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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流轉集中”到誰手裡﹖ 
 

 

自 2008 年 9 月起﹐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

一些專家學者和城市流行媒體突然爆炒所謂“新土改”﹐沸沸揚

揚地鼓吹廢除農村集體所有制﹔要求個體“永佃”﹐實行耕地和

房基地私有化﹔要求容許“資本下鄉”去促進“流轉集中”﹐

去“盤活農村固定資產”以“擴大內需”和增加“廉價”勞力供

給。“山雨欲來風滿樓”﹐並非真金白銀的今日“資本”正孕育

著一場對我國農民史無前例的剝奪。 

鼓勵“流轉”是為了鼓勵“集中”。我國農村的耕地﹑房基

地﹑山林地﹐該不該流轉集中﹖應該。儘管農業技術越來越先進﹐

農民收入卻長期停滯﹐從事農業勞動的積極性越來越低﹐耕地撂

荒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如同 30 年的計劃經濟﹐“小崗道路”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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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走了 30 年﹐路逐漸越走越窄。八億農村人中的二億人脫離耕地

流動到了城市﹐他們留下的耕地和房基地權屬當然應該“適度”

集中。其實﹐中央政府自 20 世紀就一直在號召“把耕地集中到種

田能手那裡”。 

然而﹐農地流轉集中給“資本”還是農民﹖這個問題暗藏著可

以導致社會大動蕩的陷阱。陷阱在於張揚“為什麼”集中﹐卻掩蓋

了“集中給誰”的生死道義﹐掩蓋了農業經濟的“道義”特性。 

土地應當流轉集中給農村集體。削弱了農村集體﹐就阻礙了

進城農民的退出機制﹐留在農村的人們就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處﹐

反而走向破產。加強農村集體﹐鞏固農村集體﹐農民才能自願進

城﹐而非被資本逼迫進城﹔他們留在鄉下的親戚們才有與退出者

們“共同富裕”的希望。換言之﹐實行共有私用﹐統分結合﹐雙

層經營的農村集體才是農民利益真正的代表。 

為什麼這樣判斷﹖本文闡述國家干預土地使用的原理﹐澄清

我國耕地和房基地的國情特性﹐討論我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內容﹐

然後議論流轉集中給“誰”。 

 

 

從法律意義上講﹐當代世界不存在絕對的土地私有產權。權屬

是為了使用﹐干預使用就是干預權屬。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我們的

近鄰日本政府﹐都干預土地使用﹐一直干預到每塊土地的具體用

途。越南政府搞了耕地和房基地的私有化﹐結果很糟糕。若非越南

政府維持了對土地用途的嚴厲干預﹐後果不堪設想﹐越南會變成菲

律賓﹑印度和拉美。平原遼闊﹑人口稀少的美國都嚴格干預耕地使

用。我的一個美國友人是加州頭號房地產商﹐他在加州海岸中部最

昂貴的地區買下了上百平方公里的山地。但加州行政當局批准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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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條件是禁止砍掉山中的任何一棵樹﹐否則交易作廢。正因為

