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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1949 年對中國人來說都是個歷史性轉折的

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再是遍佈中國歷史的那種王朝更替﹐

而是一次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

社會的創舉。發生在這個歷史事件前後的那次全國性的土地改革﹐無

疑是這場變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沒有土地改革﹐沒有

讓佔人口 90％的農民“耕者有其田”﹐就找不到中國共產黨取得政

權的合法性﹐也不會有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主張是這次土地改革有別於中國歷史上的

“土地均分”的關鍵。因為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土地均分”從來沒有

成為一種常態﹐小農經濟加市場的經濟形態總是很快打破這種“均



分”﹐回歸到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態﹐並不斷製造社

會動盪。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主張在“土地均分”的基礎上把農民平均

地權的權益固定在“隊為基礎﹑按勞分配”的集體經濟形式上﹐從而

消除了土地兼併的可能。 
30 年後﹐中國共產黨舉起了改革的大旗﹐在農村再一次選擇了

“土地均分”體制﹐但是農戶擁有土地的經營權和收益權﹐沒有處置

權﹐並沒有復原一個完整的“小農＋市場”體系。 
事情有了新的變化。中國農民的收入在經歷了改革後連續十幾年

高增長後﹐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增速突然明顯放慢﹐城鄉居民

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即使政府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農民“免收

皇糧”的政策﹐也看不到逆轉的跡象。所謂“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困

擾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突出障礙。 
順著改革的思路﹐既然農民生活的改善來自農戶家庭經營﹐那麼

農村發展的停滯自然會歸結到改革的“不徹底”。於是﹐建立一個全

面的“小農＋市場”的農村基本體制成為政策建議的重點。雖然“不

爭論”﹐但異議還是有的。2008 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對於實施“土

地流轉”政策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與網絡上充斥懷疑新政策會造成

大量失地農民﹐從而影響社會安定的議論不無關係。 
圍繞中國土地制度和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研究﹐屬於學術研究範

疇。自從陳誠在臺灣也實施三七五減租﹐並推行了土地改革後﹐兩岸

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開始走向一致。流行的看法

是﹐中國數千年的小農加市場的經濟﹐會造成土地逐漸集中在大地主

手中﹐並最終引起尖銳的社會矛盾。 
看法近來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一開始﹐質疑主要圍繞中國古代

土地是否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以及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否是

引起社會衝突的主要原因﹔此後研究集中在近代中國土地究竟是更

加集中還是更加分散﹐地主的剝削率是否真的有那麼高。當中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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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土地比重並不高﹑地租率實際很低的結論出來後﹐一些學者自然

將矛頭對準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質疑土地改革的必要

性﹐聲討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殘暴。當然﹐在這種氛圍下﹐關於土

地私有化的理論基礎就成立了。 
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臺灣著名學者許倬雲先生在《漢代農業﹕

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一書中﹐對“人們一般認為大規模起義

爆發的原因是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使人們喪失了生存條件”表示

懷疑。許倬雲教授根據居延漢簡考證出中國土地相對充裕﹐地賤穀貴﹐

勞動力相對土地來講價值更高。而農民起義主要發生在土地相對充裕

的地區。因此“土地集中可能不是迫使農民離開土地﹑陷入絕境的主

要因素”。1

臺灣另一位學者趙岡先生通過對大量具體歷史檔案進行分析﹐指

出中國古代地主佔有制與歐洲采邑佔有制有根本不同﹐“中國傳統農

村的土地市場相當自由﹐土地不但在運動﹐而且是多向運動﹐地權分

配變動性很大﹐既非采地式的定制﹐也非‘無限集中’﹑‘永遠兼併’

的單向運動”。他集中論述了中國土地的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認為

並不存在土地越來越集中的情況。2 同時﹐趙岡先生初步探討了中國

土地所有者的結構﹐結論是唐宋以來﹐“中小業主的人數愈來愈多﹐

大地主寥若星辰。每個村鎮或每個地區的頭號大地主所佔有的田畝數

往往也是很有限的”。3 趙岡先生很明確地質疑大陸學者對中國古代

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正統說法﹐認為中國所謂“封建地主制”的概

念是受到西方研究者的影響﹐中國農民合法擁有土地並可以在市場自

由交易是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結果﹐土地的租賃﹐僱傭勞動的自由等

                                     
1 許倬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第 139 頁。 
2 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新星出版社 2006。 
3 趙岡﹑陳鍾毅﹕《中國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第 1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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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西方農業社會期間不存在的。4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不少大陸學者開始對港臺學者的研究

