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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崔敬伯先生诞辰 120 周年

收藏还包括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几大类。笔

崔敬伯 （1897-1988）：二十世纪中国著名财

被任命为国家第一任税务总局副局长，参与创建新

政学家。1927 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选修财政

中国税制体系，并在北京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财政

学等课程。1930 年公费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学，1955 年起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中央财经

1932 年返回中国，在燕京大学等校任教。1934 年

大学前身） 副校长。1957 年错划“右派”，1960 年

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秘书、财政主任。抗战爆发

第三批“右派”摘帽，1979 年正式平反。崔敬伯

后，离北平辗转至南京、重庆，1938 年任国民政

著述宏富，民国时期有大量论文传世，并有 《地方

府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局长，是所得税、非常时期

财政学讲义》（1934）、《崔敬伯收集财政学类书》

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制度主要创立者之一，1945

（1936） 等书；新中国成立后草创 《中国财政史讲

年底任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1948 年，辞去财

义》（1963），《中国财政简史》。主要论文已辑入三

政部职务，先后当选国立北平研究院第一届学术会

卷本 《崔敬伯财政文丛》（2015），部分诗词、散文

议会员、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10 月辞立法

辑入 《静泊：崔敬伯纪念文集》（2005）。

委员职，应邀任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 年，

者在旧书网上买到过一本崔敬伯先生 1936 年收集

的财政类书目，该书记载崔敬伯先生截止 1936 年
收集的书共 600 多本，其中有 400 多本英文书和日

文书，200 多本中文书及一些史料。1966 年第一次
献书时，敬伯先生曾写过一首 《菩萨蛮》：
南楼楼下经寒暑，书城四壁明华烛。徙屋到
新楼，郊原眼底收。献书千百卷，伴我惟经典。
骛博袛蹉跎，研精不贵多。
文革时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度停办，为了
复校，赶走烟厂， 84 岁高龄的崔敬伯先生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给李先念等各级领导人和北京日报等

媒体写信，写诗，每日拄着拐杖坐在烟厂的大门
口讨要说法：
“寒流热浪屡相缠，老眼苍苍不忍看。
专职教授后，又开创了建国后大学里 《中国财政

领导频申还校舍，新生仍叹入学难。

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

史》 这门学科的研究，独自写出讲义和第二稿，

是谁作梗年年误？相对枯棋步步拦。

涯，一生有 60 年在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

殊，薪同桂貴，早与天公共比高。抬望眼，盼山

并于 1979 年在第二稿基础上和王子英一同出版了

见义勇为当力断，北京烟厂必须关。”

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十几

名城依旧多骄，引无数雄儿尽折腰。惜蒿里

所名校从事教学工作，有 30 年在新旧政府财政高
力的财政专家，是我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学科重要

在中国财政界，崔敬伯先生的经历颇具传奇

一夕风横，八年血浴，万里萍飄。看旌旗到

色彩。崔敬伯先生从 1919 年 22 岁起开始教书生

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金陵

河收复，忍见妖娆。

建国后第一部全国通用教材 《中国财政简史》。

崔敬伯先生 90 寿辰时，由中央财经大学组织

有诗 《中国财政史第二稿独立完成》：

编纂的 《静泊诗词选》 出版了，财政部副部长陈

鹑衣，无情点缀；泥犁沟壑，不解风骚。千载良

导师谆嘱读历史，我辈应研财政史。

如龙，教育司调研员金志高，副院长姜明远，党

层从政经验，上世纪 30 年代就是国内有重要影响

时，稍纵即逝，岂是颓梁不可雕！天醉也，看今

忆苦至今永向前，通晓前天与昨日。

委书记陈菊铨，副院长钱忠涛、王珂敬，以及副

朝如此，还看明朝！

国家存在要财政，数千年来已如此。

奠基人之一、所得税税种创始人之一、学贯中西

抗战后期亦官亦学者，同时还是多家知名报

封建王朝自废兴，剥削斑斑血成紫。

实践经验丰富的财政学家，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中

刊的专栏作者的多重身份让崔敬伯不堪重负，几

半封半建祸益烈，敲鼓吸髓宁有止。

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原财政部长薄

央财政干部学校的学术奠基人之一、中国唯一的

次病倒。抗战结束后，1945 年 12 月初崔敬伯先生

农民革命起复落，三座大山压欲死。

一波，张劲夫及国家教委、财政部、中国民主建

坚辞了川康直接税局局长职务，财政部部长俞鸿

共产健将揭红旗，彻底翻身荡渣滓。

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工商联合会等送了花圈，

钧极力挽留，继而在 12 月 9 日任命崔敬伯先生为

自此剥削付灰尘，人民财政从兹始。

参加告别仪式的有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

长夜沉沉如噩梦，红日当空近在尺。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和民建主席孙起孟，原财

光明黑暗两对照，谁使吾民骏足驶！

政部代部长戎子和，原财政部长吴波，国家科委

树，在汉学，历史学也颇有造诣，同时敬伯先生

1948 年对国民党颇为失望的崔敬伯先生辞去

财政部直接税副署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立法院

苦尽甘来热泪盈，回首前尘堪发指。

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敬伯先生于 1927 年留学日

首次全民直选，并于 5 月当选河北选区立法委员

读史令人恨之至，抚今方知爱之旨。

财政院士，陈云，薄一波，李先念，杨秀峰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历史学家范文澜都对崔敬伯先
生的学术和人品做出过高度评价。

