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 

——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 

 

李楠  林友宏 

 
内容提要：本文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管治方式演变为例，考察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

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改土归流”后改流地区比未改流土司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

密度和人力资本。而且该影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其中改流时间越长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

密度、农村人均纯收入，以及较低的婴儿死亡率。此外，本文发现改流后流官体制对人口流

动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该文不仅丰富了相关民族国家边

疆管治的历史经验和实证证据，也为理解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新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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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对文化异质性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管理一直是社会科学家与政策制

定者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多数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经济与制度发展的障碍（如

Alesina & Ferrara，2005；Montalvo & Reynal-Querol，2005 等），也成为这些国家内战冲突、

国家分裂与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如 Fearon & Laitin, 2003；Janus & Riera-Crichton，2015；

Montalvo & Reynal-Querol, 2005、2010 等）。① 

在现有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系统化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 Machiavelli（1532）

《君主论》（The Prince）中的论述。他不但认为不同管治方式对君主国政治绩效会产生较大

影响，而且着重强调了在文化、语言、习俗等具有显著差异的地区进行有效管治将对国家稳

定与统一具有重大意义。②但是在 Machiavelli（1532）之后，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考察略显

不足，主要体现在对近代欧洲殖民地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考察殖民时期不同殖民政策差异

对那些文化异质性殖民地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如 Acemoglu et al.（2001、2002）发现由地

理环境因素导致的欧洲殖民国家在殖民地采取的殖民政策差异对这些地区制度形成与经济

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另外，Iyer（2010）在对印度殖民时期的不同管治方式进行考察时发现，

那些由英国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要比那些由代理人间接统治的地区更差。 

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历史经验似乎是一个特例。虽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民族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分布特征。汉族占有全国人口的多数且分布在华北、华东、华南

的大部分地区，而占人口比重较少部分的少数民族分散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

（Diamond, 1997）。面对这些边疆文化异质性地区，中国历代王朝都力图采用有效政策加以

管理。特别是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对边疆民族地区管治方式变革，即从之前的羁縻或

土司制度向郡县制转变，将其纳入到中央集权的统治范围，使这些地区得到有效的管理。本

文正是基于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管治方式演化的历史经验，考察这一政策变化对边疆民族

地区经济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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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文献综述参见 Alesina & Ferrara (2005)。 

②  参见 Machiavilli（1532）关于混合君主国以及总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大流士王国统治经验的论述(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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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时期以来，历代王朝就通过郡县制度对国家进行直接统治。该制度不仅有利于国

家政治整合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而且对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Fukuyama，2011；李楠和林友宏，2014 等）。但在其边疆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异质性以及地理等特殊问题使郡县制度推行受到影响。国家只能通过

羁縻、土司等制度进行间接的管理（陆韧等，2013；周振鹤，2005）。但随着封建社会后期

三个大一统王朝（即元、明、清）的出现，边疆地区相继纳入直接管治的范围。特别是在

16 世纪后，清朝在西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通过革除元代确立的土司

制度，采用任命流官的方式，将西南边疆地区纳入郡县制的直接管治中。使西南地区完成了

从间接管治到直接管治的转变。然而，“改土归流”政策是否对改流地区与未改流地区经济

社会产生影响？而且这一政策是否成为理解当前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根源？ 

为揭示西南边疆地区管治方式变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当代经

济数据构建了唯一的反映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时空变化与经济发展的数据库以检验该政策

的影响。研究发现：清初土司制度的确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清初土司控制区

人口密度和进士密度都要显著地低于清初流官控制地区。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

已改流的土司区域要比未改流的土司区域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特别在晚清时期，一个在清

初完全由土司控制的府，若其改流比例提高 1%，将使得人口密度上升 0.86%，而衡量传统

社会人力资本的进士密度将增加 1.55%。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改土归流”不仅在清朝

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短期显著影响，而且该影响还延续到民国时期，即使在当前这

一影响依然部分存在。清代改流时间越长的地区不仅在当代拥有着更高的人口密度、平均受

教育年限、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而反映贫困程度的婴儿死亡率指标则显著更低。  

本研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政

策实施为例，揭示了从土司间接管治向流官直接管治转变对当地政治整合及其经济发展的影

响。这进一步丰富了 Machiavelli（1532）关于边疆民族管治问题的实证证据。其次，本文丰

富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Sokoloff et al., 2000；Acemoglu et al., 2001、2002）。尽管

恶劣的地理自然条件和较大的文化差异成为阻碍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在改

流后，流官制度通过促进移民与公共物品提供，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再次，本文

也丰富了关于民族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研究（Easterly et al.，1997；Alesina et al.，1999；Fearon 

et al.，2003 等）。尽管西南地区民族众多，但是管治政策的变革通过公共物品的提供潜在地

削弱了民族多样性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发现了“改土归流”对于西南社会

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部分揭示了中国当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成因。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回顾“改土归

流”的政策实施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对本文所采用的实证模型、变量以及

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给出“改土归流”对于清代和当前经济发展的短期

和长期影响的实证结果。第六部分则是对“改土归流”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给予揭示。最后

是本文的总结。 

二、历史背景：从“羁縻统治”到“改土归流”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尽管目前西南边疆地区管治方式与其

他省份无异，但在历史上各王朝对其管治的方式不尽相同。先后经历了一个从“羁縻统治”

到“土司管理”，再到“郡县制度”的演变过程。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介绍。 

（一）西南地区的“羁縻统治” 

在元朝以前，西南地区（主要指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四川南部山区）一直是中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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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版图上的“异域”。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分布着诸多互不统属的小国①。由于道路险阻，