進行了“深化”。他們把目光從中國古代土地制度轉移到了近代﹐

尤其是土改前。在肯定中國自秦漢一直到解放前夕主要是中小地

主和富農佔有土地的論述後﹐一些學者集中論證了解放前中國地

主佔有土地沒有傳統說的達到 60~70％﹐而是 30~40％﹔論證這個

時期土地並沒有在土地改革前更加集中了﹐而是更加分散了﹔論

證了中國古代實收地租都小於五五分成。大約只有 30％。5 也就

是說﹐佔農村人口 4％左右的地主佔有農業產出的 12％左右。這

麼低的剝削率﹐即使不再往下引申﹐60 年前的那場土地改革的必

要性也值得懷疑了。 
研究並沒有到此為止。一方面﹐以留美學者黃宗智為代表的一部

分學者將 1946 年土地改革到 1976 年文化革命結束作為一個整體研

究﹐認為“1946 年到 1952 年的土改和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革中﹐

農村階級鬥爭的表達性建構越來越脫離客觀實踐﹐兩者的不一致強烈

影響了共產黨的選擇和行動”﹐在引述了目前得到知識分子廣泛承認

的“崩潰邊緣”說法後﹐共產黨的革命實際被證明為給中國人帶來了

幾十年的災難。這種看法不止黃宗智一個﹐華東師大的楊奎松先生﹑

清華大學的秦暉先生也持這種看法。另一個走向是﹐多篇文章主動站

到土改“倒霉者”的角度﹐以大量血淋淋的歷史資料揭露共產黨在第

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進行的土地革命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進

行的土地改革的盲目性和殘酷性﹐甚至以此找到了蔣介石發動

“4.12”事變的歷史邏輯。6

                                     
4 見許倬雲﹕〈緒論〉﹑〈經濟史研究上的一個誤區〉﹐《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

的起源與特性》。 
5 見高王淩﹕《租佃關係新論 — 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 年。 
6 見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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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次是學術研究自己主動把腳伸到了政治核心和敏感地

帶﹐自覺地為某種政治主張張目﹐為某些政治勢力服務。 
儘管如此﹐這些依然可以在學術範疇研究。在目前的學術氛圍下﹐

指責這些學者為什麼不從“翻身農民”角度透視土改﹐偏要從“倒霉

者”角度來“重新考察”土改是很難奏效的。這些學者本來就是目前

出版界和媒體追捧的對象﹐動輒被請到主流舞臺上做主題發言﹐7 根

本談不上“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澄清這

些問題只能從學術上來論證他們的看法與歷史事實是否相符﹐他們的

論證邏輯是否周延﹐還要闡述一個既符合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政治

歷史面貌﹐又能指出他們的謬誤的歷史觀。否則﹐你的“帽子”還沒

給他們扣上﹐“用大批判的思維方式去討論”﹑“用階級鬥爭一刀

切”的帽子就飛來了。 
 

 
客觀的講﹐許倬雲和趙岡質疑大陸對農業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的

正統論述是有一定道理的。這一方面表現在“封建社會”這個描繪歐

洲中世紀的詞語不適合描繪中國的社會結構狀況﹐另一方面﹐這個時

期中西方經濟運行實際結果與正統看法基本相反。許倬雲和趙岡先生

比較敏銳地抓住了這些邏輯漏洞。 
首先﹐中國東周以後的所謂“封藩建衛”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領

主經濟有明顯的不同。歐洲中世紀無論采邑制時期還是領主制時期﹐

貴族﹑領主的身份和佔有土地資產是世襲的﹐依附土地的農奴身份也

是固定的。領主﹑教會﹑平民﹑農奴﹐甚至騎士等﹐都有明確的﹑不

可逾越的政治權利。在西方可以輕鬆辨認出身份明確﹑利益相關的不

                                     
7 最近許倬雲就被請來“盤點中國近 90 年來人文思想領域的收成”（〈五四答卷﹕五

四運動 90 週年紀念特刊〉﹐《新京報》2009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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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階級。中國自秦以來﹐地主﹐甚至包括大地主與一般農民都沒固定