如此規定﹐這塊地並不很“值錢”﹐只起到禁止閑人進入﹐保護原

生環境的目的。私人間的土地交易憑什麼要政府批准﹖因為美國土

地從來就不是什麼“完全私有”﹐正如英國土地也不是私有的。英

國政府憑藉出讓 999 年的土地使用權合約來干預每塊土地的具體

用途﹐私自改變用途就收回了。若我租用香港中銀大廈某樓層 30

年﹐似與擁有 30 年產權並無區別﹐因為大廈業主也只有 60 年的土

地使用權。可我的租用合約是“辦公”﹐若用於辦“講習班”就會

因違反合約而被剝奪租約﹐或導致另談租用價格。同樣﹐大廈業主

若容許大廈出現“居民”﹐大廈的土地租約會被政府廢除。香港和

新加坡被美國某權威機構連年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兩個經濟

體﹐世界排名第一﹑第二﹐但那裡的土地是“國有”的。土地私有

與“經濟自由”毫無關係。中國自古就有很多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土

地﹐有土地集中的限制。唐代的“府兵制”就基於政府臨時分配土

地使用權﹔宋代宗祠“集體”擁有幾乎三分之一的耕地﹔我國還

有賣地者在有生之年可向買地者“找補”若干次的“習慣法”。換

言之﹐世界史上從來就沒存在過土地“清晰的”私人權屬。所謂集

體土地“產權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說法是自造的貌

似“學術”的概念﹐目的是拆毀我國農村耕地的集體所有制﹐為資

本下鄉集中土地的狂歡盛宴鳴鑼開道。 

為什麼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產權﹖為什麼全世

界的政府都想方設法干預土地使用權﹖道理分三層﹐核心在於土

地事關“生存安全的道義”。 

第一﹐土地不會增加﹐但人口會增加。隨經濟發展和富裕程

度不同﹐人對土地使用的要求會增加。所以﹐與大多數產品交易

的性質不同﹐土地“自由”交易根本不可能符合市場供求規律﹐

不可能有什麼符合市場規律的“價格”﹐只可能出現“貌似”符

合市場規律的短暫交易繁榮期﹐接下來就是災難期。企業數量和



 4

產品產量及種類可以成倍增加﹐但土地不會增加。不可能增加

的“商品”只能被“炒作”。多數產品數量可依供求增減﹐符合

市場機制﹐清晰的私人權屬有助商品生產的繁榮。地上房屋的建

築面積可因層數不同而成倍增加﹐貨幣更可以輕易地成倍增加﹐

金錢的數量甚至可以增加到與鈔票印刷量無關﹐卻與別國的貨幣

量有關。世界人口暴增﹐產品產量暴增﹐貨幣量更在暴增﹐土地

面積卻永不增加。與清朝發行的大龍郵票一樣﹐我國 18 億畝耕地

不會增加﹐只可能減少。“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就是

金銀”。在地球上人口和“虛擬貨幣”暴增之際﹐土地天然不是

貨幣﹐但能使貨幣保值的天然就是土地。因此﹐持有大量貨幣的

人當然會炒作有限的土地﹐通過炒作來集中土地﹐推高土地價格。

土地投機與依供求關係增減的產品和貨幣不同﹐土地投機並不增

加土地﹐卻會佔用大量資金。土地炒作與農民收益無關﹐與農業

發展更無關係。20 世紀 90 年代初海南發生爆炒地皮的浪潮﹐嚴重

影響了海南的經濟發展﹐卻沒給當地農民帶來任何好處。 

第二﹐土地是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人類吃住安全的依

託。“家有千間房﹐只睡一張床”。是否有錢或許是重要的﹐也可

以不重要。但吃住的生存權絕對重要。生存的安全沒有了﹐人民當

然造反﹐無論他們是否曾經“自由”或“自願”地出售其土地和房

屋。蘇聯學者查雅諾夫因闡述農民的“生存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而不朽﹔美國學者斯科特因闡述農民的“道義經濟”

（moral economy）而不朽﹐兩個概念的含義是一樣的﹐都強調“生

存”和“生存的道義”。道義經濟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吃住生存的基

本安全﹐是所有“經濟”道理的基礎﹔而吃住安全的基本權利來自

土地﹐土地權利來自政府根據人口變化而公平地調整土地的使

用 — 不是來自土地的私有。道義經濟不僅適合農村﹐而且適合城

市﹔不僅是封建經濟的基礎﹐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還是社會

主義經濟和西北歐“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更是我國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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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兩億流動民工在城市所以沒成為動亂

之源﹐因為他們有家鄉的土地制度提供生存安全。因為上述原因﹐

現代政府恆定會限制土地交易﹐因地制宜﹐用種種法律干預土地使

用﹐制止土地成為資本炒作的對象﹐制止土地集中到少數富人手裡。 

第三﹐無論怎樣“集約”﹐農業都“不賺錢”。按“分秒”

產出的第二和第三產業（製造業和服務業）才是現代人類財富的

主要來源﹐依“季節”產出的種植和養殖業早已不再是人類“財

富”的主要來源﹐只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國“農民”人均

擁有二畝耕地﹐美國“農民”（農場主）平均擁有三千畝耕地（兩

百公頃）。但有了“規模經營”﹐美國“農民”依然無力“致富”﹐

還得靠國家補貼才能生存。美國人吃牛肉如同中國人吃豬肉﹐美

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養牛的美國農民。眼下每頭美國“牛”

每天可獲得 2.2 美元補貼﹐合人民幣每年 5500 元。我國 2007 年農

民“人”均純收入才只有 4140 元。美國政府還補貼“休耕”﹐農

民不種地照樣得到種地的純收入。若非美國農民“不賺錢”﹐美

國政府不會去“補貼”農業。就美國這種“規模”農業﹐就這麼

個“補貼”法﹐也沒聽說哪個美國農民“致富”了﹐不過是以“無

法享受城市生活”為代價﹐獲得略高於城市的人均收入而已。在

有農業的國家﹐所有政府都立法限制農地轉為他用﹐都節制“資

本”吞噬農業用地。這就是“道義經濟”。道義經濟保障包括城

市人在內的所有人的食品安全﹐是適用於全世界的規則。 

為什麼我國政府要特別干預農村耕地和房基地的權屬交易﹖ 

 

 

我國政府干預農村耕地和房基地的權屬﹐道理也很簡單﹐只

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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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國農民與耕地之比的條件極為惡劣。擁有耕地權屬

的“農村人”多達八億﹐而他們只擁有 18 億畝耕地 — 比印度還

少得多。不分氣候冷暖和降水差異﹐不分產量高低﹐我國農村人

均只有兩畝耕地﹐與美國平均“住家”的佔地大致相當。自清朝

初年起﹐我國的一億總人口已上昇為包括八億農村人在內的 13 億

總人口。而國土面積卻大幅縮小﹐耕地面積縮小得更快 — 因為

城市擴張﹐因為 60 年分發房基地﹐還因為 60 年的墳墓用地。換

言之﹐我國八億農民能安全有序地生存﹐靠的就是那人均兩畝地

和從耕地中劃撥的戶均一塊房基地。奇蹟是﹕這點微薄的生產和

生活資料公平地保障了全部八億人吃住的基本生存安全﹐也保障

了我國全部 13 億人的糧食及其他農產品安全﹐保障了我國的政治

和社會秩序。這中國式的“公平”從哪裡來﹖來自國家對農業用

地的法律保護﹐來自建國初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來自人民公

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來自改革初以戶為單位平均分配承

包地﹐來自憲法規定的耕地集體所有制 — 不是國家所有﹐也不

是私人所有﹐還來自國家法律規定已婚農村夫婦有權從集體耕地

中獲得一塊免費房基地。 

第二﹐耕地和房基地不是農民“致富”的工具﹐而是八億農

村人吃住安全的保障。人均兩畝地和戶均一塊房基地不是八億農

村人“致富”的手段。儘管我國耕地的單位生產效率已經屬於世

界最高水平﹐18 億畝耕地用於農產品生產只夠極少數人“致

富”。設每公斤糧食售價兩元﹐全國每年生產的五千億公斤糧食

只值一萬億元。設“致富”的標準是年均“毛收入”一百萬元（包

括不可能低於 60％的生產成本﹐而且不計勞動力成本）﹐即年純

收入的上限為 40 萬元﹐全部一萬億元的糧食總值只夠分給一百萬

人“致富”。若年純入四萬元則夠一千萬人﹐但已無關“致富”﹔

若年純入四千元也僅夠八億人中間的一億人﹐但那已低於聯合國

規定的日均二美元“貧困線”。所以﹐我國農村的耕地和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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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致富手段﹐農村人致富只能另尋他途。事實上﹐單純的農業