自然条件恶劣，中原王朝只能通过羁縻手段，即军事威慑或贸易依赖，使西南各族在形式上

臣服于中央统治②。虽然汉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键为、粤巂、牂柯等郡，但并不能实行真正

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即使到了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羁縻政策及其象征性的统

属关系依然没有改变，甚至在云南地区相继出现了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南诏和大理两大政

权。由此可见，虽然元朝以前的历代中原王朝已经同西南边疆地区建立起军事或者贸易上的

羁縻关系，将西南地区视为自己的属地，但西南地区从未真正纳入中原王朝郡县制度的行政

管理之下。西南地区始终作为与中原王朝郡县制度直接管治相异的“异域”长期存在。 

（二）“土司制度”的建立 

西南地区真正受到中原王朝实际的管治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征服西南以后。一方

面，元朝通过军屯的方式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而另一方面，元朝在西南地区推行

了一套更为有效的行政制度，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同样设立了府、州、县等行政单位；而

在边缘地区，则设立了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军事行政一体的组织机构。然而，与中原

地区通过科举选拔任用地方官员的方式不同，在西南地区元朝主要通过任命当地具有影响力

的少数民族贵族或首领对地方进行管治。这些官员的官职往往是世袭的，相比流官地区的官

员拥有更大的行政与军事权力，因而被称为土官或土司。元朝的土司制度使得中原王朝能够

对西南地区施以更大的影响。元朝灭亡之后，明朝继续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并对土司

的职衔、隶属、承袭与升迁等制度进行了完善，土司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据龚荫（2012）

统计，明朝共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设立了武职土司 410 家，文职土司 605 家。相比羁縻

制度，土司制度促进了中原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 

虽然土司制度相比羁縻制度促进了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但土司制度作为一种间

接的管治方式，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土司虽然有听从中原王朝军事调遣的义务，但在行政上

却拥有对管辖地区极大的权力。在流官地区，地方官员需要依据国家的税收、司法等法律对

民众进行管理，并负有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科举教育的义务；而在土司地区，土司对于社

会的管理并不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土司可以任意地对土民进行征税，一些地区的土民甚至

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只是依附于土司的奴隶。例如，蓝鼎元（1723）在其上书雍正的《论

边省苗蛮事宜书》中记载：“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

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加多十倍”；又如，《明史•土司传》记载贵州水西土司对土民掌

有生杀大权，土司“游猎酒醋，辄射人为戏”。在土司制度下，不仅民众的土地财产权和人身

权力是缺失的，土司还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割据统治，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地区间经济文化交

流的措施。例如，赵翼在《黔中倮俗》中记载了广西田州“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

仕而脱籍也”。此外，土司之间时常为争权夺利而爆发战争，也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障

碍。面对土司制度的诸多弊端，明朝采取了小规模的“改土归流”措施，用流官取代当地的

土司土官，力图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然而明朝的“改土归流”进行的

比较缓慢，主要是对反叛、犯罪的土司以及无人承袭的土司地区进行小规模改流，削弱土司

的势力，但这些举措却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三）“改土归流”的实施 

                                                              
①  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其中较大的政权有夜郎、滇、邛都、徙、莋、冉駹、白马。

也有许多民族不受任何政权的管辖，“亡常处，亡君长”，如巂、昆明、编发。 

②  例如，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

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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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于清代，这使得西南地区完成了从土司制度间接管治到流官

制度直接管治的转变。清初，明末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土司归附了清朝，这些土司广泛分布在

贵州、广西西部和云南的边缘地带（见附图 1）。①其中，府州县一级的文职土司共有 57 个，

而安抚使级别以上的武职土司共有 54 个。顺治、康熙两朝为谋求西南地区的稳定，主要对

反抗清廷的土司进行改流，陆续废除土司数十家②，设立流官府州厅县 27 个，使得清朝对西

南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相比清初零散的改流措施，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得西

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雍正四年（1726 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上疏，

“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③，不仅指出了“改土归流”

的迫切性，而且设计了详细的方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鄂尔泰采用招抚和武力征剿的方式

对西南土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改流。贵州的长寨、八寨、丹江、清江、古州，云南的东川、

乌蒙、镇雄、镇沅，以及广西的泗城、镇安、东兰、归顺等地相继改流④。雍正一朝共革除

土府州县 17 个，长官司 18 个，西南土司的势力被极大削弱。雍正之后，西南地区依然存在

着许多势力较小的土司，但大部分地区已经纳入清朝的直接管治之下。这些土司一部分在清

朝后期被陆续改流，一部分一直延续至清末，最终在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悉数革除。 

清朝的“改土归流”不仅加强了国家对于西南地区的管治，也促进了改流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在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改流地区的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人口密度由

1776 年的每平方公里 15.1 人上升至 1910 年的每平方公里 29.05 人（曹树基，2001）；而反

映改流地区传统科举人才的进士数量也有较大的提高，清前期（1644～1722 年）未改流时

这些地区尚无进士，至清后期（1821～1905 年）雍正改流地区平均每科中进士数上升至 0.778

人（朱保炯，1980）。之所以“改土归流”能够促进西南经济发展，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

因所致。首先，“改土归流”结束了土司的强权统治，使得土民不再依附于土司，获得了更

多的人身自由和的财产权力。清朝在改流后，对有田的土民发给印照，而对无田的土民分与

土司的田地，并将土民编番入册，将改流地区的民众至于国家直接管治和法律规范之下。例

如，云南丽江土府改流之后，“出良民之在庄院为奴者五百余户，均平赋役、招徕劝垦”⑤，

使得依附于土司的土民变为自由的农业生产者。其次，“改土归流”结束了西南地区土司割

剧的局面，加强了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从而促进了移民和农业开发。例如云南

普洱地区于雍正七年（1729）设立流府，“由临元分拨营兵驻守，并江左、黔、楚、陕各省

贸易之客民，家于期焉”⑥。普洱府在外省移民迁入后，“人烟稠密，田土渐开”，获得了经

济的发展。最后，改流地区的官员有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通过兴修水利、提供教育，

