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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前中期ꎬ对酒这一日常消费品并未实行榷酤专卖政策ꎬ而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以及社会稳定ꎬ
试图依靠行政力量在生产流通领域实施禁酒禁曲ꎮ 但由于酿酒、酤酒、饮酒事关成礼合欢与百姓生计ꎬ且酒及酒

曲市场发展规模庞大ꎬ其已深深嵌入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中ꎬ加之仅仅依靠官僚体系使得政策推行不力ꎬ导致禁

酒效果不大ꎬ政府仅多于灾年歉地禁酒ꎮ 而后禁酒政策松弛ꎬ在晚清演化为“寓禁于征”ꎬ酒税成为政府财政收

入的重要税源ꎮ 与此同时ꎬ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也经历了多次的禁酒运动ꎬ从温和禁酒、绝对禁酒到立法禁酒ꎬ
卓有成效ꎬ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ꎮ 比照 １７—１９ 世纪中西禁酒的原因、过程和结果ꎬ可以折射

出中英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ꎮ
〔关键词〕禁酒ꎻ税酒ꎻ日常消费品ꎻ粮食供应ꎻ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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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作为一种特殊饮品ꎬ兼具经济和社会文

化功能ꎮ 但自酒诞生以来ꎬ因其酿造原料、成瘾

性后果等原因ꎬ各国多有酒禁ꎮ 对于中国酒禁演

变的纵向时段分析可以折射出政府推行酒禁的

内在驱动力有所变化ꎬ但总离不开王朝最为关注

的财政和稳定问题ꎮ 与此相应ꎬ横向跨区域、跨
国度的比较ꎬ可以反映酒禁的普遍性和演变的多

样性ꎮ
中国历代从酿、酤、饮即生产、流通和消费三

个层面开展酒禁ꎬ方式主要包括禁、榷、税ꎬ各个

朝代的政策执行侧重点不同ꎮ 以往学者对于中

国历史上的酒政多有关注ꎬ时段主要集中于汉

代、隋唐、宋代等ꎬ〔１〕 而对清代酒政关注相对较

少ꎮ 范金民认为历代王朝专擅造酒、与民争利ꎬ
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乾隆禁酒的目的是为了节

约粮食、限制消费ꎬ这是清代与以前历代禁酒的

根本区别ꎮ〔２〕赵晓华则将清代禁酒与救灾联系在

一起进行了长时段考察ꎮ〔３〕晚清至民国酒税对于

国家财政的意义是学者的另一关注点ꎮ〔４〕 此外ꎬ
亦有学者专门讨论区域酿酒业的发展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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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酒政经历了禁酒———弛酒———税酒的

转变ꎬ皇帝、官僚、士绅、商人等就酒的利弊、是否

禁酒、如何禁酒等诸多问题均有讨论ꎮ 这些讨论

表明酒既在百姓日常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甚至于

政治、军事等方面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ꎬ同时也

对粮食安全、社会安定具有一定的危害ꎮ 在清朝

推行禁酒政策前后ꎬ英国也正开展禁酒运动ꎬ禁
酒最终形成法律制度ꎬ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风气ꎮ 但英国的禁酒缘由、参与群体、
方式和结果与清朝大不相同ꎮ 二者禁酒历史的

不同ꎬ折射出此时中英社会深层结构的差异以及

演变道路的“分流”ꎮ

一、清朝的禁酒、弛酒与税酒

酒禁意指在某些特定场所和时期内限制甚

至禁止酒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ꎮ 中国历代实行

酒禁的缘由有多种ꎬ诸如“饮酒亡国” “酒能乱

性”“饮酒伤身”等认识ꎬ所谓“水为地险ꎬ酒为人

险”即是言此ꎮ 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制曲酿酒靡

费粮食ꎮ 粮食和酒的关系是“去此以为彼ꎬ彼多

则此少ꎬ必然之理也”ꎮ〔６〕但饮酒在国家重要的政

治场合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又有着重要的作

用ꎬ如祭祀、宴客、成礼、养生伐病和日用饮食等

方面ꎬ最为典型的即为乡饮酒礼ꎮ 此外ꎬ酒税在

特殊情况下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又尤为重要ꎮ 正

是基于酒的利害双重属性ꎬ历代王朝对于酒在禁

与弛之间不停摇摆ꎮ
酿酒业发展至清朝已极为发达ꎬ但清朝与之

前历代王朝对于酒实行榷酤政策以谋利不同ꎬ而
是严禁生产以保证粮食安全ꎬ即“无榷酤之官ꎬ修
其禁令ꎬ为民谨盖藏而已矣”ꎬ〔７〕 “至酒醪糜谷ꎬ
则惟烧锅踩曲是严而不专设榷酤之务”ꎮ〔８〕 范金

民将清代禁酒禁曲分为四个阶段ꎬ即康雍初试ꎬ
乾隆二年五月至当年闰九月全面禁酒ꎬ乾隆二年

十月到咸丰三年六月全面禁曲并兼及禁酒ꎬ咸丰

三年七月到清末禁酒禁曲由废弛到时开时禁ꎮ〔９〕

这种以政策演变为基准的划分方式是大致准确

的ꎮ 其中ꎬ乾隆与康雍禁酒一脉相承ꎬ十年左右

禁酒已开始有所松弛ꎬ嘉庆政策更是放宽ꎬ而咸

丰三年之后禁酒变为税酒ꎮ 因此ꎬ本文将清代酒

禁大体分为清前期初试、清中叶严禁和晚清的禁

酒松弛与税酒三个阶段ꎮ
(一)清前期酒禁初试

皇太极曾实行酒禁ꎬ如崇德六年十一月ꎬ因
粮食歉收ꎬ“著暂止沽酒ꎬ待年丰ꎬ仍许沽卖”ꎮ
但此时的酒禁为偶尔之举ꎬ不以为例ꎮ〔１０〕 康熙朝

多次禁酒ꎬ但多因灾因时因地ꎬ仍具有临时性、地
域性的特点ꎬ始终并非全面地制度性禁酒ꎬ康熙

本人亦无此项决心ꎮ 五十四年二月ꎬ康熙特召直

隶巡抚赵弘燮ꎬ令其在直隶严密查禁烧锅ꎮ〔１１〕 但

五十五年ꎬ康熙却又在赵弘燮的请安折上批示:
“禁烧锅一事ꎬ人多议论ꎬ其中或有益于钱粮之事

亦未可知ꎮ”而后赵复奏认为对烧锅应歉年严禁ꎬ
丰年宽禁ꎬ如此对百姓维持生计、完纳正供有利ꎮ
此外ꎬ赵还提议官给烧锅之家以牙帖ꎬ既保证酒

业的正当经营ꎬ又可增加税收ꎮ 但康熙帝以为

“此议未妥”ꎮ〔１２〕 然而五十六年ꎬ口外粮食丰收ꎬ
米价低贱ꎬ热河开烧锅禁ꎬ以高粱为主要农作物

的宣化府请求照热河例开禁ꎬ赵再次请奏ꎬ康熙

的回答却是:“烧锅一事乃地方有司当禁当开ꎬ即
可行去ꎬ从来未经传旨开禁ꎮ” 〔１３〕 由上述康熙对

于酒禁前后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态度可以看出ꎬ
其对酒禁并未采取明确的措施ꎬ而是希望各地方

官根据实际情况执行ꎮ
在以上弹性的政策背景下ꎬ酿酒业得到了发

展ꎬ而且烧锅户多为“豪强富室”“富户旗庄”ꎬ他
们往往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特殊的政治身份ꎮ
以直隶地区为例ꎬ康熙年间“永平烧锅之家半属