界限﹐他們之間沒有明顯的政治﹑司法權力的差異﹐都是朝廷的“編

戶齊民”。而且“富不過三代”﹐地主﹑富農﹑貧農之間身份會經常

轉換﹐流動性和變動性非常強﹐很難找到類似西方中世紀那樣世襲的

階級。在西方﹐劃定一個人或家庭屬於什麼階級是很容易的﹐因為財

產﹑政治權利﹑人身權利是一致的。一個貴族破落了﹐身份並不發生

改變。但在中國農村用西方標準劃分階級就經常遇見難題。以土地佔

有量劃分“階級成分”﹐會遇見土改三年前因分家﹑破落等原因使一

個家庭的“成分”從地主變成中農甚至貧農的都有。以剝削率劃分也

遇見類似問題。在西方﹐很難想像三五年中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就發生

這樣的改變。正因為難以區分﹐中國土改階段才不得不把農民劃分成

惡霸地主﹑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佃

農等。看起來很細緻﹐實際上說明在中國按照西方階級標準劃分階層

的困境。 
在中國﹐不變的地位不是財產確定的﹐而是君臣﹑父子﹑男女屬

性決定的。但是﹐並不能因為每個農民的地位的可變性來否定階級或

階層的存在。在相對完整的市場經濟中﹐作為個人可以從一個窮人變

成老闆﹐也可以從老闆變成窮人。如果注意到古代中國已經進入市場

經濟範疇﹐那麼中國古代經濟與今天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機理

是基本一致的﹐一樣可以清晰地劃分出階級來。 
階級不是人的自然屬性而是人的社會屬性﹐雖然古代西方的階級

屬性包含了血統和經濟地位﹐但是﹐從政治經濟學區分階級屬性的標

準是經濟地位而不是血統﹐不是貴族的飄帶和徽式。其次﹐階級是指

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孤立的個人身份。地主和富農佔有農業生產資

料﹐佃農和傭工從事農業勞動﹐構成了農業社會基本生產資料佔有和

分配方式。這兩大群體邊際的交互並不影響這種社會關係的變化。 
因此﹐雖然可以指出中國古代社會與西方的不同﹐但這些差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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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質的差異。 
另一個難以用西方邏輯進行概括的﹐是中國社會和經濟形態的屬

性。雖然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國農業社會時期時依然把“小農

經濟”作為描述對象﹐很少把“封建”的本意作為論述的起點﹐但是

還是有很多學者使用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或者“自然經濟”

這樣的詞語﹐同時把中國“宗法式的小農”與西方領主莊園﹑奴隸主

莊園等混同起來﹐使敘述事實時面臨邏輯悖論。8

對中國古代社會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商品經濟不發

達”的判斷﹐很難在事實上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取得一致。 
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是市場交換﹐而交換來自分工。隨著生產力

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於是產生了交換。必須注意到﹐市場經濟所

說的交換是指經濟體之間的交換﹐不是個人勞動的交換。丈夫出去打

工老婆在家做飯﹐他們之間的分工不產生市場意義的交換。 
人類進入成熟的農業社會後﹐分工已經很細。人生活依賴糧食﹑

桑麻﹑藥材﹑陶器和瓷器﹑農具﹑生活用具等很多產品﹐需要不同分

工的勞動者來完成。這些東西是否都必須通過市場交換來完成呢﹖不

一定。如果一個經濟體很大﹐由幾十個甚至數百﹐數千勞動者來組成﹐

那麼他們內部就可以不通過市場方式來交換﹐也就是通過以物易物和

一定的分配制來完成﹐實現了自給自足。如果一個經濟體很小﹐只有

兩三個勞動力﹐那麼他們無論如何不可能完成這麼多的分工﹐因此他

們必須與其他的經濟體交換。所以﹐實現“自給自足”就必須是個足

夠大的經濟體﹐“小農經濟”就一定伴隨一個交換充分的市場才行。

也就是說﹐所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

                                     
8 形成這種混亂看法的一個原因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尋找中國為什麼落後與西方

時﹐習慣從自我批判出發。既然西方是“商品經濟”那麼我們就只能叫“自然經

濟”。同時﹐一些學者不加咀嚼地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也是造成混亂的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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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無法存在的。 
在農業時期﹐數百甚至數千人形成的經濟體是羅馬時期的奴隸主