收入只佔目前我國農民收入的 16％左右。耕地和房基地雖然不能

讓農民致富﹐卻是他們的“生命線”。對二億流動民工如此﹐對

六億留在農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城市沒有拒絕鄉村人﹐沒有拒

絕鄉村人買房和工作。然而﹐今天的城市當局根本沒有能力保障

二億流動民工及其直系親屬的工作和住房福利。不是不想﹐而是

不可能。事實上﹐流動民工有能力定居於其所服務的城市者是少

數。事實上﹐城市企業只給 18~49 歲的流動民工提供最下層﹐收

入最少的工作。大多數民工的“工資”連孩子都養不起﹐結婚生

子後會把孩子送回家鄉養活。18 歲出門﹐50 歲返鄉﹐在城市的 30

年辛勞人生為的是在鄉村安全舒適的退養。換言之﹐對二億流動

民工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鄉村的家庭承包地和房基地是他們生存

安全的保障﹐是他們留在鄉村的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們的保障﹐

是他們退養的保障。他們每年打工掙錢﹐為的就是新年時“回

家”﹐最終回家退養。鄉村的家才是他們的認同和歸屬之處。而

對於六億留在鄉村的人而言﹐號稱給他們“戶口”就能讓他們定

居城市﹐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故意撒謊。他們多是老弱病殘和婦

女兒童﹐沒有技能獲得穩定像樣的城市工作﹐更不可能獲得城市

早已非常昂貴的住房。羅馬公民權一度是羅馬帝國的鉅大特權。

當羅馬公民權屬於帝國所有人﹐那公民權就一文不值﹐是不能用

來換取財富的。同理﹐若用一紙空洞的“城市戶口”來換取六億

人的土地和房基地﹐那是赤裸裸的搶劫。 

第三﹐出售耕地和房基地所得的鈔票遠不足以保障包括二億

流動民工在內的八億農村人的吃住安全。今天﹐鉅額的城市乃至

外國資本像狼一樣盯住了我國農村的土地﹐因為人多了﹐地少了﹐

恰逢粉色和綠色的鈔票無處可去投資賺取利潤﹐更逢農產品市價

暴漲﹐還因為中國莫名其妙地流行原始和簡單粗糙的自由主義意

識形態。毫無疑問﹐農村人多得一些鈔票可以為城市的工廠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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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擴大內需”﹐而且擴大內需是重要的。然而﹐今天的鈔票

早就不再是歷史上用於買地的真金白銀了﹐與稀有的金銀毫無關

係。個體農戶只會看到那數以“萬元”計的“鉅額”鈔票﹐卻不

知今年之錢不是明年之錢﹐不知八億人都拿到那鈔票之際﹐那鈔

票就“毛”了﹐就不值錢了﹐是無法應付隨“城市戶口”而來的

生存成本的。賣房賣地當然會換來眼前急用的“現鈔”﹐當然

能“盤活資產”﹐當然能暫時“擴大內需”。但農村人均二畝地

和房基地不是“資產”﹐是包括二億民工在內的八億農村人

的“生命線”。說是這賣房賣地的錢能讓他們在城市“投資”﹐

這種話鬼才相信。遑論鄉下人﹐大多數城市人都靠工資過活﹐沒

多少城市人有能力去“投資理財”而不虧本。雖然我國農地產出

效率已經是世界最高一類﹐土地集中或許還可以再增加一點

點“農業生產效率和效益”。問題不在利潤多少﹐而在利潤歸誰﹖

歸集中擁有土地的人﹐還是他們會平均分配給原來擁有土地的八億

人﹖若土地集中為人均一百畝﹐收益率大概會高一點點﹐可還是小

農﹐還算不上規模經營﹐不過是巴西“無地農民”概念的上限而

已。而且﹐政府還不可能有辦法控制土地集中一百畝的上限。可人

均一百畝意味著僅有 1800 萬人擁有現存的 18 億畝耕地﹐其餘的近

八億農村人就“永久”喪失耕地收益權屬了。這就是增加那點“效

益”所需付出的鉅大“成本”﹔— 除非這 1800 萬“新小農”買

地為的是當“活雷鋒”﹐為的是承擔近八億人的生活保障。 

事實上﹐而今“土地流轉集中”的主體是外來的“公司”﹐

公司不支持“道義經濟”﹐更不是活雷鋒。近年我國農村發生

的“群體抗議事件”﹐大多是“公司加農戶”引發的。著名的小

崗村大概已屬於“良性”集中了。小崗村人均二畝地﹐村民們不

種糧食﹐自願把土地“流轉集中”到種植經濟作物的“公司”手

裡。有“公司”拿著國家補貼去小崗種“蘑菇”﹐每畝 20 年一次

性總付四千元。還有“公司”去種“葡萄”﹐價格是每畝每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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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租期 20 年。20 年總付一萬元﹐還“分年支付”。經濟作物