旗人ꎬ动藉口以供应内府”ꎮ〔１４〕抚宁旗民杂居ꎬ毛
览辉在岁歉之时推行严禁烧锅ꎬ但“有劣衿侯大

金刚者揽烧锅一百余座”ꎬ他请上级 “褫其衣

顶”ꎬ政策才得以推行ꎮ〔１５〕 赵弘燮在查禁直隶烧

锅期间ꎬ就发现“小民畏罪ꎬ无不凛遵改业惟

富户旗庄ꎬ间有自恃势力于深房密室之中ꎬ仍行

私烧ꎬ邻佑无从稽诘ꎬ衙役亦难查拿ꎬ恣意藐法ꎬ
烧锅反卖重价ꎬ获利数倍ꎮ 是遵禁者已在小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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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者尚有豪右也”ꎮ〔１６〕 江浙一带亦是“官禁造

曲ꎬ而富家之违禁造曲也如故”ꎮ〔１７〕 这些烧锅商

的违禁行为也使得临时性的禁酒政策难以推行ꎮ
雍正自称也确实继承了康熙的酒禁政策ꎮ

一方面ꎬ雍正在位期间曾于灾荒之时多次下令严

禁烧锅ꎻ另一方面ꎬ又令各级官员在执行政策时

因地制宜ꎬ比如ꎬ他认为:“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

匠工之类ꎬ亦能赡养多人”ꎬ不可禁之过急ꎮ〔１８〕 十

一年五月十二日ꎬ其闻陕西等地烧锅颇多ꎬ思虑

耗费粮食ꎬ“遽令禁止ꎬ又滋烦扰尔”ꎬ因而谕令

张廷玉ꎬ令其告知陕西巡抚史贻直等人ꎬ“悉心筹

划ꎬ若禁止不致累民ꎬ则禁之为便ꎬ抑或多方劝

谕ꎬ令其醒悟ꎬ不期禁而自止ꎬ是惟封疆大臣斟酌

行之ꎬ不可强迫”ꎮ 史贻直一方面从生产上严禁

造曲ꎻ另一方面从流通上稽查晋商贩囤粮食ꎮ 此

外ꎬ为照顾百姓生计ꎬ史也提出在实行政策过程

中要“因时酌量ꎬ视年岁之丰歉ꎬ审民力之盈虚ꎬ
或出示严禁ꎬ或多方劝谕”ꎮ〔１９〕

整体看来ꎬ康雍时期的禁酒政策是相对松弛

有度的ꎮ 关于其原因ꎬ有学者认为康雍虽然认识

到“尽管烧锅税收的货币收益可能大于粮食税收

的货币收益”ꎬ但为了应对人口压力ꎬ还是节约粮

食ꎬ禁止烧酒ꎮ〔２０〕 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和笼统ꎬ首
先康雍时期还未面临人口压力问题ꎬ其次二者的

禁酒政策也未全面展开ꎬ而是有松有紧ꎬ这背后

其实是中国王朝初期强基固本的一种策略ꎮ 无

形中ꎬ这也使得酿酒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ꎮ 到了

乾隆时期ꎬ面对着人口压力以及自然灾害ꎬ加之

乾隆帝个人的做事风格ꎬ禁酒被制度化ꎬ且得到

了全面开展ꎮ
(二)清中期严格禁酒

１. 禁酒

早在康熙年间ꎬ 方苞就曾提议 “酒皆禁

绝”ꎬ〔２１〕但并未得到允准ꎮ 乾隆元年十一月ꎬ时
任礼部侍郎的方苞再次上奏倡议全面严格禁酒ꎬ
他认为由于“门关之税不除ꎬ烧曲之造、市肆之沽

不禁”ꎬ再加上胥吏为奸ꎬ使得康雍时期的酒禁并

无实际效果ꎮ〔２２〕 乾隆将该疏发王大臣议覆ꎮ 而

王大臣视此奏为老生常谈ꎬ以毋庸再议了事ꎮ〔２３〕

但乾隆对方苞个人多有赏识ꎬ加之人口增加ꎬ通
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ꎬ华北、西北等地遭灾严重ꎬ
北方粮食形势严峻ꎬ乾隆对其建议亦有所重视ꎮ

乾隆二年五月初九日ꎬ乾隆谕令无论歉年丰

年ꎬ永行严禁北五省烧锅ꎬ〔２４〕 令北五省督抚着力

实行ꎮ〔２５〕 此举引发了朝野内外关于酒禁问题的

大讨论ꎮ 仅仅十天后ꎬ有着丰富地方施政经验的

刑部尚书孙嘉淦便上«请开酒禁疏»予以反对ꎮ
他认为用以酿造白酒的大麦、高粱及豆皮、黍壳、
谷糠之类ꎬ不是百姓常食之物ꎬ而用以酿造黄酒

的小麦、糯、粳、秫、黍等才是五谷精良ꎻ白酒、黄
酒之外ꎬ还有用枣、柿、葡萄等所酿果酒ꎻ只禁白

酒ꎬ高粱价低ꎬ但北五省的百姓又需要高粱秸秆

来盖屋砌墙ꎬ且百姓会低价出售高粱等来购买多

饮价高、度数低、浪费粮食更甚的黄酒ꎻ酿酒不仅

可以增加糠壳弃物的经济价值ꎬ而且酒糟可以用

来喂养牲畜ꎻ百姓在祭祀、宾客、养老场合中需要

酒ꎻ禁止烧锅之后ꎬ酒价必贵ꎬ百姓便会趋利私

酿ꎬ而官员查拿者多为中商小贾ꎬ小民破产ꎬ豪富

之家则仍然私酿ꎬ引发诉讼ꎮ 基于以上原因ꎬ孙
认为 “烧锅之禁ꎬ或宜于歉岁而必不宜于丰

年但止可禁于成灾之地ꎬ而各处不必通行ꎬ
亦但可善为劝导ꎬ暂行封贮ꎬ而不必坏其器具而

加以刑罚”ꎮ 乾隆阅后ꎬ令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

九卿详议具奏ꎮ〔２６〕但是作为臣子ꎬ回奏几乎都以

皇帝意思为是ꎮ〔２７〕

乾隆对此十分不满ꎬ令直隶、河南、山东、山
西、陕西等省督抚具奏ꎮ〔２８〕 因各地情况不同ꎬ五
省督抚意见不一ꎬ“有请仍照旧例查禁者ꎬ有请宜

宽于丰年而严于歉岁者ꎬ有请不必禁止者ꎬ有请

永行严禁者ꎬ有请严禁肆行踩曲兴贩者”ꎮ〔２９〕 总

体原则是因地制宜ꎬ因时立法ꎬ“大抵以开行兴贩

者宜禁ꎬ而本地零星酿造宜宽ꎻ歉岁宜禁ꎬ而丰年

宜宽”ꎮ〔３０〕此时ꎬ主禁、如何禁ꎬ主弛、如何弛的观

点开始出现了矛盾冲突ꎮ
其中产麦造曲最甚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提倡

禁曲最为积极ꎮ 尹会一本是孙嘉淦的学生ꎬ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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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禁曲的观点上他与老师完全相反ꎬ他认为禁