莊園﹑中世紀的采邑和領主莊園。在這些莊園裡﹐對莊園主有人身依

附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完成了農業時期大部分分工﹐莊園內部不存在嚴

格意義上的市場交換﹐被稱為“自給自足”。這可以從整個西方這個

時期沒有小面額貨幣來證實。西方一直是金﹑銀等貴金屬做幣材﹐沒

有用過賤金屬 — 銅錢﹐不可能發生小價值量的以貨幣作中介的交

換﹐因此不會發生“兩個大子兒買個燒餅”的市場交易。大宗貿易和

奢侈品交易是以經濟體為單位進行的﹐這也與使用金銀貨幣在邏輯上

相符。 
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濟體。自商鞅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法律出臺﹐就決定了中國不可

能形成大的經濟體。雖然“男耕女織”能夠滿足大部分生活需要﹐但

離開市場交換的小農是很難生存的。中國自古就有賤金屬幣材﹐能夠

支持小額交易也是佐證。 
由於“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關於中國

古代社會形態的正統解釋存在這樣的邏輯漏洞﹐這就給否定馬克思主

義的學者們留下了想像空間。問題在於﹐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生產力

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主義。將人類社會

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見諸馬克

思和恩格斯的著作﹐9 而是蘇聯社會科學家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理論和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得出的。照搬這種階段論的“中國特色”解

釋並沒有應用馬克思這個核心觀點﹐形成的正統結論反而使中國沒有

                                     
9 馬克思於 1881 年 5 月至 1882 年 2 月間研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很讚賞這部

書。他在對該書的詳細摘錄和批語中﹐重新安排篇目結構﹐打算用唯物史觀來闡述摩

爾根的研究成果。但馬克思沒有實現自己這一心願就逝世了。恩格斯對摩爾根的研究﹐

也著重在於肯定人類社會從無階級社會到階級社會﹐再回到無階級社會的看法﹐從沒

有明確對人類歷史做過明細的階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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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並不是以拋棄馬克思核心理

論為前提的﹐如果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分析﹐要拋棄的

是這些錯誤的闡述而不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本身。 
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觀察﹐1500~1800 年前的歐洲屬於

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很低的社會。生產要素市場交換水平很差﹕主要生

產資料 — 土地 — 基本不進行市場交換﹐或者買賣雙方受身份限

制﹐勞動者處於人身依附狀態﹐主要經濟活動是自給自足的莊園經

濟。而同時期的中國市場經濟發育充分﹕土地自由買賣﹐勞動力自由

流動﹐存在僱傭勞動﹔經濟體依賴市場交換生存。 
站在徹底馬克思主義立場﹐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觀察和描述

世界﹐不為演繹出來的“中國特色馬列主義”的論述所束縛﹐許倬雲﹑

趙岡先生和一些國內學者的質疑就失去了著力點﹐顯得無足輕重。 
比如﹐正是中國農民土地佔有主要是通過市場交易形成的﹐土地

集中程度自然不可能像西方以敕封和褫奪形成的那樣高。以家庭為單

位的農業經濟用“成男分戶”﹑“諸子均分”的法令和習俗能夠讓中

國存在一種與市場競爭造成土地集中相抗衡的力量﹐同時也通過戶數

的增加使朝廷獲得更多的賦稅﹐並減少地方豪強與中央政府抗衡的幾

率。10 而以敕封形成的封地更適合通過“長子繼承制”保持數量有

限的貴族﹐從而保障領主對王權和貴族的忠誠﹐於是西方就缺少土地

細分化的制度因素。因此﹐同樣的農業生產形成不同的生產組織方式﹐

是與東西方整體社會制度的差異相關的。在中國沒有找到像西方那樣

多的大土地所有者﹐本來就不該大驚小怪。 
不能說這些學者花時間研究出中國土地制度的這些特徵沒有價

值。但是﹐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謬誤﹐由此得出中國不存在因為

土地制度造成社會矛盾激烈﹐中國歷代激烈的社會衝突不是土地制度

                                     
10 趙岡先生對中國“諸子均分”和養子﹑嗣子制度對土地分散化的影響進行了比較詳

細的論述（趙岡﹕〈地權分散機制〉﹐《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 124~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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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就走得過遠了。 
從最簡單的道理說﹐由於中國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在激烈市場競

