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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是两个古代大帝国把自己与周围世界 、周边国家联

系起来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作为前现代的全球化的形式,它们虽然有许多相似

之处,但是从它们的成因 、实现方式 、目的等方面却有着重大的差别, 对后世, 包括近代 、现代以至当代有着不同的

影响。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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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即建立在领

土和主权平等 、独立基础上的国家观念。 “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写

照 。但在这种天下观中,各个地区的地位又是有等级的,

就像一个大家庭尊卑长幼有序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 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

在从国王到大臣的等级序列中,体现在家庭长幼尊卑的

序列中,还体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夏和其它民族 “四

夷 ”的关系中 。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

贡 。商代的王都所在地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区叫鄙。

在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邑,邑是商代社会的

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 即侯 、

甸 、男 、卫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须履行的几种服役制度,

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关系 。商王

朝还把其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 。畿内是商

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 。畿

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 》、《国语·

周语上 》、《尚书·禹贡 》和《周礼 》等几种文献中。它们由

简至繁,内容也不断充实发展 。大体而言,畿服理论包含

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安排中心与

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其中在 《周语 》和《禹贡 》中存在五

种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 《周礼 》中存在七种或九种这种

关系;二是按照这种地理距离的远近体现出的亲疏关系

来确定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

同由内向外递减。以《周礼·秋官 ·大行人 》中的记载为

例,依照侯 、甸 、男 、采 、卫 、要六服的顺序, 贡期分别为一

年一次 、两年一次 、三年一次 、四年一次 、五年一次和六年

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 、嬉物 、器物 、服物 、财物和货物。

表 1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

畿　服 距　离 贡　期 贡　物

邦　畿 1000里

侯　服 1000+500里 一年一次 祀　物

甸　服 1500+500里 二年一次 嬉　物

男　服 2000+500里 三年一次 器　物

采　服 2500+500里 四年一次 服　物

卫　服 3000+500里 五年一次 财　物

要　服 3500+500里 六年一次 货　物

番　国
4000里 之外

(九州岛之外 )
一世一见 贵　宝

资料来源:《周礼·秋官·大行人 》

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关系,在周朝时, 表现为周天子

·153·

DOI :10.16092/j.cnki.1001-618x.2007.03.041



法 制 史 研 究 法学杂志 2007年第 3期

与诸侯王国的形态。诸侯王国在其领地内自治,向周天

子进贡,以表达共同隶属于中国的意义 。秦汉以后,则表

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王国的关系。

明朝是中国朝贡制度的鼎盛时期, 来华朝贡的国家

数量之多,朝贡的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

善,皆为历朝所不及。据 《明会典 》、《外夷朝贡考 》、《明

史 》、《明实录 》等记载,明朝时的朝贡国家共有 100多个,

但是,据李云权博士的分析,其中有许多不实成分:数量

众多的朝贡国中,偶有一两次朝贡纪录的国家不在少数;

名为国家,而实为一城一地者数量众多;同时, 受华夏中

心意识的支配,把一切对外关系一概视为具有君臣主从

关系特征的朝贡关系。① 从实际情况看,从朝贡次数 、周

期长短 、及其与明朝的关系的疏密而论,明朝的主要朝贡

国有朝鲜 、琉球 (今日本冲绳 ) 、安南 (今越南北部 ) 、占城

(今越南南部 ) 、暹罗 (今泰国 ) 、日本 、爪哇 (今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 ) 、满剌加 (今马来西亚马六甲 ) 、苏门答剌 (今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 ) 、真腊 (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部

分地区 ) 、渤泥 (亦作淳泥, 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和文莱一

带 ) 、撒马儿罕 (今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 )等十几个国

家 。根据朝贡次数的多寡 、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

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 明代的朝贡国大体可分为以

下三种类型:

第一,实质性的朝贡关系 。其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

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 、年历等;明朝政

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 、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 。这

种朝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是封建君臣主从关

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属于这

类朝贡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 、琉球 、安南 、占城等 。值

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国家在王位继承过程中出现的篡逆

现象以及不守华夏礼节等问题,明朝政府多以发布谕令 、

遣使责问 、“却贡 ”等方式进行劝诫和惩罚,而不是粗暴地

干涉其内政,所以就其主流而言,这种朝贡关系是和平主

义的,内政的干涉并非其本质特征;