促进了改流地区经济的发展。例如，昭通府于雍正六年（1728 年）改流后，在短短 8 年内

便兴修水利工程十余项，灌溉农田数千余亩⑦。以上这些历史证据都表明，“改土归流”通过

革除土司、建立流官州县，深刻地影响了改流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在接下来

的部分里，我们将运用严谨的计量分析，对“改土归流”的影响进行系统化的考察。 

三、实证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①  由于篇幅所限，附录图表均未给出，如有查询请链接（http://shufelinan.weebly.com）。 

②  主要包括元江土司、贵州的水西、乌撒土司等。元江土司为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流，参见《清史稿》卷四百七十

四，《吴三桂传》；水西、乌撒土司为康熙三年（1664年）改流，参见《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土司四》。 

③  《清史稿·土司传》。 

④  关于 “改土归流”的详细经过，参见李世愉（1998）《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52至 66页。 

⑤  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下，杨馝：《建丽江府治记》。 

⑥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 

⑦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二，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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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 

为度量“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0 01 2it it it it ity tusi tusi change X        ……（1） 

其中 ity 是第 i 个府在 t 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0ittusi 为清初时该府内的土司区域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 itchange 是该府 t 时期改流面积占清初土司区域的比例；因此，
0it ittusi change

为该府 t 时期清朝改流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用以度量该府在 t 时期的“改土归流”程度；

X 是一组可能影响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社会与地理环境的控制变量。
1 ， 2 ， ，

it 分

别为待估计系数与随机扰动项。其中， 1 识别了清初土司地区与流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 2 识别了清初土司地区内改流地区与未改流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反映了

“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人口密度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代理变量。这里之所以采用人口密度作为经

济发展代理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是前工业社会没有人均 GDP 等可以较好的衡量地区之间的

经济发展差异；二是因为前工业化社会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因此，人口密度被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作为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Acemoglu 

et al., 2002）。其中人口数量来自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清代卷）提供的 1776、1851

和 1910 三个时期的府级人口密度数据。另外，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人力资本一直被认为

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Romer，1990；Barro，2001）。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人

才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①因此，本文采用进士密度（每百万人口的

进士数量）作为当地教育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之所以选择进士作为科举人才的代理变量是

因为进士作为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人才，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地教育发展的质量，而且较

少受到地区之间学额的束缚。清代各时期分府进士数来自朱保炯等（1980）编著的《明清进

士题名碑录索引》，而府级的人口数则来自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清代卷）。由于殿

试一般每三年一次，且西南地区每科中进士人数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分别选取 1760-1780、

1830-1850、1880-1900 三个时间段进士分布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反映西南不同时期的教育

发展状况。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各府的清初土司区域比例和“改土归流”的程度。通过参考《清史稿

•地理志》、《清史稿•土司传》、《续云南通志稿（光绪）•土司传》、《贵州通志（民国）•土司传》、

《广西通志（嘉庆）•土司传》等历史资料，我们还原了西南地区（云、贵、广西三省）清初

流官区与土司区的地理分布，以及 “改土归流”后设立各流官区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以

上历史信息，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各府的清初土司区比例，以及各府在各时期的改流程度。 

3. 控制变量 

除了“改土归流”外，其他一些潜在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也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的

经济发展。首先，西南地区多山的地貌特征与较高的海拔差异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①  科举制度作为选官制度始于隋唐时期，发展完善于明清时期，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环节。应试者首

先要通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成为“生员”，然后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再进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殿试者便具有最高的科举

功名，即“进士”（邓嗣禹，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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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形崎岖程度和海拔作为地理环境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地形崎岖程度根据 Riley et 

al.（1999）的计算方法利用高程数据 GTOPO30①得出；而海拔为观察区域内高程的平均值。

其次，不同行政区划面积大小往往会影响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对该地经济发展产

生影响。因此不同地区行政区域面积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数据来自 CHGIS V.5②。

此外，不同地区至当地省会距离远近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里利用谭其骧《中国历

史地图集》（1982）测量了清代不同行政单位至本省督抚衙门所在地的距离并加以控制。最

终，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在附表 1 给出。 

四、“改土归流”对于清代西南地区经济的影响 
（一）初步回归结果 

表 1 给出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对当地府级人口密度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在第 1

列首先给出了“改土归流”政策对清代中期（1776 年）人口密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清初土司区域占该府面积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土司区比例越高的府，人口密度

越低，即该比例每上升 1%，人口密度将显著地下降 1.028%。另一核心解释变量反映改流程

度的改流地区占该府面积比例（即清初土司地区占该府比例与改流地区占土司地区比例的乘

积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改流地区占该府面积比例每上升 1%，则人

口密度将显著地上升 0.681%。这表明“改土归流”政策的确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在接下来的第 2 和第 3 列又相继给出了 1851 年和 1910 年“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

地区人口密度的影响。与第 1 列回归结果类似，无论在 1851 年还是 1910 年，清初土司地区

占该府比重越高，当地人口密度越低；而且改流地区占该府比例越大，当地人口密度越高。

此外，通过比较前三列清初土司地区占该府比例与改流地区占土司地区比例的乘积交互项系

数时发现，该系数从 1776 年的 0.681 逐渐增加到 1910 年的 0.865，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这