爭中自負盈虧﹐於是﹐既不存在對一個小農發達為一個地主﹑甚至大

地主的制度約束﹔同時也沒有人需要為一個地主破落為農戶﹑甚至成

為生活無著的流民負責。因此﹐中國小農加市場的經濟制度有產生大

量生活無著流民的可能性空間。 
正是西方各個階級地位是固定的﹐經濟體內部施行類似“計劃經

濟”﹐市場交換主要發生在大莊園之間﹐於是﹐既沒有一個貴族領主

可以通過經營優異而擴大自己的土地佔有﹐沒有一個農奴能夠通過自

己優異的勞動而成為貴族或者領主。同時也沒有一個貴族因經營失敗

而被摒除在所屬階級之外﹐沒有一個農奴會因“經營失敗”而生活無

著。農奴雖然被形容為像牲畜一樣是領主的“財產”﹐但是沒有財產

擁有人會輕易損失“財產”﹐不管這個財產是頭牛還是個人。因此﹐

西方農奴再苦﹐也不存在成為流民的可能性空間。 
這就是西方土地集中程度雖然很高﹐也卻很少會出現真正意義的

農民起義﹔11 中國土地集中程度不高﹐照樣看到大大小小﹑充斥整

個歷史時期的農民暴動。中國與西方農業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不同﹐

拿西方土地集中標準來衡量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程度﹐才真正是方枘圓

鑿﹐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了。12

 

 
中國小農加市場的社會經濟體系﹐會產生自己的運行特點。這些

                                     
11 西方從羅馬時期到中世紀發生奴隸暴動和農民起義事件比中國少得多﹐而且都可以

看到暴動的種族﹑民族和宗教因素。 
12 趙岡先生把無視中國土地集中程度沒有西方高的認識判斷為“歐洲中心論一直是中

國史學界的主流思想”（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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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可以在許倬雲﹑趙岡等學者的研究中得以證實。 
首先﹐中國土地的集中度是在逐漸降低﹐大致情況是﹕從唐宋前

大地主佔有土地比較多﹐唐宋開始中小地主佔有土地比較多﹐到明清

逐漸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土地佔有結構。即佔人口 3％左右的地主

佔有 30％多的耕地﹐佔人口 5~6％的中小地主和富農佔有 40％多的

耕地﹐佔人口 90％多的貧農佔有大約 20％的土地。13 同時﹐大地主

基本採取佃租方式經營﹐中小地主採取部分佃租﹑部分僱工方式﹐富

農主要採取僱工方式來經營。與土地集中程度減低相伴﹐佃租方式的

比重在下降﹐僱傭勞動的比重在上昇。以上描述正是許倬雲﹑趙岡﹑

楊奎松等學者研究中證實的情況﹐這裡就不再論述。 
其次﹐除了少數貴族地主外﹐中國大多數農民並不存在身份區別﹐

無論地主還是貧農都是編戶齊民中的一員。尤其唐宋以來﹐農民家庭

經濟地位的變化既快又大。一方面“富不過三代”﹐一方面小農都有

可能成為財主。“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即使對一個

長工來講﹐也不完全是夢。這些判斷不僅是上述學者承認的﹐而且是

著重強調的。 
第三﹐唐宋以來土地交易頻繁﹐有所謂“千年田換八百主”的說

法。14 而且土地價格在王朝交替期很低﹐然後逐漸上漲﹐到王朝中

                                     
13 此比例可以從 1937 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全國 16 個省 163 個縣大約二千萬畝土

地上的大約 130 萬農戶的調查資料中可以證實（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

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明清一些村土地分配的大量資料也說明大

致是這個比例（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 184~231 頁）。 
14 土地交易是否比較頻繁﹐這些學者有不同的說法。許倬雲﹑趙岡等傾向於土地交易

頻繁的判斷。但也有認為當時土地交易不頻繁的看法。否定看法的學者與其說是依據

史料的研究﹐還不如說與把這個結論用於證明什麼的動機有關。比如秦暉先生為了證

明如果中國採取土地私有化並不會造成大量破產農民賣地﹐數次質疑“千年田換八百

主”的說法﹐花了很多筆墨證明辛棄疾這句話並不是指土地交易。但是秦暉並不引述

早辛棄疾二百年﹑北宋釋道原於真宗趙恒景德元年（公元 1006 年）成書的《景德傳燈

錄》就提到“千年田換八百主”的禪語。再上朔到唐初著名通俗詩人王梵“千年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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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比低點高出很多﹐上漲幅度遠高於農產品漲價幅度。趙岡在《中