酒最好的办法便是禁曲ꎮ〔３１〕 七月十七日ꎬ他上奏

«禁止踩曲疏»ꎬ认为河南多种耐水高粱ꎬ可用其

秆编篱葺屋ꎬ织蓆炊薪ꎬ防护水堤ꎬ且百姓常饮用

高粱自酿淡酒“明流”ꎬ大规模烧锅少见ꎬ而大小

麦主要用作直隶、山西、陕西等地酒曲酿造ꎮ 禁

曲不仅可以减少麦粮的耗损ꎬ而且可以从根源上

禁酒ꎮ 因此ꎬ尹会一建议自酿不问ꎬ专查作坊多

踩囤种及跨省贩卖者ꎮ〔３２〕 与尹会一为代表的主

禁派不同ꎬ议政大臣讷亲上奏«请禁烧锅疏»ꎬ他
认为酿酒之物非百姓常食ꎬ而禁酒时又无法妥善

处理旧酒、私酿、勾通、滋扰等问题ꎮ 但他也认为

烧酒确有诸多害处ꎬ因此建议因时因地禁酒ꎬ且
以诫饬劝谕为主ꎮ 此外ꎬ他还提议酒既禁ꎬ“烧酒

额税并请停纳”ꎮ〔３３〕而后ꎬ直隶总督李卫亦奏ꎬ禁
止烧锅不应过度行事ꎬ不能禁沽饮、本地酿造和

造曲自用者ꎬ而需要禁大肆兴贩、大行踩曲者ꎬ严
禁跨省销售烧酒及麦曲ꎮ〔３４〕 但与此同时ꎬ直隶歉

收ꎬ烧锅仍盛ꎬ乾隆多次令李卫严查ꎮ〔３５〕 由此可

见ꎬ乾隆此时仍偏向于严禁的策略ꎮ
面对五省督抚因虑烧锅者失业、有损百姓生

计而言烧酒“不宜禁者十之七八”的情况ꎬ方苞

再上«论禁烧酒事宜札子»ꎬ从十个方面反驳了

烧锅不可禁的观点ꎮ〔３６〕 但方的诸多论述是立足

于南方社会的ꎬ〔３７〕且缺乏实政经验ꎬ对于北方烧

酒酿制原料、烧酒于百姓生计作用以及饮用烧酒

的社会习惯不甚了解ꎬ因此其方法的可行性在烧

酒消费区大打折扣ꎮ
最终ꎬ禁止烧锅一事ꎬ“各省之情形不同ꎬ所

以各省督抚之陈奏ꎬ亦不能画一ꎮ 应令各于本省

因时制宜ꎬ实力奉行ꎬ以观成效”ꎮ 此外ꎬ严禁踩

曲ꎬ有踩曲贩运者ꎬ定以杖一百ꎬ枷号两个月ꎮ〔３８〕

２. 禁曲

经过乾隆二年的讨论ꎬ三年至十年左右ꎬ乾
隆仍多次降谕旨禁踩曲、禁烧锅ꎬ且地域范围由

北五省逐渐扩大至其他地区ꎮ 自乾隆二年末开

始ꎬ禁酒问题的重点变成了禁曲ꎬ由此也引发了

一系列的问题ꎮ

第一ꎬ禁曲面临着旧曲如何处理的问题ꎬ二
年十月ꎬ尹会一再奏ꎬ令曲行曲坊将旧存之曲自

行首报ꎬ半年卖完ꎬ不许再踩ꎬ令乡地邻佑一体查

报ꎮ〔３９〕 乾隆并不赞成立马勒限处理ꎬ令其缓

期ꎮ〔４０〕三年五月ꎬ山东巡抚奏将已封贮入官曲块

限令速售ꎬ不得新踩ꎮ 乾隆令其将旧曲发与本商

速售ꎬ只需严禁新踩ꎮ〔４１〕 由此可见ꎬ对于旧曲的

处理ꎬ乾隆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ꎮ
第二ꎬ禁曲与禁酒重在禁生产方面不同ꎬ主

要从流通下手ꎮ 踩曲、运曲相对比较容易稽查ꎬ
然而囤粮、运粮等市场行为与是否用作酒曲原料

之间的模糊性ꎬ加之曲既能用来酿酒ꎬ亦可以造

醋ꎬ使官员稽查陷入了无可避免的困境ꎮ 乾隆三

年谕令ꎬ“商民贩麦ꎬ则粮食疏通ꎬ于百姓有济ꎬ不
必稽察ꎬ致有阻滞ꎮ 惟察明踩曲之家ꎬ严行禁止ꎬ
违者从重治罪”ꎮ〔４２〕 此后ꎬ乾隆多次下达类似命

令ꎮ 但这种命令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ꎮ 三月

二十七日ꎬ尹会一又奏请增踩曲之例ꎬ加大对酒

曲流通的查处ꎮ〔４３〕此次奏请得到了乾隆的许可ꎬ
后为定例ꎮ〔４４〕

第三ꎬ在禁曲过程中也出现了过严或过松的

问题ꎮ 三年六月ꎬ江苏巡抚杨永斌在禁曲过程

中ꎬ“将各屣房一切造曲器具ꎬ分别封贮拆毁”ꎬ
“未奉上谕禁止以前ꎬ已经造成陈曲ꎬ现饬封贮ꎬ
造册呈报”ꎮ 乾隆得知此事后ꎬ认为杨永斌做事

过严ꎬ大加诘责ꎮ〔４５〕 自杨永斌事件后ꎬ乾隆对于

禁曲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ꎮ 孙嘉淦得知此事后ꎬ
借机再上«请开曲禁疏»ꎬ建议“凡所谓禁酒之

令、禁曲之令、禁贩运窝囤之令ꎬ一切洗涤尽与蠲

除ꎬ使三农得以茂迁有无ꎬ商贾得以阜通财货ꎬ百
姓各享自然之利ꎬ官吏永无查拿之扰”ꎮ〔４６〕 可见ꎬ
孙嘉淦比较了解流通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ꎮ
但此疏上后ꎬ乾隆再次令直隶、山东、河南、江南、
陕西、山西各省督抚妥议具奏ꎬ却几乎无人赞

同ꎮ〔４７〕

第四ꎬ曲行、曲坊等与烧锅商一样ꎬ掌握着大

量的经济资本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经济ꎬ这
为禁曲造成了极大困难ꎮ 河南“奸贪之辈ꎬ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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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未熟民贫待食之时ꎬ将钱文放给贫民ꎬ议定每

钱一百文ꎬ麦熟后交麦若干ꎻ或将别项粮食抬价

借给ꎬ麦熟后压价收麦ꎬ名曰放赈ꎮ 现在纷纷索

取ꎬ贫民甚受其累”ꎮ〔４８〕 这里的“奸贪之辈”即指

曲商ꎬ可见当地的粮食市场一定程度上已经控制

在曲商的手中ꎮ
正是以上种种原因ꎬ使得各省禁曲效果不

佳ꎮ 以产曲大省河南为例ꎬ尹会一任上虽严行禁

曲ꎬ但乾隆四年其继任者雅尔图到任后清查旧

曲ꎬ发现当地商贾肆行私踩ꎬ新旧曲相杂出售ꎬ难
以禁绝ꎮ〔４９〕他一方面清查存曲ꎬ一方面严查粮食

跨省运贩ꎮ〔５０〕而跨省粮食贸易ꎬ“既难阻其买运ꎬ
又难隔省查拿”ꎬ只得知会他省留心ꎮ〔５１〕 尽管雅

尔图在任上对河南禁曲做了诸多努力ꎬ但至乾隆

九年ꎬ“豫省造曲之弊犹未禁绝”ꎬ其继任者硕色

也无力杜绝ꎮ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ꎬ对禁酒禁曲本有争议的

地方官员在政策执行方式和力度上差异极大ꎬ因
地制宜、因人而异ꎮ 禁酒禁曲尽管在某些时段和

地区确实对于粮食安全、社会安定等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ꎬ但总体效果不大ꎮ 其实自乾隆十年