風險大﹐收入不穩﹐“公司”連這點租金也不保障支付﹐結果是“政

府墊付”。就這樣小崗還是有不少耕地拋荒。這就是耕地的“市場

價格”﹐這就是“資產”的“盤活”。靠四千元進城活 20 年﹖靠

五百元在城裡生活一年﹖不用談 20 年﹐五年後那五百元就可能買

不起一口人吃一年的米錢了。若這租約不是 20 年而是 70 年﹐小崗

農民連孫子輩就都沒指望了。要是他們再賣了房基地就真的會立即

實現“城鄉一體化”﹐城市會再欣賞到唱花鼓乞討的“藝術”。當

然﹐小崗人不用乞討﹐小崗是“模範”﹐有官款支應。 

有學人說﹐現有的城市足以擔當失地農民生活﹐只需要容許

他們“自由”地建立和居住在像拉美﹑印度那樣的“貧民窟”。

然而﹐那貧民窟由犯罪集團控制﹐無水無電無下水無學校﹐既不

代表“人道”或“自由”﹐也不代表“城鄉一體化”。是傾向資

本自由的“制度”迫使無地流民過上了一種貌似“自由”的非人

生活。拉美和印度人沒造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習慣於宗

教安慰。筆者希望那些欣賞印度和拉美貧民窟的學人們去實地看

一看﹐比較一下那裡貧民窟的生活和我國農村有房有地有學校的

生活﹐做個誠實的結論。 

有學人說﹐要相信個體農民會作出理性﹑謹慎﹑最符合自己

利益的選擇。可“崽賣爺田不心疼”是咋回事﹖發展中國家的大

批無地流民都是從石頭縫裡冒出來的﹖一戶有老少五口人的湘西

農民向我兜售他家承包 70 年的二百畝山林地﹐要價“高達”十萬

元﹐因為林地的野生山茶樹每年僅帶給他家 0.5 萬元收益。那“理

性”就是五口人不幹活白拿 20 年的錢。他們不知道﹐二萬元現金

維持不了一口人 20 年的生活﹐而我則用輛廉價小汽車的錢輕易坐

擁二百畝美麗的湘西山野﹐當上“不在地”的莊園主。美國百姓

的“理性”﹐如何敵得過華爾街的“理性”﹐個體農戶的理性怎

敵得過“公司”的理性。正如股市有能力套牢“理性”的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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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資本有能力誘使八億村民“自由自願”地出售房基地和耕

地﹐迫使他們過上“自由”生活。而且﹐今日之“資本”並非真

金白銀。賣房賣地﹐輕信那“大量”虛擬的“符號”﹐農村人將

遭到一場史無前例的剝奪。 

第四﹐農民耕地和房基地的安全是全中國社會安全的基礎。

以農村集體為單位均分的 18億畝耕地和戶均一塊房基地保障了包

括二億流動民工在內的八億農村人的集體吃住安全﹐也保障了五

億城市人的集體社會安全。倘若不節制資本﹐倘若容許資本向我

國農民的耕地和房基地下刀子﹐中國將流民遍地。其實﹐中國不

需要八億人破產﹐只需要一億人失地就足以掀起全國革命的浪

潮。無論是否有“多黨競爭型選舉”﹐在城市的“自由”生活裡﹐

造反是無地流民唯一合理的選擇。與拉美和印度人不同﹐我國的

無地流民不會沉溺於宗教安慰﹐他們自己和自己的父輩受過多年

社會主義教育。無地無房無工作的“三無”流民﹐造反不需要任

何理由﹐只需一根最廉價的火柴﹐比如一個謠言。這個道理已經

被反復驗證﹐早已不需要“試驗”了。真到了那一天﹐哪怕把中

國變成警察國家﹐變成大監獄﹐也制止不了流民造反。必須指

出﹕“改革開放”30 年的成功﹐靠的正是八億農村人的集體安

全。沒有鄉下的社會主義﹐沒有農村人耕地和房基地的安全﹐“特

區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廣東“血汗工廠”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流民”會把珠江三角洲變成地獄。上海和北京也是一樣。

無論政府有多少軍隊和武裝警察﹐也對付不了北京三百萬在家鄉

無地無房的“民工”。 

“資本”的支持者們不該打農民這點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主

意﹐去城市裡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尋找機會才是發展我國經濟的正

途。渴望獲得更多廉價勞力的城市企業主們應當放眼未來﹐鄉村

的集體所有制符合“大家”的根本利益。 

增加企業“廉價勞力”供給﹐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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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農村固定資產”﹐擴大“國內市場需求”﹐乃至所謂“選擇

的自由”之類空洞的價值觀邏輯﹐都不能為摧毀保障八億人安全

的機制辯護。資本的“效率”遠不足為城市五千萬職工“下崗”

辯護。為五千萬城市工人擔起“上崗”責任的只能是政府。倘

若“資本”摧毀了八億人的安全機制﹐政府要多收多少稅才能保

障他們在城市的工作﹑住房﹑養老﹖正因為如此﹐我國政府拒

絕“私有化”忽悠﹐堅持干預耕地和房基地的交易﹐不容許資本

沖毀我國現有的耕地和房基地集體所有制。在我國的特殊國情

下﹐“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雖不符合資本“自由”的要求﹐

卻是全民的要求﹐是民本主義和人道主義﹐是改革開放的保障﹐

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 

然而﹐為什麼我國政府一定要通過農村“集體”進行干預﹖ 

 

 

有些學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體所有制﹐搞“私有化”﹔

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聲稱農地“所有者缺位”。依他們的“邏

輯”﹐只有私有財產才有“產權”﹐國有和集體財產都是“無主”

的（個人“有權”隨便拿﹖）。農村房基地上的房屋屬於私有﹐

這從來沒成為過問題﹔但耕地和從耕地“劃撥”出來的房基地是

集體財產﹐這也不應成為問題。我國憲法規定﹐耕地歸農村集體

所有。這個法律規定不存在概念定義不清的問題﹐只有被曲解和

違反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2007 年城市﹑縣城和村鎮建設統

計公報〉﹐到 2007 年底﹐我國共有 57 萬個村民委員會﹐轄 265

萬個自然村。這 57 萬個行政村及其下屬的以自然村為基礎的“村

民小組”就是我國農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者﹐產權的法律

地位並不“模糊”。至於為了減少行政對象﹐近年來縣鄉兩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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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徵求村民意見﹐相當隨意地“合併”行政村﹐致使行政村數

量陡然減少﹐是違反村民自治法律的。 

都“市場經濟”了﹐我國為什麼還拒絕國有也拒絕私有﹐堅

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堅持“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共