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

崔敬伯先生不仅在财政、经济领域颇有建

本东京大学，1928 年北伐成功，同为留日好友新

（独立候选人候选资格需 3000 人签名，获至少 60

教授姜维壮、胡中流等 14 人带去前往家中祝贺。

1988 年 5 月 27 日崔敬伯先生因病逝世，告别

副主任、原公安部长阮崇武等 300 多位敬伯先生生
前好友。

爱憎分明党性强，不读历史吾之耻。

崔敬伯先生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在祖国危

万选票）。在任期间多次提出“大力改革，制止通

国史之中财政史，生动教育盈此纸。

难时未竟学业，毅然回国。一生淡泊名利，两袖

一届河北省政府秘书 （周恩来留日期间也是新中

货膨胀；征课豪门资本，实施临时财产税；结束

文革后先生已步入晚年，仍忙于 《中国历代

清风，晚年常以静泊自称。好友历史学家范文澜

学会会员）。颇具文采的敬伯先生担任秘书期间不

训政，走向宪政”等主张。作为立法院中少数专

食货志汇编简注》（上、中、下三册）、《中国财政

称崔敬伯先生出淤泥而不染。敬伯先生在旧政府

仅亲手撰写公文，也曾代表省主席商震做过 《省

家型立法委员，多次参加蒋介石、李宗仁组织的

历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史》、《历代理财人物

做官是想为抗战尽力，实现一介书生的治国理

政府施政报告》，这一时期曾有诗作 《河北局面的

茶话会。

选记》、《工商税史长编》、《民国工商税史》 等财

想。当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敬伯先生还是选择

中学会创始人马洗凡力邀敬伯先生回国，担任第

1948 年与历史组陈寅恪，文学组胡适一同被

改变》：
顺时而动，必受其福。时至不动，反受其

民国两大研究机构之一的北平研究院评为财政学

殃！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勿谓世乱，真理未亡！

术会议会员 （院士）（财政类学科在建国后被取消

1930 年 公 费 留 学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院士评选科目）。
1948 年 11 月登报声明，脱离立法院，不再出

院，主修财政学、政治学，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达
尔顿 （英国财长），政治学家拉斯基 （英国工党领

席会议，不再支领薪俸，同时应李达、李祖荫、

袖）。1932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崔敬伯先生未竟

江之泳三教授电邀赴长沙湖南大学教书。

政史料，丛书和专著的指导、审校等出版工作。
崔敬伯先生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不仅在 30 年代把西
方财政经济思想传播到国内，同时也在建国后把
中国财经古文遗产，历代财政思想家的财政思

济》、《益世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 等多

是繁体字和财经专业词汇，财经古文翻译、注

家知名报刊的专栏作家，发表了大量社评、社

起望笼月识感》

人间到处崎岖甚，如此流年，如此流年，浊

些史料的翻译工作，现代学者是无法进行进一步

时间兀自无穷尽，且看明年，且看明年，旋

报》、《重庆大公报》、《大公晚报》、《新民报》、

历史，史籍浩繁，这些古代书籍没有标点，又都
释、点评工作难度极大，工作量也巨大。没有这

闻金戈响，彷徨永夜不成眠。

崔敬伯先生也是解放前 《时书事新报》、《大公
《新民晚报》、《经济评论》、《财政学报》、《新经

年初曾作诗一首 《丑奴儿·辞岁》：
酒一杯洗足眠。

教书育人，桃李天下。除了学者、官员的身份，

想、财政措施传承给了当代学者。我国有 4000 年

学业，毅然回国。这一时期曾有诗作 《中夜不眠
沙场战血犹飞溅，劫后余生倍楚酸！隔海若

做个学者，一生中几次辞掉高官，终其一生 60 年

研究的。崔敬伯先生在自己生命的晚年竭尽全
力，带领团队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历史传承任务。