左右之后ꎬ乾隆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严格的禁酒

禁曲难以做到ꎮ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以前ꎬ高宗因

禁酒而奖励和斥责地方官员之谕旨屡见于«实
录»ꎬ之后 ３０ 余年ꎬ他言及禁酒者仅有寥寥数

条ꎮ” 〔５２〕到乾隆五十年ꎬ御史富阿森上疏请禁烧

酒ꎮ 乾隆的回复竟然是:
烧酒一项ꎬ虽为糜费谷食ꎬ而已为闾阎食

用所不可少ꎮ 况此项多系高粮ꎬ并非米谷ꎮ
此(烟酒)二物ꎬ民间藉以贸易图利者ꎬ不可

胜数ꎬ虽欲禁止ꎬ而势所不能ꎬ徒滋胥役藉端

需索诸弊ꎬ究于实政ꎬ有何裨益ꎮ〔５３〕

尽管如此ꎬ歉年灾地禁酒禁曲依然成为了皇

帝和地方官员执政过程中的一项常规选择ꎬ且成

为了国家制度ꎬ在«大清会典则例»中户部项下

“积贮”中更是有“禁囤积及造曲蘖”项ꎮ 禁酒禁

曲政策之所以得以延续ꎬ一方面因其对于赈荒确

有一定作用ꎬ另一方面正如陈兆崙在«禁囤无益

米价疏»中对烧锅的禁弛政策评价所言:“为政

之体ꎬ未有正告之以弛禁ꎬ而使为囤者ꎮ 犹之北

地烧锅ꎬ断不能绝ꎬ然未有正告之以开烧之理

也ꎮ” 〔５４〕

(三)清后期的弛禁与税酒

嘉庆朝之后中国的酿酒业继续发展ꎬ包世臣

认为“近日本末并耗ꎬ所以致民穷而不能御灾”
的原因有三:烟草、酒和鸦片ꎮ 因此他提倡严禁

烧锅ꎮ〔５５〕但在嘉庆四年ꎬ因“吉林开烧锅之人与

刨夫熟识”ꎬ“力能帮贴刨夫口粮”ꎬ清廷“责成通

融办理”ꎬ〔５６〕事实上承认了烧锅的合法化ꎬ而后

东北地区以烧锅办理或承保参票成为常态ꎮ 至

道光年间徐赓陛言:“则一如今日查禁烧锅ꎬ查禁

私铸ꎬ徒成文具ꎬ无裨事机ꎮ” 〔５７〕 咸丰三年ꎬ因内

外交困ꎬ面对财政危机ꎬ为了扩大酒税ꎬ户部奏准

弛烧锅之禁:
丰年谷贱ꎬ如禁私烧ꎬ农民余粟难售ꎬ无

以通财ꎬ荒年谷贵ꎬ即不禁私烧ꎬ商民无利可

图ꎬ亦必歇业ꎮ 如此酌量变通ꎬ弛禁征课ꎬ俯

顺舆情ꎬ即国用亦稍有裨益矣ꎮ〔５８〕

此次弛禁ꎬ意味着“争议颇多、为限制粮食消

费而实行了 １６０ 余年的禁酒禁曲制度在财政出

现危机时终于废除了”ꎮ〔５９〕而清廷为了解决禁酒

祖制与税酒现实之间的矛盾ꎬ提出“寓禁于征”
的口号ꎮ 冯桂芬的«重酒酤议»、金文榜的«榷酤

说»都认为对酒“止宜重酤以困之”ꎮ〔６０〕 由此ꎬ酒
税成为清王朝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一项ꎬ且被屡次

加征ꎮ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ꎬ御史文郁奏

称:“京师税务衙门ꎬ向以烧酒为大宗ꎮ” 〔６１〕 可以

说ꎬ晚清的“酒政问题ꎬ就已不再是禁与不禁ꎬ而
在事实上成为纳税还是逃税的问题了”ꎮ〔６２〕 当

然ꎬ此时对于禁酒的关注也都被烟叶和鸦片问题

所取代了ꎬ尤其是后者ꎮ
晚清酒税主要包括烧锅税、酒厘、酒捐、其他

杂税等ꎬ且不断加征ꎬ酒捐更无定额ꎮ 晚清酒税

总体经历了“关税———私征———酒厘———国课”
的过程ꎮ〔６３〕就实际基层征收情况而言ꎬ酒户烧商

抗缴私烧ꎬ〔６４〕胥吏厘首等人讹诈勒索ꎬ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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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平衡等ꎬ〔６５〕三者的博弈构成常态ꎮ
当然ꎬ清朝的禁酒政策始终并未完全废除ꎬ

因灾禁烧锅仍是清廷的施政方针之一ꎮ 光绪三

年ꎬ华北旱灾严重ꎬ粮价日昂ꎮ 御史胡聘之、直隶

总督李鸿章先后上奏请求暂禁烧锅ꎮ〔６６〕 但户部

为了维持烧锅税收ꎬ奏准自光绪四年以后ꎬ“但准

歇业ꎬ不准新开ꎬ将烧锅不禁自少”ꎬ 闻者哗

然ꎮ〔６７〕时京师尸骸遍野ꎬ面对灾情ꎬ上谕命直隶

等省“即将烧锅一律禁止”ꎮ〔６８〕

除了因灾禁烧锅之外ꎬ还出现了发生灾害时

不禁烧锅ꎬ但以烧锅捐赈的情况ꎮ 光绪九年ꎬ已
有烧锅户捐赈而不停烧之事ꎮ〔６９〕 十二年ꎬ直隶大

水ꎬ十一月初四日ꎬ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请饬烧户

捐赈片»ꎬ免其停烧ꎬ以资本大小ꎬ酌令捐输助

赈ꎮ〔７０〕而后ꎬ以捐代禁成为常态措施ꎮ
上文主要是就清廷官方层面的禁酒演变做

了讨论ꎬ此外ꎬ民间社会也一直采取各种方式对

饮酒、售酒等进行限制ꎬ其出发点或为储存粮食ꎬ
或为维持基层秩序ꎬ倡导、组织者多为地方士绅ꎮ
面对“烧锅满村落ꎬ成群酣酒巵”的情况ꎬ严如熤

作«谕农词»告诫百姓ꎮ〔７１〕 晚清湘潭士绅罗汝怀

一直提倡“禁酒为救荒第一要著”ꎮ〔７２〕当然ꎬ在实

际生活中ꎬ百姓又离不开酒ꎬ且自酿不少ꎮ 由此ꎬ
民间社会对自酿场所和饮酒程度往往多有规范ꎬ
如不得在公共场所酿酒ꎮ〔７３〕 而过度饮酒往往对

个人身体有害ꎬ且与赌博、械斗等危害乡村生活

秩序的恶俗相关ꎬ因此民间社会一直提倡“勿饮

过量之酒”ꎮ〔７４〕

二、越禁越多:清代经济活动中的酿酒业

尽管清代禁酒ꎬ但酿酒业仍在快速发展ꎬ“禁
者自禁ꎬ酿者自酿ꎬ越禁越多”ꎬ〔７５〕且与其他经济

活动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ꎮ 在经济

而非道德或政治意义上ꎬ我们应当给予清代酿酒

业积极的评价ꎬ这也是清代禁酒政策推行不力的

一个重要原因ꎮ 下文主要讨论清代酿酒业发展

背后的动力和机制ꎬ由此理解酿酒业发展和酒政

推行之间的关系ꎮ

第一ꎬ清代的酿酒技术工艺相对成熟ꎮ 明清

酿酒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事例即是烧酒的发展ꎮ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烧酒即酒蒸馏技术的出现时