有私用﹖理由有五個。 

第一﹐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城市利益可能侵犯農民利益

的有效制衡。正因為非農土地國有﹐農地屬村民集體所有﹐國家

徵用農地就必須給予農村人適當經濟補償﹐並擔負起為失地農民

安排未來生活的道義責任。這個責任﹐“公司”絕不願承擔﹐也絕

不會比“國家”更有承擔能力。公司隨時可以關門“跑”掉﹐但國

家“跑”不掉﹐無法生存的失地農民至少還有“找補”的對象。 

第二﹐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鄉村自然和歷史差異的有效

承認。我國從南到北﹐從海岸到高山﹐加之歷史變遷﹐農村各地

人地之比差異鉅大﹐不同的集體凝聚力也導致土地收益大不相

同。正因為農地集體所有﹐各地農戶的承包地面積才可以有因地

制宜的差異和彈性。正因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們認可的公平條

件下出現了“承包專業戶”。 

第三﹐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

手段和保障。“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共有私用﹐是中國農村

集體所有制的特色。農地私有﹐發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

主體﹐失去了法律依據﹐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廢

除了集體這個“地主”﹐廢除了集體權利﹐公平﹑道義﹑安全﹐

就都沒有了載體﹔連殘疾人和五保戶都沒人照顧了。 

第四﹐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資本剝奪農民生存權的最

後屏障。法定的“權利”不是什麼天然的東西﹐而是力量均衡的

產物。較之“集體”﹐個體農戶基本不具備抵抗強大資本的能力﹐

很容易被“各個擊破”。其實﹐購買一﹑兩塊“水系”上方的關

鍵地塊就能使臨近農戶就範﹐遑論今日之“公司”慣於僱傭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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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勢力威逼農民。就對“公司”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言﹐集體遠強

於個體。政府一紙“村集體裡所有戶主簽字同意”的規定﹐就使

資本滲透的難度大為增加。 

第五﹐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聯結村民的經濟和社會紐帶﹐

也構成農村與城市對接的橋樑。在惡劣的生產資料條件下﹐沒有

集體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農村人是無組織的“一盤散沙”﹐

甚至無法接受政府轉交的城市“惠農”援助。風災後的緬甸就是例

證﹐冰災震災裡的中國就是反證。非農地的國有﹐農地的集體所有﹐

是工農聯盟的兩大基石。正是在這兩大基石之上﹐中國共產黨才可

能協調和領導“工農聯盟”。沒有了鄉村的集體所有制﹐鄉村政府

就必然被資本俘獲﹐我們的共和國就不再是“人民”共和國。 

先通過“轉制”剝奪鄉鎮企業﹐又通過“費改稅”削去集

體“地主”的“財權”﹐直至通過“海選”削去村黨支部的“政

權”﹐削弱農村集體是 20 世紀末期中央政策的重大失誤﹐致使農

村基層政權潰敗以至“灰色化”。基層不穩﹐天下大亂。向農地集

體所有權下刀子不是“深入改革”﹐而是代表資本“自由”的利益

去“闖（人民利益之）關”﹐革農民的命。當前農村的主要問題不

是進一步削弱農村集體﹐而是黨要奪回基層政權﹐鞏固基層政權﹐

加強集體所有制。只要中國共產黨沒有被資本俘獲﹐所謂“新的土

地革命”就不會發生﹐烽煙四起﹐天下大亂的局面也就不會出現。 

反對我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制﹐通常會提出以下兩條理由﹐貌

似代表農民“致富”的利益﹐掩蓋代言“資本”的實際。 

第一﹐農村集體的領導者勾結腐敗的縣政府和鄉鎮政府﹐正

在大量賣掉農民的土地﹐還壓低出售農地的價格﹐貪污了賣地的

收入﹐讓農民吃了大虧﹐不如實行私有化﹐把賣地利益留給農民。

如此的判斷很輕浮。這裡涉及三個問題。 

（1）轉為非農用途的土地確實會大幅增值﹐但數量很少﹐涉

及的人數也很少﹐並非全國農村的情況。自從有了農地“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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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近 20 年﹐流轉為非農的農地總共才 5％﹐涉及的農民也才 5％﹐

主要是城郊農民（還有些水庫和道路用地的移民）。憑什麼依據 5％

的農轉非用地來改變全國農村的土地制度﹖我國的耕地不能

再“農轉非”了﹐耕地的非農轉化已經接近極限了。我國現有耕

地 18 億畝多點﹐政府已經劃出了 18 億畝耕地不得“農轉非”的

絕對底線。總體上﹐我國的城市用地極為“粗獷”﹐若照日本那

樣精細規劃﹐現有的城市土地已足夠使用。 

（2）那 5％的城郊農民並未“吃大虧”﹐變得貧窮。國家收

購集體土地後的土地增值差價不能算作對農民的“剝奪”﹐那樣

算賬是故意算“糊塗賬”。正如經銷商可能比生產者賺得多﹐在

世界所有地方﹐土地“農轉非”的主要增值收益不大可能由農地

的個體地主獲得﹐而是由擁有鉅額建設資金者獲得﹐由規劃和批

准土地用途的政府獲得。因此房地產商會使土地增值成為大資本

家﹐政府會擴建城市基礎設施來容納農轉非增加的人口。事實上﹐

隨著經濟發展﹐我國“農轉非”的土地補償價一直在成倍上揚﹐

擁有區位優勢的城郊農民得到了實在的好處﹐基本上順利轉化為

市民了。學人不能信口雌黃﹐國有化那 5％的土地不是農民變窮的

原因﹐而是郊區農民變富的原因。真實的情況是﹐城郊農民們普

遍盼望耕地儘早被國家“徵用”﹐並為獲得更多的補償而密集栽

樹﹐加蓋房屋層數。 

（3）我國確實存在農地徵用價格“不公道”的問題。價格不

公道的問題有兩大因素。其一﹐為控制工程腐敗﹐國家基礎設施

建設的徵地補償標準有剛性﹐缺乏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彈性。增

加彈性的問題比想像的要困難﹐但也正在解決之中。比如近十年

裡﹐水庫移民的實際補償已經上昇了不止十倍。而且政府還承擔

後續的安置問題﹐農民還有抗議的對象﹐可以回來“找補”。其

二﹐“八旗子弟”辦“公司”跑馬圈地﹐賄賂地方政府官員並勾

結本地黑社會強買農地和林地用於種植經濟作物或蓋別墅﹑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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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這種“資本下鄉”給農民補償很低﹐還搞“分期付款”﹐不

