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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晏是唐代杰出的理财家和经济改革家,一直坚持“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在
国家财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顺应着当时的发展潮流,不仅为百姓减负,还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
入,解决了当时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问题,刘晏在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危亡时刻,挽救了国家
和人民。本文从刘晏财政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着手,概述了他采取的财政措施的主要内容以及其中
蕴涵的财政思想, 并进一步思考其财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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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an's Financial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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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 Yan was an outstanding wealth manager and economic reformer in the Tang Dynasty. He always
adhered to the idea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raise the people first", and took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in
the national finance on this basi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at that time, he not only relieved the burden
on the people, but also increased the financial revenue for the country,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the national
finance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at that time. Liu Yan sav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hen the country
was fac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Starting from the formation of Liu Yan's financi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measures he took and the financial
thought contained in it, and further consider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financial thought. Starting from the
formation of Liu Yan's financi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measures he took and the financial thought contained in it, and further consider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financial thought.
[Key words] Liu Yan; financial though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引言

这一思想,在国家税源枯竭之时,颁布财政政策以减轻百姓负担,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

使得人民能够休养生息,此外,还尽可能的减少朝廷不必要的开

县)人,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其所推行的财政措施对于唐后

[1]
销 。

期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玄宗天宝年间,国家的经济

其次,刘晏之前的财政思想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中便提到

制度显现出较多的弊端。安史之乱后,户籍散失,直接导致税源

过,若是百姓富足,国家财政收入何愁会不足,若是百姓穷困,国

枯竭,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在这种形势下,刘晏临危受命,在国家

家财政收入如何会富足。刘晏将这些财政思想中正确的部分继

财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挽救了在安史之乱后国家财

承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了财政对经济不止有消极作用,

政崩溃的局面。本文主要研究其财政措施中所蕴含的财政思想,

也还有积极作用。

包括在这些财政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政策实践。

此外,刘晏的财政思想中不仅包含着传统的儒家思想,还包

1 刘晏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含着重商思想,在封建社会政治家中,这种思想十分难能可贵。自

1.1刘晏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西汉以来,许多工商业都是由国家经营甚至垄断的,其主要就是

首先,刘晏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其财政思想也一定受儒

为了打击商人,夺取商贾之利。然而刘晏并没有一味地打击商人

家传统思想的熏陶。而他采取的财政措施也处处体现出“爱民”

而是利用商人,以此来推动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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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变。

度短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首先,改陆运为水运,创立

最后,需要明白的是,刘晏的“重商思想”的确是中国财政

分段运输。因陆运路途远、费用大、运量小、时间长的缺点,

思想史的一个转变,但他也仅仅是利用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

他决定掏挖淤泥,疏通河道,以水运代之。其次,改民运为官运并

以此繁荣国家经济,并未提高商人政治地位的意图。

招雇民工运粮。在此项措施中,刘晏不仅付给百姓工钱,还会对

1.2刘晏财政思想的经济主张

安全运输粮食的船工支付优厚的奖励,这也是对无偿劳役的有

1.2.1理财养民

利冲击。

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的出发,认为发展经济和振兴国家财
[2]

1.3.2改革盐政

政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的财

刘晏在改革盐政上,从几个方面入手。他认为提升行政效率

政思想正是基于此,再加之当时国家的客观情况。理财以养民为

的核心不在于官员人数多,而在于行政人员的素质,并且官员数

先,可以看作是其所采取财政措施的基本遵循原则,因为他清楚

量过多不仅增加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还会骚扰百姓。于是,刘晏

地认识到国家财政收入来自于赋税收入,而赋税收入又取之于民,

裁减盐政机构以及不称职的盐官；将产盐少的监院撤销,只在主

这与当时其他许多官员所一直遵循的竭泽而渔是截然不同的。

要产区保留。就场专卖制,简单说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

1.2.2寓价于税

销,这样做,货源和批发环节也由政府管控,那么大盐商就无法

刘晏的另一重要思想通过寓税于价充分体现,即利用商品

[3]
操控市场,还能利用小商贩将盐销售到偏远农村 。此外,为避

流通恢复、发展人民的生产,这最终的目的是增加国家财政收

免运输至偏远地区会造成哄抬盐价的情况,刘晏对商人运输食

入。刘晏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以达到促进商业发展的目标。

盐这一行为并未征税,且还部分官盐调运至偏远地区。

他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意思就是向广大人民日

1.3.3平衡物价

常不可或缺的商品征税,对这类商品征税,人民难以逃避,便能

刘晏在平衡物价方面主张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政府通过调
节供求、买卖物资的方式来加以调控,使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1.2.3调整税收结构