间颇有争议ꎬ但元代应当是最为可信的ꎮ 明清时

期北方已经出现了用锅蒸谷、承取蒸馏以酿酒的

生产技术ꎬ即烧锅ꎮ 另外ꎬ除烧酒外ꎬ各地亦多有

黄酒、米酒、果酒、马奶酒、药酒等ꎮ 明清时期北

五省盛产优质曲麦和黄粱、高粱等ꎬ人口众多ꎬ饮
酒需求量大ꎬ因此制酒业相当发达ꎬ多有名酒ꎮ
清初徐元文所作«碧元堂元夕斗酒诗»中所记名

酒有三分之二均为北方之酒ꎮ〔７６〕

第二ꎬ清代百姓酿酒除了自己家用以外ꎬ还
多拿到市场上出售ꎮ 乾隆年间苏州“新郭、横塘、
李墅诸村比户酿烧糟发客ꎬ横金、下保、水东人并

为酿工ꎬ远近皆用之”ꎮ〔７７〕 普通百姓酿酒如此之

多ꎬ自然不可能全部自用ꎬ为“上完钱粮ꎬ下资日

用”ꎬ多拿到市场出售ꎮ〔７８〕 而利润吸引和货币需

求推动小型酒作坊大量出现ꎬ酒市场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ꎮ 明朝四川出现了专以酿酒为业的作坊

“槽坊”ꎬ如泸州老窖酒窖群便于明后期建成ꎬ〔７９〕

叙州当地杂粮酒(“五粮液”的前身)的经营模式

便是“前店后坊”ꎮ〔８０〕 至清代川酒业经营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经营方式灵活多样ꎬ以生产规模小、
经济效益不高的烧锅、醩房为基本经营单位ꎮ〔８１〕

因为当时民间百姓饮酒以劣质烧锅白酒和优质

糯米自酿黄酒为主ꎮ 今日四川的诸多名酒如五

粮液、泸州老窖等是于晚清渐成规模ꎬ而后在抗

日战争前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ꎮ〔８２〕

第三ꎬ清朝出现了经营规模较大的职业性烧

商、曲商谋生谋利ꎬ且形成了产业团体ꎬ即烧锅

行、烧锅会所、曲行等ꎬ这些人大多财力雄厚ꎮ 如

清代东北烧锅的发展主要依靠内地人尤其是山

西商人的力量ꎬ〔８３〕晚清则主要是山东、直隶等地

人经营ꎮ〔８４〕 四川酒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山陕商人

带来优良的制曲烤酒工艺ꎮ〔８５〕 这些烧商聚集组

织行会ꎬ如嘉庆十年ꎬ辽宁海城烧锅行捐资建酒

仙庙作为烧行会所ꎮ〔８６〕 每年五月十三日ꎬ辽阳烧

锅行在武庙举行仪式谒庙办会ꎮ〔８７〕 清朝的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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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能力ꎬ他们往往对地方

性事务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黑龙江呼兰粮产

最富ꎬ边地苦寒ꎬ酿酒业极为发达ꎬ至晚清“烧锅

榨房ꎬ无乡不有ꎬ故油酒豆饼出产亦旺”ꎮ〔８８〕 当地

烧锅商人资本雄厚ꎬ与其他商户均用花帖ꎬ自乾

隆初年至光绪中叶ꎬ皆为“商帖称雄时代”ꎮ〔８９〕烧

商、曲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

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其一个重要体现即是

会直接影响政府禁酒禁曲政策的推行程度和实

施效果ꎬ此点前文已有论述ꎮ
第四ꎬ酿酒业不是独立的ꎬ“酿酒业及其与之

相关的运输、销售等行业实际早已嵌入社会经济

活动中ꎬ强行禁酒ꎬ显然将带来市场秩序的极大

混乱”ꎮ〔９０〕具体而言ꎬ酿酒业与农业发展、粮食贸

易、社会劳动力的合理使用等之间的关系密不可

分ꎬ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的经济活动ꎮ
农业的发展是酿酒业发展的基础ꎬ考虑到酿

酒原料来源、交通运输便利与否及其他中间费用

的问题ꎬ酒产地与粮产区或沿江、沿河等交通便

利区往往具有一致性ꎮ 明清北五省烧锅发达ꎬ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河南为产麦大省ꎬ便于就地取

材ꎮ 而整个 １８ 世纪ꎬ烧锅比较多的直隶、山西、
山东等粮食是不足的ꎬ需要依赖外来接济ꎮ〔９１〕 产

粮歉地酿酒需要到丰地购粮ꎬ北方其他诸省的烧

商、曲商往往到河南购粮ꎮ 而“山东酒曲流行的

主要地区是沿运河的鲁西、西南ꎬ山陕的重点也

在黄河的支流ꎬ江淮的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的重

点也在淮河、运河、长江各支流等水运地区”ꎬ〔９２〕

山西造酒兴盛区域也主要集中于运粮道附近ꎮ
这些酿酒制曲兴盛之地主要集中于沿江、沿海等

地ꎬ主要是便于粮食运输ꎬ当然也便于酒及酒曲

的销售ꎮ 由此ꎬ酿酒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依赖跨

地区的粮食贸易市场ꎬ反过来又带动了跨地区的

粮食贸易ꎮ 为了保证本区域的粮食安全与稳定ꎬ
跨区域的粮食贸易有时会遭到地方政府的限制

甚至禁止ꎮ
此外ꎬ酿酒产生的酒糟也可以用以饲养牲畜

等ꎬ粪土又可肥田ꎬ从而形成循环经济ꎮ 如康熙

永平烧锅颇多ꎬ百姓称其可“取糟豢豕ꎬ以粪其

田”ꎮ〔９３〕道光年间ꎬ奕赓曾言:“今则京城之猪皆

从口外贩至ꎬ口外养猪者十之八九ꎬ盖口北大田

高梁最多ꎬ酿酒者居多ꎬ以其饭糟饲猪最便ꎮ 凡

有烧锅之处ꎬ无不养猪者ꎮ” 〔９４〕陕南种植“苞谷之

家”ꎬ“取苞谷煮酒ꎬ其糟喂猪”ꎮ〔９５〕景县酿酒之后

的“糟粕利饲牲畜ꎬ可作间接肥料ꎬ于农业大有补

益”ꎮ〔９６〕生产而外ꎬ酿酒业还会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ꎬ如晚清西安酿酒ꎬ“每日一班五甑ꎬ春秋冬

季用糟工六人ꎬ夏季则用糟工七人ꎬ以夏日炎暑ꎬ
须多换班也”ꎮ〔９７〕

第五ꎬ尽管清廷一直推行禁酒政策ꎬ但愈禁

愈多ꎬ酒价上涨ꎬ导致私烧盛行ꎬ〔９８〕 因此政府禁

酒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带动了酿酒业的发展ꎮ 更重

要的是ꎬ清朝地方政府在查禁过程中多私收规费ꎮ
«蜀僚问答» “陋规有必不可收者革陋规之

法”明言:“或问陋规可收乎? 曰有可收者ꎬ有必

不可收者若典当烧锅与行户验帖旧有之规

钱ꎬ既不岀于民ꎬ而于讼事全不干涉ꎬ似乎无碍ꎬ
受之可以津贴公用ꎮ” 〔９９〕 四川而外ꎬ各地均是如

此ꎮ 各级官员索取烧锅规费和重征关税ꎬ使得

“烧户奉官以烧”“贩卖者奉官贩卖”ꎮ〔１００〕 晚清湖

南罗汝怀在«禁种罂粟议»中言:“且如烧锅之禁

用谷米ꎬ例有常禁ꎬ荒政尤严ꎬ而未尝行者ꎬ则以

皆有规费之故ꎮ” 〔１０１〕 这些规费的收取赋予了酒

业经营正当性ꎬ晚清酒税改革又将此种私征规费

正式纳入了国家财政收入ꎮ
总之ꎬ清代酿酒业发展迅速ꎬ其本身是社会

经济活动中的一环ꎬ禁酒影响的不仅是酿酒业本

身ꎬ对于百姓生计和经济发展均有一定的危害ꎮ
且物以稀为贵ꎬ禁酒之后ꎬ酒利更高ꎬ私烧盛行ꎬ
加之禁酒政策本身的缺陷以及实行时诸如“规
费”等弊端ꎬ导致禁酒推行不力ꎬ愈禁愈多ꎮ 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ꎬ禁酒反而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ꎮ