能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此事的環節通常是﹕縣政府官員被上級

派給“招商引資”的指標﹐這“指標”又被“分派”給鄉鎮政

府﹐“公司”則乘虛而入﹐來“投資”﹐通過種種賄賂手段要挾

兩級政府和村幹部幫忙壓低土地價格。結果﹐村幹部被“公司”

勾結縣鄉兩級政府“逼良為娼”﹐傷害了自家鄉親們的生存利

益。這與集體所有制何干﹖此種情形雖不多見﹐但全國各地都有﹐

林區較農區多﹐偏遠地區較發達地區多﹐是引發“群體抗議”事

件的主要原因。問題不是來自集體所有制﹐而來自“資本下鄉”

的衝動﹐來自當地政府官員腐敗﹐來自集體太軟弱。恰恰是因為

集體所有制被虛化和村行政的灰色化﹐“公司”才有機會勾結腐

敗官員去俘獲村幹部。農村集體是腐敗官員和貪婪資本的最大障

礙。倘若沒有了集體﹐非但抗議運動難以組織﹐抗議也沒有了法

律依據。事實上﹐倘若不是鄉村的集體抵抗﹐地方政府怎會動用

武警﹖一旦政府動用武警來幫助“公司”獲得土地﹐就說明當地

政府已經被資本俘獲了﹐也說明遇到了村民集體的抵抗。若地方

政府服從“以人為本”的中央新政策﹐取消“以資為本”的“招

商引資”﹐土地的集體所有者當然要在“公司”控股佔大頭。如

果資本放棄了﹐就只能說明他們的“利潤”僅僅來自剝奪農民土

地﹐就不值得讓他們來。 

南方山區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把“野林”描述

為“荒山”﹐不惜砍掉“野林”讓“公司”去種柑橘之類的經濟

作物。那些政府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無知無識的原始野蠻資本

主義﹐既破壞生態導致水土流失﹐又破壞物種多樣性。幾口橘子

汁哪裡抵得上我國美麗的原生山林啊。與其低價賣給野蠻商人﹐

還不如將其“國有化”﹐由當地林業局封山育林﹐保護起來。正

如日本的山林地基本是國有的﹐北京市總共九百多萬畝林地也收

歸國有﹐效果非常好。生態林的前途在於國有化﹐經濟林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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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集體所有制下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 

第二﹐聲稱農村耕地和房基地“所有者缺位﹐產權不明晰”。

如此﹐集體所有制導致農民不能賣地賣房﹐所以貧窮。倘若耕地

和房基地私有﹐農民個體就能在銀行“抵押貸款”﹐就能“致富

進城”。這裡涉及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是農民賣地賣房能否“致

富”﹔其二是判明“集體所有制”在農村的功能。 

（1）在真正的農村﹐倘若不違法改變耕地的用途﹐房和

地“押”不出“資本”﹐押不出“進城”生活的貨幣。那點錢只

能換走農民生存的安全。農村集體不是農民貧窮的原因﹐工業時

代財富形式的變遷才是農民貧窮的根本原因。在我們的時代裡﹐

農產品只可能讓極少數佔有鉅大面積耕地的農民“致富”。賣二

畝耕地和一所鄉間陋房﹐不會讓農民富裕﹐只會讓我國大量農民

成為無地無房無工作的“三無”流民。在強大的資本面前﹐軟弱

分散的農民賣地賣房叫“自由”﹖論述資本主義導致農民破產起

義的名著汗牛充棟﹐早在 20 世紀就成為常識。當那麼多信奉私有

制的欠發達國家陷入赤貧和無地農民的抗議運動﹐耕地最少﹐農

民最多的中國憑什麼去相信那“個人理性選擇”的“鬼話”﹖在

信奉資本的時代﹐沒有集體抵抗權﹐沒有政府十七屆三中全會的

〈決議〉相助﹐分散成戶的我國農民根本就沒有安全可言。幸運

的是﹐中央政府拒絕了少數學人和某些大眾媒體的“私有化”忽

悠﹐做出了保護八億農民生存安全的〈決議〉。〈決議〉規定﹐“土

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不得改變

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個〈決議〉還規

定﹐“農村宅基地和村莊整理所節約的土地﹐首先要復墾為耕

地﹐……並優先滿足集體建設用地。” 

（2）“中國農村集體所有制”代表著一個從歷史曲折中磨合

而來的出色﹑精緻的“社會機制”﹐絕非西方“教科書”裡闡述

的“生產要素配置”方案﹐也不是什麼私有制或公有制問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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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先生研究農村地權問題多年﹐他從土地權屬角度剖析我國農

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機制﹐抽象歸納為四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