并且利于社会生产和消费。稳定的物价关系着国计民生,尤其是

唐朝自开国以来,就给予了贵族一定的特权。比如在征税方

粮食价格,必须是由国家而不是市场掌握。刘晏在实行财政措施

面,就允许贵族、官僚、孝子等享受免税特权,他们被称为不课

时,把常平法用于粮食和盐务,民众就按照户等的不同缴纳不同

户,不需要缴纳租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租税全由贫苦劳动人民

数量粮食和食盐,政府将其缴纳的物资就放置于常平仓,如遇灾

承担。唐中期开始,国家赋税程度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逃

年,便开仓赈济。

亡现象频频出现。这时国家又出台另一政策,流亡的百姓为客户,

2 刘晏财政措施的评价与分析

客户即为临时户口暂不缴纳租税,而居住本地的主户则需缴纳

2.1进步性分析

租税,这一政策不仅使得老百姓负担加重,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

2.1.1明确财政与经济的关系

收入。在此形势下,刘晏废除贵族特权,将官僚和百姓的纳税义

刘晏提出的“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说明他认识到促进

务改至相当以调剂税收结构,扩大税收来源,以减轻贫困百姓的

[4]
生产发展,安定百姓生活,才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途径 。在

税收负担。

他看来,国家人口增加了,老百姓兢兢业业地劳作就会增加自身

1.2.4提高财政效率

财富,那么赋税收入自然就能增加。所以,在他的财政措施中,

刘晏的财政思想不仅认为能通过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

不管是改革盐务,还是收购粮食等等,都十分注重保护生产者的

还认为若提高财政效率也能发展国家财政。唐朝政府采取的盐

利益,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虽然他所强调的这种养民为先的

政在运行发展中逐渐显露出许多弊端,例如：设立的销盐机构过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这比起大力剥削百姓

多等。基于此,刘晏便大力裁减官盐机构和人员,认为盐务效率

的聚敛者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的提升点并不在于官员多,而在于办事人员的自身的效率,还能

2.1.2财政收入的重点在于稳固税源

节省一大笔经费的支出。经过这番整顿,国家的盐务机构焕然一

刘晏的财政措施中,是将盐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新,工作也开展得更加顺利。与此同时,刘晏还通过整顿漕运以

源。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盐是家家户户日常中都不可或缺的

达到降低收入成本的目的,降低收入成本即国家能获得更多的

商品,且无替代品以及每人的消费数量是有限的。实行盐专卖后,

财政收入。

国家就能控制盐价,而不像之前由大商人操纵。征收盐税,在每

1.3刘晏财政思想的具体实践

人身上收取的也不多,但能使税源稳定且充足。这与他一直秉持

1.3.1整顿漕运

的让百姓过好日子便能使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观点相符合,税

李唐建都长安,虽然说关中土地肥沃,但土地面积不大,所

目选择人民日常所需物品会稳固税源,最终保障国家财政。

出产的粮食十分有限。每年都需要靠江淮地区上调大量粮食,

2.1.3应利用经济利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才能满足军需民用,并应对旱涝灾荒。随着唐王朝的不断发展,

刘晏的财政措施中,处处体现着他不计小利,维护大局的长

关中所需粮食数量也时常短缺,到刘晏受命整顿漕运时,粮食极

远眼光。他认为要造福国家和百姓,就要积极调动生产者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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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那么他是如何做的呢？比如他在扬子县建造船厂,给的工钱

3.3坚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在当时来说是高价,有人说实际上用不到一半,应删减一些,刘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历朝历代当政者在国家治理方面所重

晏则说干大事就不要在乎这些小钱,需要从长远来看。建造造船

点关注的,这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还能更好地发挥

厂,需要大量人力,应当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那么她们才能认

财政的支柱性作用,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也是基于当时的特殊

真工作,将工作做好,若是在工钱上斤斤计较,事情就没法做得

[6]
时代背景所不断调整完善的 。当今社会,国家财政更应根据社

长久。

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方向,这样才能符合实际发展的需要,同时

2.1.4主张生产救灾,不强调财政赈给
在救灾方面,刘晏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新唐书》中记载有

还应考虑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特征。
3.4注重财政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

刘晏合理利用财政,将灾情控制下来,但他并不强调直接由国家

刘晏在财政改革中取得的重大成果,离不开他所培养的财政

财政赈给,而是一方面向灾区低价售卖粮食,另一方面又从灾区

管理人才。新时代的财政管理工作也可以借鉴这种思想,那么提高

购买货物,使得坚持生产经营活动的灾民能够获得收入以满足

[7]
财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是必须要做的措施之一 。因

生活需要。再结合常平法和和籴法,将物价稳定住,如此一来便

此,在实际的财政管理工作中,政府应当加强对于财政管理人员

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

综合素质的提升,进行学习教育和培训,加强队伍建设,做到财
政管理人员能与时俱进,认真贯彻实施相关财政政策。

2.2局限性分析
刘晏是一个实干家,他的财政思想在其采取的财政措施中

4 结语

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刘晏的思想在当时的确跨越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刘晏着力于养民优先、发展经济,顺应了唐后期

甚至在当下都有借鉴之处。但刘晏财政思想仍是从维护唐王

社会的发展潮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财政崩溃的局面,维护

朝的封建统治出发,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

社会的稳定,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其本

性,所以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

质还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下

生活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其某些措施和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3 刘晏财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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