一变化恰好反映了土司控制地区与流官地区在人口密度上的差距不断扩大，“改土归流”政

策对经济发展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为提供更加可靠的估计结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时

期的截面数据合并成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第 4 列估计结果依然与之前采

用横截面数据的估计结果相一致。  

表 1：“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清代人口密度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分府清代人口密度（log） 

 
OLS 

1776 

OLS 

1851 

OLS 

1910 

RE 

1776~1910 

 （1） （2） （3） （4）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 
-1.028*** -1.141*** -1.216*** -1.419*** 

(0.270) (0.245) (0.200) (0.253) 

土司区域比例×改流比例 
0.681* 0.685** 0.865*** 1.122*** 

(0.340) (0.288) (0.300) (0.263) 

控制变量     

行政区域面积 
-0.269** -0.208 -0.164 -0.254* 

(0.129) (0.126) (0.118) (0.133) 

至省会的距离(log) 
-0.087** -0.089** -0.061* -0.076* 

(0.040) (0.042) (0.034) (0.044) 

地形崎岖程度 
-0.047 -0.134 -0.111 -0.080 

(0.125) (0.122) (0.111) (0.091) 

海拔(lo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633 0.653 0.675 0.407 

观测值 50 50 50 150 

注：第 1、2、3 列为线性回归模型，第 4 列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01，**p<0.05，*p<0.1。 

接下来，在表 2 给出了“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教育发展影响的估计结果。首先在

                                                              
①  该数据为全球 30秒度高程数据由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所提供（https://lta.cr.usgs.gov/GTOPO30）。 

②  CHGIS Version 5 数据链接为（http://chgis.hmdc.harvard.edu/v5_stats/click.php?id=50）。 

https://lta.cr.usgs.gov/GTOPO30
http://chgis.hmdc.harvard.edu/v5_stats/click.php?id=50


第 7 页 

第 1 列考察了“改土归流”对清中期（1760-1780 年）教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清初土

司区比例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清初土司区比例越高的府，其教育发展水平也越低。但

衡量改流地区占该地区面积比例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改土归流”对教育

发展的影响要比其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更为缓慢的结果。但在后续的第 2、3 列对清中晚期教

育发展的考察时发现，在 1780 年之后，“改土归流”开始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显著的促进

作用。一府改流地区占该地区面积的比例上升 1%，该府在 1830 至 1850 年和 1880 至 1900

年间的进士密度分别显著上升 2.234%和 1.553 %。最后，与表 1 实证策略类似，在表 3 最后

一列给出了将以上三个截面数据合并为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再次肯定了“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 2：“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清代科举人才分布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分府进士密度（每百万人，log） 

 OLS OLS OLS RE 

 1760-1780 1830-1850 1880-1900 1760~1900 

 （1） （2） （3） （4）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 
-1.413* -2.573*** -2.200*** -2.256*** 

(0.736) (0.473) (0.749) (0.543) 

土司区域比例×改流比例 
0.650 2.234*** 1.553* 1.769*** 

(0.819) (0.584) (0.775) (0.58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223 0.375 0.307 0.185 

观测值 50 50 50 150 

注：控制变量包括行政区域面积、至省会的距离、地形崎岖程度、海拔和省份固定效应。第 1、2、3 列为线性回归模型，第 4

列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01，**p<0.05，*p<0.1。 

（二）稳健性检验 

1. 选择偏差 

由于“改土归流”实施可能并非是一个随机过程，经济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可能最先成

为政策实施的对象，因此产生的选择偏差可能对以上估计结果造成影响。为解决这一潜在的

选择偏差问题，我们利用清初土司控制的县级样本，对地形崎岖程度与“改土归流”政策实

施时间与次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地形崎岖程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改流时间将

提早 8.8 年，但这一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而当将改流时间替换为改流次序时，依然发现地

形崎岖程度与改流次序无显著关联（见附表 2）。因而，清朝“改土归流”的实施并未显著

受到经济地理条件的影响，选择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2. 内生性估计偏差 

除选择偏差外，另一个对估计结果产生潜在威胁的是来自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变量缺失

所产生的内生性估计偏差。为解决内生性估计偏差的影响，这里选择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进行重新估计，以期获得稳健的研究结果。 

在我们的回归方程（1）中，内生变量是一府清初土司区在 t 时期的改流比例。因此，

我们选取一府清初土司地区至明朝卫所距离作为“改土归流”程度的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

辑是“改土归流”需要依靠武力对土司控制地区进行军事威慑或征服，而明朝通过设立军事

卫所，加强了对于卫所周边区域的军事控制，因而降低了清朝“改土归流”的困难程度。而

明朝卫所的设置多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外生于当地经济发展①。因此，土司地区距离明朝

卫所的距离可以作为该地“改土归流”比例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第二阶段： ititititit Xchangetusitusiy  


00 21 ……（2） 

                                                              
①  明代卫所设置作为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见附表 3。回归结果表明明代卫所设置与地理崎岖程度、农耕适宜度、河流密

度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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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itiitititit Xdisttusitusichangetusi  


000 21 ……（3） 

其中，方程（3）为第一阶段回归。这里被解释变量
0it ittusi change 是第 i 府 t 时期的改流

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工具变量为清初土司区比例与清初土司区至最近的明朝卫所距离的交

互项 iit disttusi 
0

。①这里 2 反映了土司区距离明朝卫所的远近对于“改土归流”政策实施

程度的影响。这里预期估计系数显著小于 0，即距离明朝卫所越远，改流难度越大，政策实

施越靠后。方程（2）为第二阶段回归，与方程（1）不同的是此时解释变量
0it ittusi change

是通过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估计值。新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在表 3 中给出。 