是村民“共有共用地”。比如水系（農耕水利之系統）﹐水塘（汲

水淘米洗衣之處）﹐風水林（村邊須有林地的良好風俗）。“共

有共用”部分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都屬於集體﹐出多少錢也不能分

配到戶。沒了集體就沒了“主權”載體。第二部分是“按人口分

份使用地”。比如耕地的使用權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資源奇缺的

環境裡﹐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僅公平﹐保持了人道主義的道德精神﹐

還保持了彈性。首先﹐“按人口分份使用”有助於集體內部依民

俗自我調整﹐保持均衡﹐也就是“增人增地﹐減人減地”﹐定期

調整。趙陽先生 2007 年提供的分區抽樣調查顯示﹐85％以上的農

民認為“在 30 年承包期內﹐應當根據人口變化調整耕地”﹔比如

每五年或以上微調一次。而且﹐一半以上的農民有意把“30 年不

變”解釋為“家庭承包制度”不變﹐而非集體不可以微調。1 增人

增地﹐減人減地﹐這是集體內的農民集體行動﹐既符合多數農民

的利益﹐也符合人道精神﹐理應得到政府尊重。這部分利益﹐過

去較多的是“增人增地”﹐現在主要是“減人減地”。其次﹐“按

人口分份使用”﹐有助於流轉使用權﹐也是真實有效的“退出機

制”。比如定居城市﹐土地承包權就要交還集體﹐即“減人減

地”。比如二百畝地平均分配給一百人使用﹐每人二畝﹔但也可

以一人承包﹐向其餘 99 人交承包費﹐即向集體地主繳納承包費。

第三部分是“按戶使用地”。主要指的是宅基地。比如每戶二人

是三百平米﹐三人也是三百平米。成婚時集體劃給房基地﹔全家

退出集體﹐宅基地就交還集體﹐集體補償地上房屋。第四部分

是“集體機動地”。比如村集體保留至少 5％的耕地。增人了﹐把

                                     
1 趙陽﹕《共有與私用﹕中國農地產權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三聯書店 2007 年﹐

第 97~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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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出去﹐減人了﹐把地收回為機動地。機動地承包出去﹐集體

就有收益﹐可以解決五保戶問題乃至公共利益問題﹐包括村幹部

的工作補償。辦加工業﹑養殖業﹑種植業﹐開河渠﹐興學校﹐搞

文化建設﹐修路架橋﹐等等﹐都要佔用村民承包地﹐就用機動地

補償。可以說﹐類似農村傳統社會的“祠堂地”﹐機動地是農村社

區公共利益的基礎﹐也是家庭利益和社區公共利益的天然調節閥。

概言之﹐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分四大類使用方式﹐構成有機的社區

整體﹐是有彈性的共有私用制﹐官稱“統分結合﹐雙層經營”。 

農村集體的彈性共有私用制海納百川﹐能容納各地農民的首

創精神﹐容納道義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股份制經濟﹐容

納如瑞士般富裕的華西村和奇特的南街村﹐並且催生了“鄉鎮企

業”這個世界奇蹟。聲稱農村集體所有權“虛置”的學人不瞭解

農村社區﹐把農村“想像”成了城市﹐把我國農地的“共有私用”

誤認成“公有制和私有制”之爭。倘若搞“永久”的分光吃淨﹐

就挖空和否定了中國精緻的農村集體所有制﹐集體成員的“退出

機制”就受阻了﹐農地的流轉就不順暢了。全家搬去了城裡﹐卻

成為“不在地地主”﹐把土地無償交給外來親友種﹐導致“耕者

無其田”﹐甚至大量閑置拋荒。農戶分光吃淨至“永久”﹐“地

主”就廢了﹐農村社區這個有機體就垮了。農村社區垮掉就出現

權力真空﹐就必然有黑社會來填補。農村社區的崩潰並非“自

然”﹐而是直接干預社區內部組織﹐令其削弱的“政策”使然。

食洋不化﹐教條主義地理解西來的“國家~社會”兩分思想﹐就不

懂得傳統社會裡的“鄉紳中國”﹐就不懂得政府與人民緊密結合

在一起的“人民民主”﹐結果就是政府脫離人民﹐政府被資本俘

獲﹐人民被資本欺辱。 

據說﹐保護農民地權的主體有三種﹕政府﹑法律﹑集體。有

學人認為﹐政府不保護﹐集體不保護﹐只有法律可以保護農民地

權﹐故動輒談論（個人的）“法定權利”。法是人執行的﹐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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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主體”﹖資本強大﹐所以被法律和政府尊重。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沒有集體的農民是分散軟弱的﹐談不上被政府和法律

尊重。農村集體所有權就是法定權力﹐是憲法規定的。農民有組

織﹐集體有力量﹐政府和法律才會向著農民。不尊重農民集體就

是不尊重農民。直接插手集體內部事務﹐企圖以資本下鄉的外來

商業勢力去組織農民﹐搞各種“花樣”去削弱農村集體﹐就是對

農民集體的不尊重﹐也就是對農民的不尊重。 

 

 

農村應當怎麼辦﹖ 

要“為往聖繼絕學”﹐堅持“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原則﹐

恢復村莊基層黨支部的建設﹐恢復農村集體的功能。也就是說﹐

與工業和城市發展同步﹐與城市用工成本的提高同步﹐農村要把

拋荒的農地和空置的農村房基地流轉集中到現有的農村集體手

裡。如此﹐越來越少的農村社區居民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耕地﹐開

始良性循環。如此﹐農村社區集體就有錢有權﹐不斷加強和鞏固﹐

成為對接城市援助的橋樑﹐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依

託。如此﹐隨著城市化的進展﹐農民的減少﹐農村社區建設就會

像波浪一樣不斷向前推進。這樣的農村﹐才能延續我國的工農聯

盟﹐為我國黨政體制提供牢固的基石。 

農村的未來在哪裡﹖ 

在工業時代﹐農業﹐包括所謂“規模農業”﹐不可能讓我國

八億農村人“致富”﹐只夠“溫飽”（溫飽比致富重要得多）。

我國農村的未來不在農業﹐不在農村﹐而在城市﹐在大量農民退

出農村走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在我國農村人口降低到總人口的

10％以下。在最樂觀的情形下﹐這也是個不可能少於 60 年的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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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任何“激進”的主張都必須考慮成本代價﹐不能“冒進”。

完成了城市人口達 90％以上這個長期任務﹐耕地是否“私有化”