三、近代英国的禁酒运动

禁酒非中国特有现象ꎬ在清廷禁酒的同时ꎬ
英美等国亦在推行禁酒ꎬ但原因、过程和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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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不相同ꎮ
关于英美禁酒ꎬ近代时人已多有关注ꎬ如许

象枢即言:“其国有育婴、施医、禁酒、自新、恤孤、
劝和、训哑、教聋等会ꎬ皆以辅大造之生成、弥斯

民之缺憾ꎮ” 〔１０２〕 他直接点明英国等禁酒是依靠

“会”这一民间组织力量ꎬ这也是当时努力了解

外部世界的“睁眼”人的共识ꎮ〔１０３〕 至 ２０ 世纪二

三十年代美国禁酒时ꎬ中国的许多学者均对其有

过评价ꎮ〔１０４〕 潘光旦比较英美禁酒ꎬ认为酒乃人

欲ꎬ难以强禁ꎬ而“英国人毕竟在这些地方要比立

国不久的美国聪明练达些ꎮ 英国的政府对于饮

酒问题并非完全放任ꎬ它所采取的是一种节约的

政策ꎮ 无国家许可状者ꎬ不准卖酒ꎮ 它的成绩却

要比美国高明些了”ꎮ〔１０５〕 那么近代英国禁酒究

竟是如何发生的? 其效果如何? 与同时期的清

朝禁酒有何不同? 下文在回顾近代英国禁酒历

程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ꎮ 需要提

前交代的是ꎬ英国禁酒主要发生于 １９ 世纪ꎬ而清

朝则是在 １８ 世纪全面禁酒后逐步放开ꎬ比较中

英禁酒应从问题出发而非局限于同一时段ꎬ下文

在分析英国禁酒问题时仍以 １９ 世纪为主ꎮ
英国人给人的印象是ꎬ“伦敦人下班后涌入

酒吧ꎬ喝掉一杯杯波特啤酒和艾尔啤酒”ꎮ〔１０６〕 早

在中世纪ꎬ饮酒便成为英国人的日常ꎬ甚至用以

替代水来饮用ꎬ〔１０７〕 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限

制ꎬ此时英国本土的饮品是由发酵的麦芽和水酿

制而成的“麦芽酒” ( ａｌｅ)ꎮ １５、１６ 世纪ꎬ啤酒花

从欧陆传入并开始被大规模种植ꎬ现代意义上的

“啤酒”(ｂｅｅｒ)产生ꎮ〔１０８〕 以往作为家庭副业的酿

酒转而成为主业ꎬ且商业化程度开始逐渐提高ꎮ
普通农民、工匠等在闲暇之余常到酒馆饮酒作

乐、交换消息ꎬ啤酒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必

需品ꎮ 当然ꎬ此时英国人尤其是贵族主要饮用进

口的葡萄酒ꎮ 自光荣革命后ꎬ英国与法国等发生

冲突ꎬ政府开始主动鼓励国人饮用啤酒ꎮ 可以

说ꎬ“１８３０ 年代之前ꎬ共有的日常饮酒习惯是构

成英国前工业社会基础的社群关系得以形成与

确立的象征性手段”ꎮ〔１０９〕

早在都铎王朝初期ꎬ英国已开始对啤酒销售

进行管制ꎬ治安法官拥有在城镇和他们认为必要

的地方勒令停止啤酒销售的权力ꎮ〔１１０〕１５５２ 年英

国制定第一部售酒法ꎬ规定凡经营酒馆生意ꎬ必
须持有两名治安法官发放的许可证ꎮ〔１１１〕 １６２７
年ꎬ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对无证经营者处以

２０ 先令的罚款用于地方济贫ꎮ〔１１２〕 乔治二世时期

(１７２７—１７６０)ꎬ伦敦的 “杜松子酒狂热” ( ｇｉｎ
ｃｒａｚｅ)风潮推动了许可证颁发程序的强化ꎮ〔１１３〕

至 １８ 世纪中叶ꎬ英国已确立了以地方治安法官

为权力行使主体的许可证制度ꎮ
在对酒业经营规范化的同时ꎬ英国在崛起过

程中与欧洲大陆国家战争不断ꎬ加之政府职能扩

展造成官僚队伍扩大ꎬ这使得政府面临巨大的财

政压力ꎬ不得不提高税收、增加税种ꎮ 约翰奈

认为ꎬ英国的酒类贸易保护主义和税收政策对其

１８ 世纪的军事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ꎬ英国之所

以能撑起 １００ 多年几乎不间断的战争ꎬ靠的是对

啤酒与葡萄酒的策略性管制和税收ꎮ〔１１４〕１８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之间ꎬ政府多次对包括啤酒在

内的酒类提高税收ꎬ遭到了普通民众的大规模抵

制ꎬ引发了社会骚乱ꎮ〔１１５〕

工业革命之前ꎬ酒馆经营方式是即酿即卖ꎬ
酿酒仍是一门手艺ꎮ 而下层发酵法的普及使酿

酒师可轻松过滤啤酒ꎬ蒸汽机使得酿酒流程更为

便捷ꎬ且降低了运输成本ꎬ窖藏制冷技术的进步

使得啤酒更加易于储存ꎮ 这些技术创新推动酿

酒业走入规模经济ꎬ造就了掌控市场、走入政坛

的“啤酒贵族”ꎬ且形成垄断联盟ꎮ 他们与政府合

作ꎬ政府获得高额啤酒税ꎬ他们获得政府对啤酒涨

价的法律支持ꎬ并通过高关税打压廉价葡萄酒ꎮ
与此同时ꎬ工厂制度逐渐建立ꎬ工人阶级形

成ꎮ 原本的农民、手工业者等普通百姓在劳作之

余本就将饮酒作为重要的娱乐和消遣方式ꎬ而面

对着枯燥无味、繁重的体力劳动ꎬ工人休息时更

是“以酒作乐”ꎮ 约克郡一名老工人回忆其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时的生活时言说:“远离自己的家

乡ꎬ仅有两种可供消闲的去处ꎬ即教堂、小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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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酒馆ꎮ 前者很少开放ꎬ后者很少关闭ꎻ前
者毫无吸引力ꎬ后者极具吸引力ꎮ” 〔１１６〕 加斯克尔

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发现:“喝
酒是一个恶习ꎬ在这部分居民中流行到了惊人的

地步光曼彻斯特一地少说也有将近一千间

小酒店、啤酒店和杜松子酒窖ꎮ 这些酒店十分之

九以上是专为供应工人居民而开设的酒店

一直开到深夜ꎬ毒害着千百个精疲力竭的人

们ꎮ” 〔１１７〕为了缓解体力劳动带来的身体劳累ꎬ加
之啤酒税高使得啤酒涨价ꎬ工人们大多选择饮用

烈性的非法蒸馏杜松子酒ꎬ〔１１８〕 这也造成了不少

健康悲剧ꎮ 而在小酒馆(ｂｅｅｒ － ｈｏｕｓｅ)中饮酒的

不只有男性工人ꎬ还有女工、老人和孩子ꎮ〔１１９〕

在 １８ 世纪之前ꎬ尤其是 １６、１７ 世纪ꎬ“宗教

改革运动引起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同传统习俗的

冲突ꎬ新教个人主义同睦邻文化的冲突使啤酒馆

问题变得更加突出ꎮ 此外ꎬ在啤酒馆问题上还存

在着‘中等收入者’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生

活态度同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

的对立”ꎬ〔１２０〕即使如此ꎬ饮酒仍还未发展成为全

社会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ꎮ 而 １８ 世纪之后ꎬ工
人酗酒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ꎮ〔１２１〕 这种社会观