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中引述以下資料﹕“崇禎末年每畝價銀一二

兩。順治初年二至三兩﹐康熙年間四至五兩﹐乾隆由七至八兩漲至十

兩﹐到乾隆五十年左右漲至 50~60 兩。”糧價也隨著王朝興盛而上

昇﹐但上漲幅度沒有地價快。同時﹐商業資本在王朝中後期進入土地

市場是土地價格上昇的重要原因。趙岡在同一書中說﹕“承平日久﹐

商業發達。商賈積累的資金﹐大量流向農村﹐收購土地……大量商業

資金湧向農地投資﹐促使耕地價格迅速上漲。其結果是土地投資的收

益率更形下降”。 
第四﹐中國各個王朝交替階段﹐土地集中程度都會大幅度降低。

然後逐漸提高﹐到中後期達到頂峰。並在王朝末期急劇下降。這一點

不僅見諸於傳統學者的著作﹐而且趙岡等引述新發現的史料也可以證

實。比如趙岡先生的《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四章對明清徽州

土地資料用基尼係數進行了計算﹐明中後期的萬曆年間基尼係數大致

在 0.5~0.6 之間﹐明末清初不到 0.1﹐康熙年間從 0.1 逐漸上昇到 0.3
左右﹐乾隆年間大部分地區都上昇到 0.5 以上。民國初年又下降到

0.3~0.4。15

第五﹐資料證明﹐中國每個王朝初期社會相對安定﹐中後期開始

流民問題愈來愈突出。許倬雲在《漢代農業》中也承認﹕“不論西漢

還是東漢﹐首次提及流民都是在王朝建立至少半個世紀之後”。“東

                                                                                                           
主﹐各自循環改”的含義。辛棄疾無非引用了一個俗語﹐究竟在這首詞裡什麼意思並

不重要﹐但俗語“千年田換八百主”的本意是很清楚的﹐不會因辛棄疾的轉義而消失。

從千年田換八百主的爭議可以看出中國某些學者完全是根據自己需要任意擺弄歷史的

習慣。 
15 這批資料中﹐安徽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是唯一從明萬曆九年（1581）到清康熙四十

年（1701）跨度 120 年同一村子的資料。該資料顯示 1581 年土地基尼係數達到 0.7 左

右﹐1602 年下降到 0.6 左右﹐1651 年（順治八年）只有 0.006。1662 年 0.126﹐1701
年（康熙四十年）0.204。其餘資料跨越時間過短（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

第 65~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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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不到二百年的時間內仍發生了 16 次流民運動﹐而且其中只有四次

是有饑荒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從史料上看﹐歷代重大農民起義也都

是發生在王朝中後期。生活無著的流民問題是中國特有現象（歐洲只

有英國圈地運動時局部短期發生過）﹐流民最終導致社會崩潰﹐王朝

覆滅﹐生產力嚴重破壞﹐也是史學界公認的。 
再次肯定以上歷史狀態﹐是為了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做一個大的

邏輯概括。 
很多人注意到中國古代社會總在發生週期性震盪﹐這種震盪是災

難性的﹐每二三百年總要發生嚴重的社會動盪並伴隨王朝更替。每次

更替都像一次宿命般的輪回﹕社會充滿暴力﹐人口大幅下降﹐社會財

富大量破壞﹐土地荒蕪。在新王朝建立初百年左右﹐經濟快速發展﹐

人口增加。到中期以後﹐伴隨經濟高速發展的是社會開始有動盪﹐這

種動盪延續到王朝末年﹐再次發生崩潰。這種週期性震盪是西方古代

社會沒有的。構成中國古代社會這樣週期性地劇烈震盪的經濟社會矛

盾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 
持續兩千年的歷史中﹐每隔二三百年就發生激烈的﹑導致社會和

經濟崩潰的社會對抗﹐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是一種正反饋系

統﹕某種促使社會動盪因素的產生會進一步促進這種因素的產生﹐外

部抑制這種因素的力量不足以抗衡這種促進力量﹐使社會最終形成崩

潰﹐並在崩潰中消除動盪因素﹐然後再重新開始一個輪回。對中國古

代社會來說﹐這種形成崩潰的力量與抑制這種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對於這種週期性震盪﹐很多學者進行了分析。金觀濤先生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興盛與危機》一書最早以系統論方法探討這個問