表 3 的前三列分别给出了 1776、1851、1910 三个时期“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府

级人口密度影响的两阶段回归结果。首先，表 3 面板 A 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作为工

具变量的土司区至明朝卫所距离与内生变量之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一府土司区至明朝卫

所的距离每增加 1%，该府的改流面积比例将显著下降 11%至 18%左右。而表 3 面板 B 给出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工具变量纠正了缺失变量问题后，衡量“改土归流”政策

效果的清初土司区比例与改流面积比例的交互项对不同时期人口密度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这进一步证明了“改土归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相比表 1 的 OLS 估计

结果，此时的估计系数有所变大，反映了工具变量纠正了缺失变量问题所导致的对“改土归

流”影响的低估。类似地，在表 3 的后三列给出的“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各府进士密

度影响的两阶段估计结果，我们发现新的回归结果基本也与表 2 采用 OLS 获得的回归结果

一致。 

表 3：“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清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工具变量方法 

面板 A：第一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改流面积比例（分府） 

 （1） （2） （3） （4） （5） （6）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至明

朝卫所距离（log） 

-0.186*** -0.169*** -0.117** -0.181*** -0.161*** -0.159*** 

(0.042) (0.046) (0.051) (0.039) (0.044) (0.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812 0.815 0.877 0.802 0.815 0.828 

观测值 50 50 50 50 50 50 

面板 B：第二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 人口密度（log） 进士密度（log） 

 1776 1851 1910 1760-1780 1830-1850 1880-1900 

 （1） （2） （3） （4） （5） （6）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改流

面积比例 

1.216** 1.300** 2.550** 1.364 3.535** 1.128 

(0.583) (0.628) (1.033) (1.551) (1.578) (1.7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601 0.609 0.483 0.208 0.258 0.282 

观测值 50 50 50 50 50 50 

注：控制变量包括清初土司区比例、至省会的距离、清朝行政区面积、地形崎岖程度、海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01，

**p<0.05，*p<0.1。 

五、“改土归流”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尽管以上实证结果发现通过“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的确促进了清代西南地区人口密度

和教育水平的发展，但这一影响是否也会对当前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长期影响呢？例

如，Acemoglu et al.（2001）、Dell（2010）等在考察殖民制度与当前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时均

发现，前殖民地国家当前制度与经济绩效均不同程度上受到殖民时期政策的影响。因此，在

我们揭示“改土归流”短期影响的同时，也对其长期影响进行考察。 

（一）初步回归结果 

                                                              
①  西南明代卫所的分布由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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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0 01 2it it it i ity tusi tusi duration X        ……（4） 

其中 ity 是第 i 个地区在 t 时期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
0ittusi 是该地区清初土司区面积占总面

积比例。 iduration 是清初土司区从改流开始至清末（1911 年）的持续时间。其与清初土司

区面积占该地区面积比例的交互项
0it itusi duration 反映了清代“改土归流”程度的差异。

X 是一组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经济社会与地理环境控制变量。 1 ， 2 ， ， it 为待估计系

数与随机扰动项。在模型中，如果 2 >0 且统计显著，表明清代“改土归流”具有长期影响。 

为衡量清代之后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首先选择了民国时期以及 1982 年、1990 年

三个截面的人口密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民国时期人口数据来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

国民政府民政厅在西南地区的户口调查①，而 1982 年和 1990 年的人口密度分别来自第三次

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此外，为衡量西南地区当代的教育发展情况，我们分别选择了

2000 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最后，

由于当前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多依赖工业化等现代因素影响，因此为了揭示“改土归流”

对西南地区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特别选取了 2000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婴儿死亡

率两个指标进行考察，以揭示“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前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其中 2000 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广西、云南、贵州三省《2001 年统计年鉴》，而 2000 年婴儿

死亡率数据来源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绘制的全球婴儿死亡率地图 CIESIN（2005）②。以

上所获得的回归结果在表 4 中给出。 

表 4 前三列分别汇报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民国时期以及当前人口密度的影响。回

归结果表明，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清代之后的人口密度依然有着持续的影响。无论是民

国时期（第 1 列），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 1982 年和 1990 年（第 2、3 列），回归结果均表明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实施越早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平均“改土归流”持续时间

每上升 1%，人口密度将显著地升高 0.1%左右。而在第 4、5 列给出了清代“改土归流”政

策对当前西南地区教育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中发现，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 2000 年的识

字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对当前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第 5 列回归结果表明，

清代改流持续时间越久的地区，200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会越高。之所以“改土归流”政

策对识字率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建国后扫盲运动以及“九年义务教育”降低了 

“改土归流”政策差异造成的影响。为此，我们利用 1990 年人口普查 1%抽样微观数据，

将人口分为 1950 年之前与 1950 年之后出生两组，我们发现“改土归流”显著提高了农村地

区 1950 年前出生人群的识字率，但对 1950 年后出生人群的识字率则无影响。③在接下来的

第 6、7 列，则侧重考察“改土归流”对基层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改土归流”

会显著地促进基层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流持续时间每上升 1%，农村居民纯收入显著上

升 0.028%，而婴儿死亡率（每千名新生婴儿的死亡人数）将随着改流持续时间的上升而显

著下降。此外，为了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分位数回归方法也被采用，回归结果表明“改土归

流”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促进作用更主要产生于中、低分位数上，而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主

                                                              
①  包括民国 16年民政厅调查（广西），收录于《广西年鉴》（第 1回），广西省政府统计局；民国 22年民政厅调查（云南），

收录于《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民国 26年保甲户口调查（贵州），收录于《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②  中国 2000 年县级婴儿死亡率数据来自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项目名称为