念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酗酒会引发包括疾病、
暴力犯罪、家庭矛盾等问题ꎮ 当时的«柳叶刀»
杂志经常刊载工人酗酒引发疾病ꎬ倡导禁酒ꎮ
“相信我ꎬ无论是对于有酒瘾的人来说ꎬ还是对酗

酒的受害者来说ꎬ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非言过

其实ꎬ甚或难以如实地描述ꎮ 施暴的丈夫ꎬ心碎

的妻子ꎬ最多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贫穷无辜的孩子

们ꎬ他们在残忍的受虐和饥饿中死去此种不

良习气既让人浪费钱财ꎬ又损害人的道德ꎮ” 〔１２２〕

更为重要的是ꎬ工人酗酒会造成旷工问题ꎬ直接

影响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ꎮ 为了解决工人酗

酒问题ꎬ英国发生了多次的禁酒运动ꎮ
在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ꎬ新兴中产

群体开展禁酒运动ꎮ 为了更好开展禁酒运动ꎬ禁
酒协会相继成立ꎬ１８３１ 年 ６ 月ꎬ由伦敦禁酒组织

发展而来的“大英禁酒协会” (ＢＦＴＳ)ꎬ成为全国

性的禁酒组织ꎮ 这些禁酒组织的目标并不是让

工人彻底禁酒ꎬ而是倡导工人自控节制ꎬ说服工

人适度饮酒以避免酗酒、醉酒ꎮ 他们认为“如果

酒鬼不去买酒ꎬ卖家自然不会售酒”ꎮ〔１２３〕 因而其

运动也被称为 “反烈性酒运动” ( ａｎｔｉ －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或“温和禁酒运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ꎮ 此外ꎬ他们还倡导民众以饮用啤酒、葡萄

酒、苹果酒等代替烈性杜松子酒ꎮ １８３０ 年英国

议会通过«英国啤酒与苹果酒零售许可法»ꎬ这
促进了啤酒的广泛销售ꎬ啤酒馆大量兴起ꎮ 但啤

酒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酗酒问题ꎬ最终ꎬ温和禁

酒派的行动以失败告终ꎮ〔１２４〕

而后ꎬ英国工人开始自发组织禁酒团体ꎬ彻
底禁酒者(ｔｅｅｔｏｔａｌｌｅｒｓ)成立了“不饮酒协会”(ａｌ￣
ｃｏｈｏｌ － ｆｒｅ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倡导“绝对禁酒” ( ｔｅｅｔｏｔａｌ￣
ｉｓｍ)ꎮ １８３５ 年 ８ 月ꎬ以伦敦为基地的全国性绝对

禁酒组织“英国绝对禁酒协会”(ＢＴＴＳ)成立ꎮ 但

问题是这些组织主要吸收能够完全做到禁酒的

工人群体ꎬ不接纳其他工人ꎬ且其拒绝与温和禁

酒派合作ꎬ这使得其运动开展不久即偃旗息鼓ꎮ
１８５１ 年 ６ 月ꎬ受美国禁酒运动的影响ꎬ“英

国抑制酒类流通联盟” (简称 ＵＫＡ)在曼彻斯特

成立ꎮ 他们与前两次禁酒的不同在于其不关注

饮酒群体ꎬ只关注酒水销售ꎬ着力以立法来推动

禁酒运动ꎮ 威尔弗里德劳森(Ｓｉｒ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ｗ￣
ｓｏｎ)认为酒是溶液魔鬼ꎬ“他坚信ꎬ酒液连同鸦片

及其他毒药ꎬ都应该仅限于摆放在药剂师的药架

上ꎻ并且坚信ꎬ消除酒液不良影响的惟一方式ꎬ就
是禁止酒类的销售”ꎮ〔１２５〕１８５６ 年ꎬ“国家禁酒协

会”与“伦敦禁酒联盟”合并为“全国禁酒联盟”ꎬ
并创办专门的刊物«联盟新闻周刊»ꎬ以宣传思

想和理念ꎬ与酒水生产商、销售商等反禁酒派之

间进行论战ꎮ
至 １９ 世纪后半期ꎬ禁酒运动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ꎬ其突出表现就在于«葡萄酒与啤酒馆法»
(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ｅｅｒｈｏｕｓｅ Ａｃｔꎬ１８６９)、 «售酒法案»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ｃｔꎬ１８７２)、«酗酒法»(Ｉｎｅｂｒｉａｔｅｓ Ａｃｔꎬ
１８７９)、«酒类(售予儿童)法案»[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 Ｌｉ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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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ｏｒｓ (Ｓａｌｅ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ｃｔꎬ１８８６]等一系列相关

法令的颁布ꎮ 这些法令主要对酒业经营者资格、
售酒条件、时间、场所、对象、酗酒行为等内容进

行了严格的法令规定ꎮ 这些法令遭到了自由主

义者的反对ꎬ他们认为民众饮酒与否属于自由选

择ꎬ政府可对酗酒进行惩罚ꎬ 但不应禁绝酒

水ꎮ〔１２６〕许多工人本身也带有抵触情绪ꎮ 尽管如

此ꎬ此次禁酒运动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ꎮ
总体来看ꎬ１９ 世纪的英国禁酒运动经历了

温和禁酒、绝对禁酒和呼吁立法禁酒三个阶

段ꎮ〔１２７〕但禁酒本身不是目的ꎬ只是工具和手段ꎬ
禁酒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甚至杜绝工人恶习ꎬ提升

其道德水平ꎮ 问题是ꎬ禁酒之后ꎬ能否为工人提

供更健康的娱乐生活方式?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ꎬ在宪章运动背景下ꎬ英国

中上层认为除了限制劳工的粗暴恶习之外ꎬ还要

培养其相对节制而优雅的休闲方式ꎮ 图书馆、公
园、体育设施、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ꎬ这为工人

工作之余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健康选择ꎮ 由此ꎬ
工人群体因酗酒引发的暴力斗殴和犯罪大大减

少ꎮ〔１２８〕更为重要的是ꎬ在禁酒过程中ꎬ茶、咖啡、
干净饮用水尤其是茶作为酒精的替代饮品作用

日益提高ꎮ
英国茶商爱德华布罗德里布为反对茶税ꎬ

曾言:“茶是酒最佳天然解药ꎬ能够解决所有酒精

给我们造成的麻烦ꎮ” 〔１２９〕 在禁酒运动中ꎬ传教

士、工厂主、商人、小商贩和工人等群体特别推崇

茶和咖啡ꎬ组织茶会ꎬ成立茶党ꎬ宣传禁酒ꎬ提倡

以茶代酒ꎮ 这些群体目的不同ꎬ如英国新教福音

组织利用茶会布道ꎬ棉纺主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

的茶叶消费为他们的商品打开中国市场ꎮ 禁酒

茶会吸引了众多女性的参与ꎬ她们往往参与募

捐、组织联络等ꎮ 至少在茶会这一空间中ꎬ男女

之间建立了新的平等关系ꎬ这也对女性社会地位

和家庭地位的提高有促进作用ꎮ “通过喝茶而不

是喝酒ꎬ消费者可以实现阶级和性别的和谐ꎬ政
治的公民身份以及一个天堂般的家园ꎮ” 〔１３０〕 茶ꎬ
最终成为了英国国饮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可以认为