第二,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

化,并曾接受明朝皇帝授予的封号,定期或不定期的来华朝

贡的国家,如日本 、暹罗 、爪哇 、满剌加 、苏门答剌 、真腊 、渤泥 、

三佛齐 、苏禄等。一般性的朝贡关系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

真实内涵,随意性较强,朝贡的经济意义更为明显。

第三,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指纯粹的朝贡贸易关系。

在朝贡体制下,明朝前期的一切对外贸易关系都以朝贡

的形式存在,许多海外国家遣使来华,不过是借朝贡之

名,行贸易之实罢了。明代典籍所载 100多个朝贡国中,

大多数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而且整个明代朝贡次数只

有一两次的国家占朝贡总数的一半还多。

明代的朝贡制度由贡期 、贡道 、朝贡规模的限制 、表文

与勘合 、贡物 、回赐 、册封以及朝贡制度的组织管理构成 。

1.贡期。明朝政府根据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和朝贡

关系的疏密,只对实质性的朝贡国和一部分一般意义上

的朝贡国规定了贡期,而其它国家或偶尔朝贡,或朝贡间

隔时间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规定贡期 。

2.贡道 。自汉唐以来,各国贡使不论从海路还是陆路

来华,根据距离远近 、交通是否便利等情况,皆有固定的登

陆口岸和入关地点,然后按规定的路线进京,这就是所谓

的贡路。若不按规定贡道前来,则却其贡,禁止贡使入境。

3.朝贡规模。对于朝贡国而言, 朝贡不仅是对华贸

易的代名词,而且可以借机获取明朝政府的赏赐,因而常

常组织庞大的使团,携带大批贡物前来, 明朝政府出于节

约财政开支和边境安全考虑,不得不对朝贡规模加以限

制,这主要表现为对从海路而来的日本 、琉球的贡船数

量 、人数以及西域诸国贡使进京人数的限制方面。

4.表文和勘合。向明朝政府呈递官方文书,即所谓表

文,是各国遣使朝贡的必备手续和前提条件 。在君臣尊卑

观念甚强的古代中国, “表 ”是大臣上奏皇帝言事陈情的法

定文书的体裁之一。而将其用于朝贡制度,则是政治隶属

关系的象征 。勘合是明代国家事务管理中广泛采用的一

种纸质凭证或文书。将勘合用于朝贡制度,无疑是明代国

家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延伸的又一佐证。明朝政府将海外

国家的对华贸易纳入朝贡制度,规定 “四夷入贡中华,必奉

表文 ”,意在通过朝贡的政治属性体现其经济利益 。这样,

“奉表称臣 ”,成为海外国家对华贸易的敲门砖 。

5.贡物。明代朝贡国所进贡物种类繁多, 以本国土

产为主,也有少量的舶来品 。从明朝统治者对贡物的态

度 、贡物的种类及其用途可以看出,接受朝贡, 是君臣主

从关系的象征,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至于贡物的多寡,

往往在所不论, “宁使物薄而情厚,毋使物厚而情薄 。”②

6.回赐和封赏。与朝贡相对应的是, 明朝政府在贡

物的回赐以及对朝贡国国王 、使臣的赏赐等方面的一套

制度, 其基本原则是 “四夷朝贡到京, 有物则偿, 有贡则

赏 ”。③ 但正贡体现的是臣下对天子的孝敬之情,不能以

钱财衡量,所以正贡 “例不给价 ”。

7.册封制度。册封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

一,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从册封的性质和作

用看,明代对朝贡国的册封分为实质性册封和利益性册

封两种 。前者指实质的朝贡国 (属国 ),后者指一般性的

朝贡国 。对属国的册封,虽然是政治从属关系的标志,但

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明朝一般不加干预,按其所请, 遣

使册封 。即使朝鲜 、安南发生大逆不道的篡位事件,明朝

也不过以 “却贡 ”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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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 》,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第 66-69页。

《明太祖实录 》卷 89,洪武七年五月壬申。

《明宪宗实录 》卷 63,成华五年二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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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朝贡制度的组织机构 。明代礼部是朝贡事务的主

管机构,掌管外事政令的制定与实施 。凡遇外事活动,礼

部或依例行事, 或奏请皇帝定夺。而有关朝贡的具体事

宜由其下属主客司负责,其主要职能包括:( 1)查验朝贡

勘合和表文;( 2 )审核朝贡表文;( 3)清点贡物;( 4 )保管

明朝使臣纪录的有关朝贡国风土物产等方面的资料;( 5 )

管理会同馆。除了礼部主客司和会同馆之外,四夷馆 、鸿

胪寺 、行人司 、市舶司和边境地方政府的有关机构也具有

处理朝贡事务有关事宜的权力 。

中国历代相沿的朝贡制度起码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第一,等级制。朝贡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

系 、对外关系的制度,其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 。从

理论上讲,它是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的支配下,

中国内部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以朝

贡制度为核心的所谓东亚国际秩序或华夷秩序以中华帝

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 向中国朝贡。因此,

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不发

生直接的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

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但是,朝贡制度的不平等性

主要体现在朝贡表文和朝贡礼仪上,重名不重实,具有形

式主义和象征性的特点。

第二,互利。朝贡制度包括朝贡国一方的称臣纳贡

和宗主国一方的册封赏赐等内容,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双

向交往制度。当然,对贡封双方来说,各自的利益原则并

不相同 。

第三,和谐。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把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关系看作是一个国家体系的话,那么,只