Poverty Mapping Project: Global Subnational Infant Mortality Rates（http://dx.doi.org/10.7927/H4PZ56R2）。 

③  关于“改土归流”政策对识字率影响的相关具体回归结果见附表 4。 

http://dx.doi.org/10.7927/H4PZ56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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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中高分位数上。这反映出“改土归流”政策虽然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长

期影响，但这一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地区更加有效。① 所以，以上回归结果表明清

代“改土归流”导致的管治方式转变对西南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被解释变量： 人口密度（log） 
2000 年识字

率 

2000 年平均

受教育年限 

2000 年农村

居民纯收入

（log） 

2000 年婴儿

死亡率  1930s 1982 1990 年 

 （1） （2） （3） （4） （5） （6） （7）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地区比

例 

-0.665*** -0.664*** -0.696*** -7.937*** -0.870*** -0.344*** 23.830*** 

(0.128) (0.115) (0.101) (2.243) (0.181) (0.067) (6.658) 

清初土司地区比

例×清朝改流持续

时间（log） 

0.107*** 0.110*** 0.118*** 0.588 0.081** 0.028* -3.379** 

(0.028) (0.025) (0.023) (0.508) (0.039) (0.014) (1.6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736 0.521 0.522 0.522 0.596 0.672 0.424 

观测值 275 275 296 287 287 284 279 

注：控制变量包括清初土司区比例、至省会的距离、清朝行政区面积、地形崎岖程度、海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

准误。***p<0.01，**p<0.05，*p<0.1。 
（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方法 

虽然以上实证结果揭示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长期影响，但这些结果可能受到缺失

变量等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差的影响。因此，同样选择土司地区至明朝卫所的距离作

为“改土归流”持续时间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分析。新的回归结果在表 5 给出。其中

面板 A 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符合预期，清初土司区至明朝卫所的距离越远，则改流的持续

时间越短。在面板 B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前三列报告了“改土归流”对 1930 年、1982

年以及 1990 年府级人口密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尽管“改土归流”政策发生在清代，但

即使到了民国和当前，这一政策对当地人口密度依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我们发现两

阶段的回归估计系数比采用 OLS 估计结果要大，这意味着原有采用 OLS 方法的估计结果的

确存在内生性估计偏差，系数被低估。接下来的两列分别给出了“改土归流”实施持续时间

对于 2000 年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 OLS 的结果一致，“改

土归流”对识字率未有显著影响②，而对于平均受教育年限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第 6、7

列表明“改土归流”的确促进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高，但对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显

著。然而在采用分位数回归后，工具变量方法肯定了“改土归流”对婴儿死亡率在高分位数

上的降低作用（见附表 6）。总体而言，利用工具变量方法获得的回归依然肯定了“改土归

流”对西南地区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表 5：“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工具变量方法 

面板 A：第一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地区比例×清朝改流持续时间  

 （1） （2） （3） （4） （5） （6） （7）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地区比例×

土司区至明朝卫所的距

离（log） 

-0.240*** -0.537*** -0.729*** -1.851*** -1.851*** -1.829*** -1.993*** 

(0.061) (0.170) (0.184) (0.645) (0.645) (0.639) (0.670) 

R-squared 0.761 0.843 0.821 0.768 0.768 0.768 0.767 

观测值 275 275 296 287 287 284 279 

面板 B：第二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 人口密度 识字率 
平均受教

育年限 

农村居民

纯收入 

婴儿死亡

率 

 1930s 年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00 年 

 （1） （2） （3） （4） （5） （6） （7）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地区比例× 0.356*** 0.285** 0.237** 2.438 0.249* 0.099** 2.100 

                                                              
①  关于农村人均纯收入以及婴儿死亡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见附表 5。 

②  但工具变量回归肯定了“改土归流”政策对 1950 年前出生人群的识字率有着显著的提高作用，回归结果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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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改流持续时间 (0.114) (0.125) (0.094) (1.599) (0.140) (0.046) (5.414) 

R-squared 0.659 0.450 0.491 0.442 0.519 0.621 0.393 

观测值 275 275 296 287 287 284 279 

注：控制变量包括清初土司区比例、至省会的距离、清朝行政区面积、地形崎岖程度、海拔和省份固定效应。***p<0.01，**p<0.05，

*p<0.1。 

（三）稳健性检验：空间断点回归 

此外，本研究也利用作为清代“改土归流”界线的澜沧江设计了断点回归的实证策略。

澜沧江中下游两岸在清初时为土司所控制，分布着车里、孟琏、孟腊、者乐甸等诸多土司。

但在清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时，基本遵循了“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①的

原则。在澜沧江以东的“江内”区域，通过“改土归流”在普洱、威远、思茅、他郞、攸乐

等处建立了流官的郡县统治，而在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区域，则依旧保留了原有的土司管

治方式。因此，澜沧江中下游的河段成为了雍正之后郡县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实施界限（见图

1）。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 年）清朝对孟琏土司改流并设立镇边厅，郡县制度才对澜沧江

中下游以西的地区产生了短暂的影响。由于澜沧江中下游河段两侧在“改土归流”的实施时

间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为本研究提供了断点回归的历史自然实验。 

 
图 1  澜沧江内外改流设县的情况 

为使得断点回归得到更好的估计，本研究选择镇级的贫困率数据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的变量。②相比县级数据，镇级数据信息更为精确，能够使得断点回归两侧的样本更为

同质。断点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1 ( )i i i ipoverty inriver f x z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ipoverty 是第 i 个镇的贫困等级； iinriver 指示该镇是否位于澜沧江以内