是禁酒成就了茶叶ꎬ而茶叶也促进了禁酒:
还没有任何一种曾被引入的饮料能如此

舒适地作用于胃ꎬ如此使身体焕然一新ꎬ缓解

疲劳后紧绷的神经ꎬ或促成一顿令人渴望的

饭食ꎮ 它有助于一个民族的节制ꎻ它把兴趣

盎然的谈话所产生的一切魅力都赋予了茶

会ꎬ而不会引起人们在喝过发酵饮料后的那

种兴奋ꎮ〔１３１〕

近代英国与清朝禁酒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

三点:(１)禁酒的动力机制不同ꎮ 清朝禁酒的主

要原因是为了减少粮食消耗ꎬ实为荒政仓储政策

之一ꎻ而英国禁酒主要源于社会和经济因素ꎬ即
过度饮酒尤其是工人酗酒会引发暴力、家庭矛

盾ꎬ对个人身体和社会秩序造成危害ꎬ并严重影

响工厂纪律ꎮ 之所以有这种差别ꎬ也与酒的生产

原料有关ꎬ清朝酿酒多以粮食为基本原料ꎬ如烧

酒多以高粱、小麦、大麦、玉米、薯类及豆类等杂

粮为原料ꎬ而黄酒亦以糯米、稻米、粟米等为原

料ꎬ而经济又主要依赖农业ꎬ此时的英国社会发

展已然不依赖于传统农业ꎬ而主要依赖对外贸

易ꎮ (２)禁酒政策推行所依赖的权力来源不同ꎮ
清朝禁酒主要依靠官僚体系的行政命令ꎬ加之非

正式人员主要是胥吏和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稽

查ꎻ而英国禁酒运动的开展则主要是依靠中产阶

级、工人自身、宗教团体等ꎬ即社会群体力量ꎮ
(３)禁酒的效果不同ꎮ 清王朝的禁酒在短时期、
某些地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但从整体长远

来看ꎬ其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ꎬ且最终转向了“寓
禁于征”ꎻ英国经历多次禁酒运动ꎬ最终以法律的

形式保证了禁酒的有效性ꎮ 在社会运动中ꎬ诸多

俱乐部等公共设施得以修建ꎬ茶这一酒精替代物

最终成为了国民饮品ꎬ男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关

系得到改善ꎬ最终培养工人们养成了良好健康的

休闲方式ꎬ这既能够保证禁酒的长期有效ꎬ亦有

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ꎮ
尽管清朝禁酒与英国禁酒有如此多的不同ꎬ

但我们亦可看到一些共性表征ꎮ 比如英国政府

同样通过行政力量在推行禁酒ꎬ清朝民间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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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亦在禁酒方面有不少作为ꎬ中英两国政府对酒

税都同样存在着渴望等ꎮ 但是ꎬ二者仍然有着本

质的区别ꎬ这种本质区别是由于中英两国不同的

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ꎬ酿酒产业、沽酒

市场、饮酒行为均嵌入其中ꎮ 清朝禁酒最严格的

时期是 １８ 世纪ꎬ所要解决的是农业社会中王朝

国家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问题ꎻ而英国禁酒则

是发生在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前后ꎬ所要解决的是

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转型问题ꎮ 此时的清王朝已

经由禁酒转为弛酒甚至税酒了ꎬ这是晚清中国财

政情况所致ꎬ又影响了而后酒政策乃至税收财政

的体制ꎮ 中英在禁酒方面表现出的异同折射出

了二者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ꎮ

四、结　 语

清朝酒禁与之前王朝政策不同ꎬ不专卖榷酒

以谋利ꎬ而是基于粮食安全稳定考虑以禁酒禁

曲ꎮ 康雍乾时期的禁酒政策经历了从时空限定

到全面禁止的制度化过程ꎬ其中上至皇帝、王公

大臣ꎬ下至地方督抚、司府州县官员ꎬ关于禁酒与

否的大范围深刻讨论ꎬ从人情与国法、百姓生计

与国家财政等各个角度展示了酿酒、沽酒、饮酒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ꎮ
囿于酿酒、沽酒已深深嵌入当时的社会经济生

活ꎬ经营者往往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甚至政治资

本ꎬ而酒又发挥着重要的仪式甚至政治功能ꎬ因
而清朝的禁酒政策一直效果不佳ꎮ 在具体政策

实施过程中ꎬ清朝主要依靠官僚体系ꎬ实际执行

者往往是胥吏或者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基层管

理人员ꎬ这亦使得行政效率大打折扣ꎮ 因此ꎬ乾
隆年间全面的制度性禁酒禁曲实际执行程度和

时间十分有限ꎬ主要集中于灾年和歉地ꎮ 嘉道之

后ꎬ禁酒约束力更弱ꎬ至于内外交困的晚清ꎬ面对

巨大的财政压力ꎬ“寓禁于征”成为了清政府以

税酒取消禁酒的借口ꎬ这也使得酒税作为工商税

的一种成为晚清政府重要的税源ꎬ甚至影响至民

国ꎬ对于近代财政体制的转型亦具有深刻意义ꎮ
同时期的英国ꎬ亦在进行浩浩荡荡的禁酒运动ꎬ

从温和禁酒、绝对禁酒到立法禁酒ꎬ在中产阶级、
工人自身、宗教社团等力量的不懈努力下ꎬ禁酒

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ꎬ英国社会也因而发生了

诸多改变ꎬ如男女家庭社会地位关系的改善ꎬ茶成

为国民饮品ꎬ工人阶层休闲方式的健康化等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不难发现ꎬ１７—１９ 世纪的中英

两国禁酒在动力、实施方式、结果上均存在着巨

大的差别ꎮ 这种差别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酿酒、沽
酒、饮酒均已深深嵌入至各自的政治体制、社会

经济结构甚至文化传统中了ꎬ看似相同的东西ꎬ
因其身处母体不同ꎬ自然有着根本的差异ꎮ 清朝

前中期仍在延续传统时代的治国理念ꎬ对于禁酒

仍讲究成礼合欢与国计民生的平衡ꎬ禁酒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解决人口增加、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

压力ꎬ晚清则迫于财政压力走向了税酒的道路ꎻ
而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ꎬ面临的是工厂制度的建

立及社会结构、风气的重新调整改善ꎬ因此禁酒

的导向是偏于社会改良ꎮ 俄国与美国同样有着

相似的禁酒历史ꎬ〔１３２〕但与中英又大不相同ꎮ
酒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日常性、成瘾性消

费品ꎬ对个人、社会与国家在生理、生计、秩序、财
政甚至政治等各方面均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

响ꎬ正是它的这种特性ꎬ使得禁酒在长时段的全

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常态现象ꎮ 比较不同国度、区
域禁酒历史的差异ꎬ有助于深化理解酒禁的普遍

性和差异性ꎬ并透过酒禁ꎬ可以折射各区域发展

道路的多种可能性ꎮ 除此之外ꎬ酒作为一种商

品ꎬ在全球近代化的过程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ꎬ各个国家之间围绕酒的进出口贸易展开了精

彩的博弈ꎬ这有待于更多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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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Ｇ. Ｇ. ＳｉｇｍｏｎｄꎬＭ. Ｄ. Ｆ. Ｓ. ＡＦ. Ｌ. Ｓꎬ Ｔｅａ: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ꎬ Ｏｒｍｅꎬ Ｂｒｏｗｎꎬ Ｇｒｅｅｎꎬ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ꎬ１８３９ꎬｐ. ９５.

〔１３２〕〔英〕丹皮尔编著:«禁酒令»ꎬ刘英侠、纪哲安译ꎬ北
京:中国画报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ꎻ〔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伏

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ꎬ王进、余杜烽译ꎬ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ꎻ李鹏涛:«英属非洲殖民地的

禁酒政策»ꎬ«史学集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ꎻ等等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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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禁酒演变与酿酒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