有 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代欧洲国家体系可以与之

匹敌,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外扩张 。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以礼仪之邦 、天朝上国自居的古代中国的统

治者将对外交往纳入朝贡制度的框架,目的在于和平自

守,维护农业文明的社会稳定,并且通过和平方式将中华

文明带给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 。一般来讲,除游牧民族

建立的蒙古政权恃强大的武力东征西讨外,中国对周边

国家武力征服皆发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对于与中国保持实质性的朝贡关系的属国,如朝

鲜 、安南 、琉球,只要它们不公开藐视天朝的权威,按既定

制度称臣纳贡, 中国对其内政便不予干预 。而对于那些

数量众多的一般性朝贡国, 它们是否朝贡完全是一种自

愿行为,不受中国武力强弱的左右。这种和平主义特征

来源于儒家的德治观念。也正是在与华夏中国的接触的

过程中,通过朝贡制度,在东亚各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古

代法为中心的中华法系。

二 、古罗马的行省制度

古罗马的历史从王政时期 (公元前 8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 )开始,经过共和国时期 (公元前 6世纪到公元前 1世

纪 ) 、帝国时期 (公元前 1世纪到 3世纪 ),直到罗马帝国分

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公元 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推翻。贵族

与平民的斗争,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的斗争相互交织在一

起,它们共同构成了古罗马社会和法律发展的两条主线 。

平民的胜利,贵族不得使平民沦为奴隶,使罗马成为一个

由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社会,罗马社会不再按照等级身份排

列,这成为罗马法作为 “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

的法律 ”④的主要原因。但是,平民的胜利又使罗马失去了

奴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于是只有靠对外不断地发动侵略

战争,扩大自己的疆界,来扩充奴隶劳动的来源。奴隶作

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创造了古罗马的文明,但是他们却没

有独立的身份。也就是说,罗马公民的平等是建立在对被

征服的非罗马公民的不平等的奴隶制的基础上,体现商品

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以它的对外扩张 、对海外

行省的赤裸裸的掠夺和原始积累为基础。这与古代中国

等级制的法律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等级间的不

平等,不论是对华夏内部从君主到士大夫,从君子到小人

的不同等级,还是对 “四夷 ”都是依据同样的原则,等差有

序,这是中国构筑古代社会的以一贯之的法律和制度的原

则;而在古罗马,对罗马公民是平等的,而对非罗马公民则

是不平等的,奴隶根本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对内与对外的

法律和制度由两个不同的原则支配。

但随着平民通过斗争逐步取得和贵族相当的地位

后,扩大了共和国的社会基础, 增强了罗马的军事实力,

帮助这一城邦国家通过战争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建立

了霸主地位 。在平民取得自己平等权利的同时, 罗马法

律规定不得使罗马公民为奴隶, 只好依靠发动战争使其

它民族的人充当奴隶,维持罗马的繁荣 。

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罗马民族的迅速崛起与称

霸地中海区域令人瞩目。从公元前 509年罗马共和国的

诞生到公元前 167年马其顿战争的胜利,仅三百年间,罗

马已由意大利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国跃居成为统治整个地

中海区域的霸国;从公元前 241年第一个罗马行省———西

西里行省的建立到公元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对

地中海区域的统治整整持续了七百年。

公元前 241年,罗马对第一块 “海外领土 ” (即西西里

行省 )的管理,就俨然一副大国统治者的模样,拒绝给予

西西里岛 “平等盟员 ”的身份与权利,而是公然宣称,西

西里是 “罗马国家的领土 ”,从而开了赤裸裸吞并被征服

地区的领土 、剥削被征服民族的霸国强权政治的先河,西

西里岛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公元前 227年,罗马国家

的首批行省总督上任,标志着罗马行省管理体制正式建

立 。到公元前 1世纪和公元 1世纪时,地中海世界的绝大

多数地区都建立了罗马行省。行省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

得以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成为罗马统治地中海世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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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政治机制。在公元 120年罗马共有 54个行省,而

到公元 3世纪罗马的行省已经扩大到 109个,分为:1.东

方区, 18行省;2.本都区, 7行省;3.亚细亚区, 9行省;4.

色雷斯区, 6行省;5.美西亚区, 11行省;6.潘诺尼亚区, 7

行省;7.不列颠区, 6行省;8.高卢区, 8行省;9.维也纳区,

7行省;10.意大利区, 16行省;11.西班牙区, 7行省;12.