的改流地区（是=1）； ( )f x 为至澜沧江距离的一次多项式； iz 为该镇的海拔、地形崎岖程

度等地理环境控制变量； i 为随机扰动项。 

在给出断点回归估计结果之前，首先要对澜沧江作为断点回归线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由

于地理环境可能是影响西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对澜沧江两侧的地理情况进行考

查。附表 7 利用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地形崎岖程度和海拔在澜沧江处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

当样本被限定为澜沧江两侧 50km、40km、30km 时，地理环境特征都未在澜沧江处出现显

著的变化。因而，澜沧江作为断点回归线是有效的。 

表 6给出了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第 1至第 3列显示，当样本被限定为澜沧江两侧 50km、

                                                              
①  参见（清）魏源撰：《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第 28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该数据由 World Bank and NBS (2003)提供，将贫困率分为六个等级，各级的贫困率区间分别为<2%；2%-6%；6%-12%；

12%-18%；18%-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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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km 和 30km时，澜沧江以内的改流地区比澜沧江以外的土司地区有着更低的贫困率。当界

限为 30km 时，郡县制度的实施将使得贫困率显著地下降近 2 个等级。所以，“改土归流”对

当前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最后，澜沧江上游缅宁厅（1747 年设）

和威远厅（1725 年设）交界的河段（图 1 中虚线）被用作反事实的断点回归线，以证明并

非是河流本身通过阻碍交通等途径影响经济发展。表 6 后三列的结果显示，改流时间都较早

的澜沧江上游两侧，以贫困率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显著的差异，因此，河流并没有对于

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作用，以澜沧江中下游作为断点回归线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6：“改土归流”对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空间断点回归方法 

被解释变量： 贫困等级（2000 年） 

 RD 两侧 RD 两侧 RD 两侧 PbRD 两侧 PbRD 两侧 PbRD 两侧 

 <50km <40km <30km <50km <40km <30km 

 (1) (2) (3) (4) (5) (6)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在澜沧江内

（1=是） 

-1.860*** -1.751** -1.961** -1.405 -1.694 -0.883 

(0.619) (0.681) (0.817) (1.027) (1.554) (1.4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一次多项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765 0.806 0.808 0.722 0.754 0.830 

样本量 51 39 29 25 18 14 

注：控制变量包括至省会的距离、地形崎岖程度、海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01，**p<0.05，*p<0.1。 

六、为什么“改土归流”会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清朝的“改土归流”是对西南地区管治方式的一项重大变革，通过革除土司管治方式，

实现流官管治的转变，西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而且郡县制度提供公共

物品的正外部性也逐渐在西南地区显现。这些恰恰成为“改土归流”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的重要途径。接下来，我们就“改土归流”如何影响清代和当前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进

行分析。  

（一）移民、公共物品与清代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改土归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这不仅改变

了原有土司地区割据的局面，增强了原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为那

些迫于人口压力和生存危机的人们到西南地区谋求发展的机会（葛剑雄等，1997）。而且在

“改土归流”之后，清朝在改流地区部署了汛塘哨所等军事力量，维护了地区的稳定（秦树

才，2004）；并通过开辟水路修建驿站等方式，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①。这些举措无疑推动了

内地人口移民西南地区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为检验“改土归流”、

移民活动与经济发展三者的联系，我们利用 Lee（2000）从云南和贵州两省地方志②整理的

移民会馆数量作为移民规模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表 7 面板 A 的第 1 列对改流持续时间长短与移民会馆数量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显示，

在云贵两省 87 个县级清初土司区中，“改土归流”政策实施越长的地区拥有更多的移民会馆

数量，反映了“改土归流”对内地移民的促进作用。接下来的第 2 列考察移民对以府级人口

密度衡量的清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云贵两省的 38 个府中，若一府清初土司区

中建立的移民会馆越多，则该府在 1910 年的人口密度将会越高，这恰恰说明移民对西南地

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为进一步说明移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第 3 列给出了西南

地区各县移民会馆数量与当地进士人数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移民同样显著地促进了西南人

力资本的积累。因而，人口流动的确是“改土归流”后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①  例如据[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记载：“清水江旧陷苗境，舟楫未通。雍正七年，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始开新疆，

题请开浚，自都匀府至黔阳一千一百二十余里，舟行无阻，今称便焉”。 

②  包括康熙《云南通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光绪《云南通志》以及清代云贵地区的府、州、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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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来自改流后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流官制度的主要职能不仅在于

维持治安、灾荒赈济、纳税完粮，地方官员也有为当地提供诸如水利、仓储、教育等公共物

品的职能（严耕望，1961；瞿同祖，2011）。而土司制度则没有为当地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

因而这种制度上的差异成为“改土归流”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机制。为检验“改土

归流”政策通过公共物品提供影响经济发展这一渠道，我们根据雍正、乾隆时期云南、贵州、

广西三省通志①统计了西南地区从清初至 18 世纪 30 年代各县修建水利设施的数量作为公共

物品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在表 7 面板 B 给出。 

首先在面板 B 第 1 列考察了“改土归流”政策对清中期水利设施的影响。回归结果表

明，在西南三省 146 个县级清初土司区中，截至 1730 年改流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显著地

拥有更多的水利设施数量，这意味着“改土归流”政策的确促进了当地公共物品的发展。然

后，在第 2、3 列则考察了公共物品提供对清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第 2、3 列分别选择了

与水利数据时间较近的1776年的府级人口密度和清初至1776年县级进士人数作为经济发展

的代理变量，最终分析结果均表明改流比例越高、水利设施公共物品越多的地区，也将拥有

更高的人口密度与进士数量。这些发现进一步肯定了“改土归流”政策通过公共物品提供对

边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 7：“改土归流”对清代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 