就無所謂了﹐只要耕地的農業功能不變﹐怎麼“化”都“化”不

出全國的動蕩。既然城市的發展決定農村的未來﹐為什麼還要折

騰農地“所有制”﹖為什麼要“掏空”憲法規定的農地集體所有

制﹐鼓吹“個體永佃”﹐為資本下鄉集中土地鳴鑼開道﹖ 

我們的分歧是城市化道路的分歧。 

有少數學人主張﹕以個體“永佃”來虛化集體所有制﹐讓資

本下鄉集中土地﹐逼迫農民進城﹐就可以擴大內需﹐給企業提供

更多廉價勞力﹐迅速造就“城鄉一體化”。這個少數派聲音被流

行媒體大幅放大﹐就成為“主流”﹐就號稱“代表農民的願望”。

然而﹐那是菲律賓道路﹐是印度道路﹐是拉美道路﹐是階級分化

和階級鬥爭的道路﹐是“資本至上”的“主義”。 

我們則主張﹕政府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變分散的傳統小農為

有組織的現代農村人﹐組織起來經營農業產業和非農產業﹐把收

益留給本地農民﹐讓農民有留鄉或進城的真實選擇﹐讓留下的農

民逐漸改善生活。這是通過“共同富裕”建設“和諧社會”的道

路﹐是人道主義。 

要菲律賓﹑印度﹑拉美式的“不在地地主”還是要中國式

的“耕者有其田”﹖要“資本下鄉”的產業化﹐還是農民“共同

富裕”的產業化﹖兩條不同路線會導致大不相同的結果。前者導

致中國的大動蕩﹐後者延續中國的長治久安。 

歐洲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劇痛能被迅速緩解﹐因為歐洲人建立

了四面環海有四個中國那麼大的美洲殖民地﹐還有四面環海一個

中國那麼大的澳洲殖民地﹐還移民非洲﹐還建立了從全世界吸血

的龐大經濟機器。日本是海島國﹐情況艱難卻又十分獨特。在明

治維新後的 90 年間﹐他們的全部男性農民被迫變成了走過南闖過

北﹐操作過精密軍械﹐習慣於組織紀律的士兵。中國的條件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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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最多﹐可生活空間卻最狹窄。是共產黨領導農民走出了一條

路﹕三倍於美國總人口的中國鄉下人有房可住﹐有田可做﹐有米

可食﹐還有學校教孩子讀寫算術講衛生﹐他們安全有序地向城市

經濟靠攏。比起菲律賓和印度拉美的遍地流民﹐我們農村集體的

彈性共有私用制極為成功。我們稱這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

的道路為農村的“中國模式”﹐是農村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道路。這條路其實是有深厚歷史傳統的。 

我國農村的社區集體所有制至少可以追溯到“資本”勃興﹐

失地農民開始造反的宋代﹔追溯到張載要求強化宗祠﹑宗田﹑宗

法﹐寫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的年代。此後的歷代政府都支持“公地”。清末時政府開

始鼓勵“集體化”﹐1904 年﹐一位朱姓巡按使在保定府組建了我

國第一個現代社區合作社。其後﹐國民黨﹐共產黨相繼為組織一

盤散沙的中國農民﹐為“土改”﹐花了大氣力。我國與西洋社會

結構不同﹐沒有政府幫助﹐沒有共產黨﹐我國獨立自由的小農戶

自己是組織不起來的﹔否則哪會有 1900年八國聯軍二萬洋兵就迫

使中國 4.5 億人每人交一兩白銀的“庚款”﹖臺灣雖小﹐也不例

外。此後﹐耕地大幅減少﹐人口迅猛增加。是精緻有彈性的社區

共有私用制保障了農村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保障了全國人民的生

活秩序。這個特殊的中國制度還創造出鄉鎮企業“三分天下有其

一”的世界工業奇蹟。 

中國農村的興旺史其實就是農村社區集體的興旺史﹔而中國

農村的衰敗史就是農村社區集體的衰敗史。開歷史倒車﹐農戶個

體獨立﹐土地分得一乾二淨﹐連 5％的“機動地”都不留﹐再撤銷

農村集體的財權﹐削弱農村集體的政權﹐甚至直接取消農村集體

的所有權﹐“資本”和“國家”就直接面對個體“農民”。當個

體農民去經營“袖珍型”的“家庭農場”﹐當“地主”沒了收入﹐

集體的功能就全部喪失了。退出機制受阻﹐農耕“水系”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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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會”這個“鐵三角”所填補﹐連中央的“惠農”政策都無法

操作到戶﹐就形成乾柴烈火﹐烽煙遍地的農村危局。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鄉村“五保戶”的待遇都很好﹐集體給糧給錢。村

集體有錢﹐“五保戶”把地交給集體種﹐去世後地還給集體。而

今﹐鰥寡孤獨廢疾的“五保戶”沒人管了﹐靠外來宗教機構的“慈

善”過日子。道義何在﹐天理何在﹖ 

在以往的 15 年裡﹐18 世紀歐洲關於“自由”的粗糙價值思辨

居然直接成為我國“專家學者”們論證農村政策的依據﹐無視中

間還隔著好幾層的“機制”﹐無視這世界上還有其他先進精緻的

價值思辨。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岌岌可危﹐要靠“國有化”來挽

救﹐我國卻還在流行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自由”邏輯。於是就

有了“野蠻資本主義”﹐就有誤把小崗當“明天”的荒謬﹐就閉

上眼睛堅決否認華西村所代表的七千個集體村莊在閃閃發光﹐就

有了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弊端歸於“改革不徹底”﹐歸於

城市和鄉村沒有“徹底”私有化。如此邏輯﹐就非“闖關”不可。

然而﹐但凡官家“闖關”﹐人民必定遭殃。 

國共兩黨用了 30 年去搞“土改”組織農民﹐共產黨用了 30

年去建設現代農村集體﹐又用了 30 年去調整集體以及削弱集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一代人是 30 年。“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1919﹐1949﹐1979﹐2009﹐中國又來到了新 30 年的

十字路口。什麼是“思想解放”﹖不是一條“小崗道路”走到黑

代表思想解放﹐辯證思維中的“否定之否定”或曰“正﹑反﹑合”

才體現思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