气候史学者的说法，清代中叶（康熙五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即 １７２０ － １８２０
年）是一个比较暖和的时期，而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六年，即 １８４０ － １８８０ 年）是中国
历史上第 ６ 个小冰河期 ⑥ ，而道光元年至二十年（１８２１ － １８４０ 年）则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转折时
期，因此出现气候的剧变是不难理解的。这个转折时期也恰巧是“道光萧条”时期，由此开始了
１９ 世纪的危机。气候的剧变期和经济的衰退期在时间上的重合，应当不是巧合。事实上，这个
气候剧变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引起了严重后果。例如在欧洲，从被称作“没有夏天的一年”的 １８１６
年开始，广泛的农作物歉收使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
的革命浪潮。这启发了我们：在探讨 １９ 世纪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时，气候变化绝不是一个可以
忽略的因素。
（责任编辑：陈炜祺）

The Daoguang Depression and the 1823 Flood
——Economic Decline, Climatic Cataclysm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Songjiang

Li Bozhong
Abstract:China’s economy saw a great retrogr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going down from the eighteenthcentury prosperity 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Because this great change began in the Daoguang Reign (1820-50), it
is called“the Daoguang Depression.” The depress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global climatic cataclys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t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akes Songjiang as an example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cline, climatic cataclysm and social crisis.
Key Words: Songjiang; 1820s; Daoguang Depression; Climatic Chang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risis
①

参见李伯重《
“天”、
“地”
、
“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

②

参见李伯重《１８２３ － ３３ 年间华亭－娄县地区水稻亩产量考——一种新研究方法的尝试》
（待刊）。

③

同治《上海县志》卷 ３０《祥异》。

④ 《浦泖农咨》第 ３８ 段。
⑤

这个气候剧变导致的水灾，不仅发生在苏州、松江等地，也发生在江南大部分地区。例如王寿在《古禾杂识》中就说：
“自道光三年后多水患，而完粮之累日重，由是有田之家渐皆卖田，无田之家不敢买田，而田价逐年趋贱，或四五折，或
二三折，甚至不值一钱，任其荒芜，无人管领。
”

⑥

刘昭民：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第 １３５ 页。他还指出：
“清代末叶以后，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又再度降临中国 ；……
华东和华中冬天的气候也同样地变成冰天雪地的凛寒情况。上海冬季月平均温也常常下降到零度以下（比现在低 ２ － ３
摄氏度），展现常年不会出现的雪景。当时太湖、洞庭湖和汉江流域之水面也曾经结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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