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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流韵

宋徽宗的秘密金库——汝州公田所
□尚自昌

政治经济黑暗
百姓流离失所

公田所又叫括
田 所 ，是 北 宋 徽 宗
设在汝州掌管国家
公 田 的 机 构 ，因 办
公地点在汝州城外
的 西 部 ，又 称 城 西
公田所和西城公田
所。先后由宦官杨
戬、李彦等掌管，直
接 对 宋 徽 宗 负 责。
主要任务是增加皇
室 的 财 政 收 入 ，被
后人称为徽宗的秘
密金库。这个机构
在权奸们的把持
下 ，把 社 会 搞 得 民
不聊生,是北宋王朝
内外交困走向灭亡
的原因之一。

宋徽宗像

大肆扩建宫殿
耗空国家积蓄
宋元符三年（1100），哲宗
离世。哲宗无子，只好在神宗
的子嗣中选取新的继承人。赵
佶在朝堂的争议中继承大统，
成为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
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辉
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
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
山。
徽宗继位后，也曾大刀阔
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
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还
想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重用
蔡京等改革派人物。但徽宗
是个集诗书画为一身的文才
皇帝，自幼养尊处优，迷恋声
色犬马，不知民间疾苦，无劳
心于政务，在阿谀奉承的赞誉
声中，将自己构筑在一个富丽
堂皇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
里。
延福宫是宫城之外相对独
立的一处宫区，是帝、后游乐之
所，最初规模并不大。1101 年
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后，徽宗改
元崇宁，取继承宋神宗常法熙
宁之意，在任用改革派的同时，
启动了北宋有国以来最大的土
建工程——延福宫扩建工程，
将皇城以北一直到内城北墙一
段全部圈起，原有兵营、作坊和
寺院全部迁走，规划建设起了
一座座宫殿，这就是开封历史
上有名的延福宫建筑群。
高大上的设计很快耗空了
国家的积蓄。为了挖空心思寻

找生财之道，朝廷曾多次铸造
大面值当五、当十的大钱，把茶
税定额提高了好几倍。原先由
政府出钱征购的绢帛、谷物也
改为无偿榨取。农民的赋税越
来越多，原纳二十七文的增至
一百四五十文，原纳十三钱的
增为二贯二百文。

掠夺百姓土地
民田括为公田
政和初年，宦官杨戬管理
朝廷后苑作。一次，徽宗到延
福宫视察工程进度，杨戬向他
讲述延福宫的美好前景。徽宗
望着一个个半拉子工程，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责怪杨说，等到
30 年后才能让朕住进延福宫
吗？
皇上走后，杨戬闷闷不乐，
非常担心自己的前程。手下胥
吏杜公才建议，汝州土肥水足，
有许多闲地可以种稻谷，何不
派人耕种增加收入？杜公才很
快拿出在汝州设稻田务垦荒的
实施方案。
徽宗对这个开垦荒地为公
田、收获由耕者与内府平分的
双赢方案非常赞许，很快御批
由杨戬主持稻田务的工作。
其实杜公才说的汝州有荒
地是宋初的时候，杨戬派小宦
官李彦和杜公才带着大队人马
到汝州查勘后，大吃一惊：哪里
有荒地可开垦？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杜公
才出了一个主意：
“立法索民田
契”。就是专门公布一个法令，

提出查阅老百姓的土地契约，
但由于许多土地是辗转转让，
或是垦荒而来，根本拿不出田
契。李彦就把没有田契的地作
为公田丈量算出亩数，所收由
稻田务与耕者平分。
这个办法立竿见影，很快
将不菲的收入送到京城。徽宗
非常高兴，提升杨戬为彰化军
节度使，权倾朝野。杜公才因
此被杨戬提拔为观察使。
政和六年（1116），杨戬上
书将稻田务改为公田所。公田
之法由汝州向京畿、京东、河北
等路推行，括取天荒、逃田、废
堤、弃堰、河滩、淤地、湖泊边地
等皆为公田。在运作中更是变
本加厉：没有田契的收为公田，
有田契的取田契根磨，如甲田
是从乙处买来的，从甲要取乙
转给的田契，然后追查乙的田
契来历，如果是从丙家转来的
田契，就追查丙的田契来历，一
直推磨找下去，直到没有田契
时指为公田，把现业主迫为佃
户。
另一种方法是按契田亩数
用新颁乐尺丈重新核量。旧尺
一亩相当于新乐尺 1.0869 亩，
多出的收为公田。这样，把民
间美田想方设法括为公田。到
宣和三年(1121)为止，经杨戬
掠夺的民田就已达三万四千三
百多顷。
宣和三年，杨戬病死，宋徽
宗追赠这个“财神”太监为太
师。