论、杂文和诗歌。一生发表作品不完全统计 1400
余篇。

敬伯先生颇为欣赏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何种身份始终关

曾作诗 《大力培养师资·七律》：

注民生，关注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计个人安危得

科技先行百业新，加强教育涌新人。

失，敢于向高层谏言。作为民建中央委员，九三

研究院任秘书及研究员，1935 年任财政组主任，

1949 年作为最早的 12 名财经干部入选中央政

府，担任中央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先生用半

红专并重资兴建，富教兼施迈古今。

学社委员，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顾问，中国财政学

开创了我国财政学科的高等专门研究 （北平研究

年的时间抑制了国民党后期的高度通货膨胀，修

石田千顷尤无地，愚民百万是无民。

会顾问，中国税务学会顾问，敬伯先生晚年依然

院建国后与中央研究院合并成中国科学院，1977

正了税制，参与起草了建国后第一部 《新税法》，

要求严格从中小，培植师资教导殷。

关心国家大事，献言献计，举才荐才，为中国财

年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基础上组建了目前的

确定了我国税制体系，保证了新旧政权的顺利交

崔敬伯先生虽然做过新旧政府的财政高官，

政事业鞠躬尽瘁，为中国培养梯队师资和人才倾

社会科学院）。1935 年至 1936 年，崔敬伯先生除了

接。

回国后在北平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
中法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并于 1934 年进入北平

学术研究，同时活跃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著名

的一二九运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华北文化界
救国会。崔敬伯先生于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一周以北平研究院唯一代表、国内唯一财政专家
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社会各界学术

转乾坤别有天。

但一生没有购置房产，所有收入，稿费均用于购

《水调歌头 财政与金融》

气自沉酣志自雄，短刀无意助功名。

周转靠银行。太公九府圆法，管仲弘羊心计，平

些英文原版的书籍，苏联也没有。建国后崔敬伯

拼化化碧溶冰雪，迸做摇天撼海声。

准古称扬。社会主义好，领袖党中央！

先生曾先后 4 次为中央财经大学捐书，1966 年一

重核算，节成本，建规章。钱如流水，刘晏
马上总思量。洪范五福先言富，民富蔚成国富，

1938 年至 1945 年，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川康直接

源远自留长。转亏增效益，四化展辉光！

得 税 和 遗 产 税 ， 1938 年 参 与 起 草 了 中 国 第 一 部

局长伊始，同时着手新中国财经干部队伍和财经

《所得税法》，任职期间，提出直接税“四风”，即

院校的建设，作为财政部有丰富大学教学经验的

学术之风，重研究；家庭之风，重亲爱；军队之

学者型官员，他始终关注华北税务学校 （中央税

风，重纪律；宗教之风，重信仰。川康办税八

务学校前身） 的建设，并于 1950 年亲自担任华北

年，为政清廉。抗战期间，政府公务员工资极

崔敬伯先生 1949 年任财政部中央税务总局副

部长李先念特意嘱咐，主要精力放在财院，无论

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学者崔敬伯先生执政是一股

如何把财经教育抓好。1955 年至 1958 年起兼任中
教学和科研。崔敬伯在任期间搭建了中财大的学

世税人所能易见者”敬伯先生也曾经作诗一首

术框架，做了 《关于周转税若干问题》、《社会主

川康办税八年，归来两袖清风；只知抗战为
国，死生一任天公。曾历千山万水，几经花谢花
开；地道勤劳本色，天然潇洒襟怀。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投降，11 月毛泽东发表

每次 1000 多册，共计 4000-5000 册。这些捐赠的

书籍中，有很多珍贵的原版英文书和线装书。捐

和 2017 年 12 月出版的 《静泊诗词荟萃》 向崔敬伯
先生致敬！

（作者王华：自由撰稿人，崔敬伯先生孙媳。
）

赠的书籍中除了财经专业书籍外，崔敬伯先生的

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主抓

“崔先生公家经费之支出，掷地可铮铮有声，非今
《八年感悟》：

次，1969 年一次，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还有 2 次，

值此崔敬伯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

税务学校招生主任。1955 年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

低，生活困苦，而手握重权的政府高官们，大发
清流。他曾经的下属周邠曾对文革外调人员说：

生的写照：

室专门摆放他的书籍。当时苏联顾问很惊讶，有

金融与时政，相得而益彰。分配流通并重，

名流云集的庐山谈话会，并做抗战主题发言。
税局局长，协助创办了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

买书籍。做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有一间办公

注了一生的心血。于 91 岁时写了一首自咏诗作一

义改造高潮后有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问题》 等
报告。统一编写了教材，《税务课程教学大纲》、
《预算会计与分析教学》、《预算统一》、《工业会
计》、《国家收入》、《国家预算》、《工业统计》、
《统计学》，制定了 《教师每周工作计划执行情况

《沁园春·雪》，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崔敬伯先生第

表》、《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十二年工作规划》，规划

一时间在 《新民晚报》 上响应，其特殊身份引起

涉及学校的发展方向、规模、学制、专业设置、

社会轰动，在那个以诗言志的年代，《沁园春·

教学计划、科研与教材编写、教师进修、教学

雪》 的发表引起当时国共两党热闹非凡的文坛笔

法、制度建立与健全、图书资料、干部工作、政

斗。

治思想工作、机构编制等方面。1958 年起，作为

崔敬伯先生 90 寿辰时，与前来祝寿的朋友们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