阿非利加区, 7行省 。⑤

罗马帝国的每个行省都有一名官员即总督管辖 。从

公元前 2世纪中叶起,罗马逐渐形成一套行省的组织管

理制度 。每当筹建一个行省时,元老院首先对此行省作

出原则决定,并派出十人委员会协同征服该地区的军事

统帅具体执行,共同制定有关该行省的基本法规,确定行

省内城市或公社的行政划分和法律地位。总督拥有该行

省的军事 、民政和司法全权。其下属人员中,配有一位财

务官,负责管理财政和军需供应;另有一位或多位副将,

其职位由元老担任,可代理行使总督的部分职权;此外还

配备一些副官。因为行省远离罗马,总督实际上不受同

僚官员协议性和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在司法方面除了

涉及罗马公民的案件,也不受上诉权的束缚,所以, 他在

行省中握有绝对权力。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

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

行省由征服而来,被视为罗马国家的财产,其居民被

视作外国投降者。但在行省中各城市地位不一,视它们对

待罗马的态度而定。少数对罗马忠实而友好的城市,被列

为自由城市。这种城市又分为同盟城市和非同盟城市两

类,前者与罗马缔结盟约,其地位较为独立和稳固,后者根

据元老院颁布的法令取得地位,随时都有被改变的可能。

它们享有全部或部分自治权,居民保有土地,平时免税,战

时为罗马提供军队或舰船。向罗马降服的城市占据大多

数,被列为纳税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保留自治机构和处理

一些内部事务的权利,但必须置于行省管辖和监督之下,

其居民保有土地,每年须向罗马缴纳赋税。至于对罗马抵

抗到底的城市,则被彻底摧毁,土地充作罗马公有地。

行省制度是罗马奴役海外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一种形

式 。罗马对行省课征赋税,一般沿袭该地区以前统治者

的旧制,所以,各行省税收制度因地而异,不尽相同 。税

收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由耕地和种植园的所有者负担。

在西西里,根据土地每年收入抽取什一税,以实物交付;

在亚细亚,什一税折成货币缴纳;在西班牙 、马其顿和阿

非利加,则征收固定的贡赋 。放牧的牲畜按头计算收取

年金。港口进出口货物也要征收 5%的关税。此外,罗马

在行省的官吏和军队的费用,都由该省居民负担。

总之,罗马法的行省制度和中国的朝贡制度给我们

提供了两个古代大帝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

与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相比较,古罗马的行省制度具有

以下特点:

第一,军事征服。古罗马的行省制度主要是靠军事

征服的方式维持的,每个行省都由罗马派总督统治;而中

国的朝贡制度则主要是靠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经济上的

朝贡与封赏关系 、朝贡形式的贸易 、文化上的德治和 “怀

柔 ”观念维系,中国很少干涉朝贡国的内部事务,更没有

派官吏到朝贡国直接统治或管理。

由于罗马的行省制度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 几

个世纪的时间罗马从一个狭小的城邦国家发展到意大利

半岛最后形成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在短期内靠

军队来维持秩序是可能的,但是长期下去所带来的行政

管理问题 、军队补养问题 、经济生活问题以及文化差异,

必然使罗马的统治者应接不暇, 最后使罗马帝国在野蛮

人的入侵面前走向崩溃;而中国的朝贡制度虽然也和国

力的强盛有关,没有强大的军事 、政治 、经济资源不可能

要求周边国家朝贡, 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

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向周边国家或少数民族朝贡。但中

国作为一个农业国, 它基本上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和掠

夺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朝贡贸易 、礼仪教化, “怀柔四夷 ”,

稳疆固土,使这种制度在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入侵

中国以前实行了几千年 。

第二,经济掠夺。罗马的行省制度以军事征服为手

段,以掠夺为目的,罗马的繁荣是建立在对海外行省的掠

夺的基础上;而中国的朝贡制度具有互利性,中国皇帝通

过朝贡制度满足君临天下 、四海臣服的虚荣心和确保边

境安宁, 有时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赏赐甚至比朝贡的价

值还高得多,而朝贡国则通过朝贡体制获得统治的合法

性 、安全保证和经商的好处 。一些与中国相隔遥远的西

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受到中国的威胁,它们之所以也加入

到朝贡体系中,其目的在于只有通过这一体系才能获得

经商的合法性。

第三,从等级制向平等关系的转变。罗马及其行省

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初期实际类似于宗主国

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只

有罗马公民才具有公民权,而非罗马公民则不享有公民

权 。后来随着罗马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行省居民取得

了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公民权,直到公元 212年所有的罗马

居民都取得了公民权。这样所有的罗马行省的居民在法

律上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的朝贡制度中, 中国与朝贡

国之间的关系是按照国内的等级制安排的, 它们之间没

有平等的关系。反映在法律上,罗马法在市民法和万民

法统一以后,逐渐成为以私法为中心的适用于平等主体

之间关系的法律,而中国的私法始终不发达,调整进贡和

赏赐之间关系的规范 、不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规范多属

于行政管理,即礼的范畴, “礼重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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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资料来源:http://www.no1190.net/bbs/cgi-bin/foru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