杨戬和杜公才在汝州括
田得到重用，在朝堂影响很
大。
括田所收入为徽宗的特
别基金，使用上不受朝廷制
度约束，大大加快了延福宫
的建设进度。
延福宫新宫由童贯等五
人 负 责 ，被 称 为“ 延 福 五
位”。有了括田所的滚滚财
源，徽宗又在亲臣的建议下
于延福宫后规划了跨旧城修
筑，号“延福第六位”。旧城
濠疏浚为河，取名景龙江，碧
波荡漾，可泛小舟。沿江两
岸遍植奇花珍木，置身其中，
恍若仙境。
精心设计的新延福宫并
没能让宋徽宗满足，政和七
年（1117），又在皇城东北兴
建了一座历史上最大的皇家
风景园林——艮岳。此苑宫
城的东北隅，初名万岁山，后
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
艮岳，亦号华阳宫。艮岳于
宣和四年完工，宋徽宗的晚
年，就是在艮岳、延福宫中度
过的。
皇帝骄奢淫逸，小人投
其所好，北宋王朝的政治进
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诞生
了“北宋六贼”，这六贼分别
为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
朱勔、李彦。
朱勔本是靠父朱冲摆小
摊卖药致富，成为江南土豪，
善于堆山造园，号称“花园
子”。因蔡京推荐，父子均为
官。一次，朱勔运送了一块
巨石到开封，皇帝赵佶看后
非常高兴，当场封这块石头
为盘固侯。朱勔看皇帝如此
注重奇石，就在苏州设置应
奉局，借皇帝大修宫殿，绞尽
脑汁搜罗各种奇石，不惜挖
坟掘墓，这就是历史上臭名
昭著的花石纲。花石纲越来
越 多 ，朱 勔 的 官 也 越 做 越
大。人们把应奉局称作“东
南小朝廷”，一些达官贵人争
相讨好。花石纲直接导致了
方腊起义。
杨戬死，李彦接掌大内
总管后，更是大肆搜刮民间
良田，把居民田契收上来后
一把火烧毁，然后就说是公
田，致使成千上万户人家流
离失所。李彦还四处为宋徽
宗搜罗奇竹异木，
“ 经时阅
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
牛得不耕垦，骈财靡刍，
（人

民）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
间”。李彦手下在确山县催
索公田租钱，先后杖死良民
千余人。西城括田所一个公
告，将梁山泊数百里水域尽
数收为“公有”，百姓凡入湖
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
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
犯禁者，以盗贼论处。这项
规定成了梁山起义的导火
索。

公田所为害汝州
农民被逼上梁山
公田所设在汝州，受害
最大的是汝州人。汝州鲁山
全县的田全部括为公田，
“由
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
而暮乞丐于市者”，不少人被
逼上梁山。据称，最早在梁
山起事的很多是汝州因“稻
田务”被强行夺走了土地、由
自耕农变成了佃农而实在活
不下去的农民。
由于杨戬和李彦的特殊
身份，汝州的官员大多是附
和行事或与其狼狈为奸，也
有少数官员与其进行了斗
争。汝州郡统制呼延灼，是
宋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朝
廷任命的汝州最高军事长
官。因阻止李彦手下的野蛮
做法，李彦就捏造罪名，欲置
呼延灼于死地。呼延灼被迫
上梁山避难，成为宋江的名
将。
宣和元年，进士、词人葛
胜仲任汝州知州。葛胜仲因
文采被徽宗看中，连升至国
子监祭酒，兼任太子老师。
因编写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
太子善恶成败的事迹给太子
阅读有功，获宋徽宗赞许。
由于葛为人正直，不愿与徽
宗的一些佞臣为伍，被派往
京畿的汝州。元和三年，李
彦接替杨戬任大内总管，欲
在汝州创造示范区，被葛胜
仲劝阻，李彦只好到别处作
恶。元和四年七月，葛胜仲
任职期满调往湖州，李彦对
汝州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报复
性括田。
宣和七年，金军分东、西
两路南下攻宋。宋徽宗见势
危急，乃禅位于太子赵桓。
赵桓继位后为了化解国内危
机，下诏撤罢西城所，将所括
土地还予农家。十二月，
“太
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
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
罪，谓之六贼，请诛之”。次
年钦宗将李彦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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