面板 A: “改土归流”、移民与经济发展（云贵两省） 

被解释变量: 清移民会馆数（log） 1910 人口密度(log) 清代进士数(log) 

 （1） （2） （3） 

核心解释变量：    

改流持续时间 
0.212***   

(0.036)   

清初土司区比例×清代移民会

馆数 

 0.646*** 0.661*** 

 (0.107) (0.1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squared 0.436 0.798 0.346 

观测值 87 38 181 

面板 B: “改土归流”、公共物品提供与经济发展（西南三省） 

被解释变量: 1730 年前水利数量(log) 1776 人口密度(log) 1644-1776 进士数(log) 

 （1） （2） （3） 

核心解释变量：    

改流持续时间 
0.191***   

(0.048)   

清初土司区比例×水利数量 
 0.350* 0.259*** 

 (0.198) (0.0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squared 0.184 0.623 0.287 

观测值 146 50 297 

注：控制变量包括清初土司区比例、至省会的距离、清朝行政区面积、地形崎岖程度、海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

准误。***p<0.01，**p<0.05，*p<0.1。 

（二）初始发展条件差异与西南地区长期经济发展 

以上分析虽然给出了“改土归流”政策通过移民和公共物品提供对清代西南地区短期

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但是为何“改土归流”政策也能够对当前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改土归流”在清代农业社会所造成的地区之间初始经济差异可能

对清代以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持续影响。 

现有许多“先发优势”理论的支持者都认为，农业社会在人口密度、人力资本等因素上

的差异决定了经济起飞快慢，进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例如， Becker et al.（2011）在

考察普鲁士工业化发展过程时，发现前工业时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

用。除了初始人力资本差异对于经济起飞的影响外，Comin et al.（2010）也发现 1500 年各

                                                              
① 《云南通志·水利》（乾隆元年）；《贵州通志·山川》（乾隆六年）；《广西通志·沟洫》（雍正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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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术水平差异与当前各国经济水平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改土归流”导致清

代各地人力资本、人口密度等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表 8 对这一潜在机制进行了考察。首先，第 1 列给出了“改土归流”政策对于 1990 年

人口密度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改土归流”政策对 1990 年人口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在第 2 列给出了以清末人口密度（1910）与清代进士密度衡量的初始经济水平对以 1990

年人口密度衡量的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系数表明，地区间初始经济差异的确对长期经

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 3 列，我们给出了同时控制“改土归流”持续时间与

地区间初始经济差异变量，此时与第 1 列相比，第 3 列中“改土归流”持续时间变量的估计

系数出现了下降且统计不显著，而初始经济条件变量依旧显著。此结果表明“改土归流”政

策的确是通过影响初始经济条件进而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前三列类似，后

三列（第 4 至 6 列）给出了以 200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长期经济发展水平的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新得到的回归结果同样肯定了我们的假说，“改土归流”政策通过影响初

始经济条件进而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表 8：“改土归流”对长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1990 年人口密度 200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 

 （1） （2） （3） （4） （5） （6） 

核心解释变量：       

清初土司区比例×改

流持续时间 

0.118***  0.015 0.082**  0.059 

(0.023)  (0.024) (0.040)  (0.043) 

清初土司区比例×

1910 人口密度 

 0.760*** 0.746***  -0.189 -0.200 

 (0.081) (0.087)  (0.129) (0.126) 

清初土司区比例×清

代进士密度 

 0.122*** 0.115***  0.133*** 0.113** 

 (0.030) (0.033)  (0.045)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squared 0.519 0.615 0.616 0.595 0.604 0.608 
观测值 295 295 295 286 286 286 

注：控制变量包括清初土司区比例、至省会的距离、清朝行政区面积、地形崎岖程度、海拔。括号中为标准误。***p<0.01，**p<0.05，

*p<0.1。 
七、结 论 

如何对边疆民族文化异质性地区进行有效管治以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困扰着经

济学家、政治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难题。然而截至目前，有关于此问题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

究还十分有限。本文基于中国清代对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历史经验，即从土司间

接管治到流官直接管治的转变，考察这一管治政策变化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改土归流”对于西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改流地区的人口密

度和进士密度要比未改流地区显著更高。一个清初的府级土司地区在 1910 年时的改流面积

比例每升高 1%，则人口密度将显著地上升 0.865%。而且，我们还发现，“改土归流”不仅

对清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短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直至民国和当代依然存在。清朝改

流持续时间越长的地区，其在民国时期和当代都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且 2000 年时当地人

群拥有更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另外，“改土归流”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婴儿死亡率也有

着显著的影响。因而，“改土归流”不仅对清代而且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 “改

土归流”政策之所以对经济发展产生以上影响，改流后流官制度对人口流动和公共物品提供

的促进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不仅在于发现了国家管治方式差异对边疆民族文化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

用，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关理论以及如何处理当前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

证证据，也进一步强调了国家管治方式的转变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促进我国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最后，本文的发现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当前东西部

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成因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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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Gai Tu Gui Liu’) in Southwest Qing China. We find that, in 

Qing Dyansty, th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human capital are both higher in those regions which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direct governance than those regions which were not. These reuslts have 

persistence effect after Qing Dyansty. In 1990, the population density, aver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ces, and infant survival rate are higher in those regions which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direct governance earlier in Qing Dynasty than those which were transformed lat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olic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caused by both the immigration from the inland 

after political intergration, and more efficient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u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Machiavelli’s governance problem in a 

culturally heterogeneous nation, but also proposes new dir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frontier. 

Key Words: Governance of the frontier; The system of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J10,N45,N95,R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