題。他從“組織力”角度進行觀察﹐開國皇帝的勵精圖治到末世皇帝

的耽於政事﹐使無組織力量逐漸強於超組織力量﹐造成社會趨於崩

潰。不能說歷史不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但很難讓人從中得到什麼歷

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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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包括金觀濤在內﹐都將“土地愈來愈集中”作為一個

王朝週期性變動的主要因素。本文所涉及的學者通過研究得出中國土

地並不是單向集中發展﹐起碼王朝中期以後還存在分散化趨勢。在摒

棄了土地制度是導致流民的主要因素後﹐這些學者大多是從“人口膨

脹”﹑“自然災害”﹑“大疫”﹑“苛捐雜稅”﹑“吏治腐敗”來解

釋這種週期性震盪的。許倬雲先生在他的《漢代農業》中把流民的產

生歸結為“人口危機”。16 秦暉等則歸結為稅賦和雜役以及自然災害。 
這些學者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以下判斷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

手中﹐他們仍然需要將土地分租給農民。因此土地集中可能不是農民

被迫離開土地﹑陷入絕境的主要因素”。17

自然災害﹑瘟疫﹑苛捐雜稅﹑官吏腐敗﹑人口增加等肯定會成為

小農失去土地的因素﹐但很難解釋為主要因素。 
首先﹐既然中國古代社會矛盾是週期性震盪的正反饋形態﹐也就

是說只有某因素的“時間變量”與王朝週期的時間變量一致﹐才能作

為考察的因素。我們可分別分析這些學者提出的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的

幾個因素。 
自然災害確實會造成小農破產﹐但是正像許倬雲觀察到的﹕“東

漢……發生了 16 次流民運動﹐而其中只有四次是由饑荒或自然災害

造成的”。王朝初年一樣有自然災害﹐但流民事件就少得多。自然災

害也有週期性變化﹐但沒有證據表明連續的自然災害週期﹐每次都與

王朝週期重疊。 
瘟疫也是週期性出現﹐而且一樣能夠嚴重破壞社會生活。但是﹐

除了太平天國等個別例子﹐18 沒有證據顯示古代瘟疫週期與王朝週

                                     
16 許倬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第 16~18 頁。 
17 許倬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第 139 頁。 
18 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蘇﹑浙﹑皖三省在戰爭中的死亡人口只佔人口死亡總數的

30％﹐死於霍亂（cholera）佔 70％（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
《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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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疊。 
賦稅和勞役會造成流民的說法也難以成立。王朝初期確實都實行

過輕徭薄賦﹐但時間都很短﹐經濟一旦恢復就會恢復正常徭役和賦稅

水平。王朝大部分時間賦稅變化不大。很多例子可以說明賦稅和勞役

重的時期並不見得出現社會動盪。漢武帝時期無論賦稅還是勞役﹑兵

役都是漢代最高的﹐但這個時期並沒有發生社會動盪和流民產生。王

朝末年義軍蜂起﹐朝廷的賦稅和徭役會加重。而且賦稅和徭役加重﹐

又促進流民增加。但這裡﹐主變量是民變增加而不是賦稅增加。 
中國古代田賦大約佔農業收入的 20~30 分之一﹐人口稅大約是

田賦的 4~5 倍。按照許倬雲在《漢代農業》裡計算﹐19 一個虛構的

五口之家一年產糧 2400 斤時﹐田賦和人口稅（二丁）大約折合 350
斤﹐佔總收入的 14.5％左右。當然﹐豐年和歉年會有差別﹐產出越低﹐

稅賦越重。即使賦稅達到 30％﹐如果地權平均﹐當時的自耕農一樣

可以活命。 
這些學者提出的種種因素﹐只有人口增長週期和吏治腐敗週期與

王朝週期是重疊的。 
雖然史書上記載的王朝初期和末期人口外圍有數倍增長﹐但統計

的起點一直受到懷疑。早就有學者指出﹐所謂王朝初年到鼎盛期人口

增加幾倍的判斷﹐是因為沒有統計動亂期逃匿人口﹐起點過低造成了

人口統計數量的大幅變化。《史記》中“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

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是比較準確的描寫。20 其次﹐基於馬爾

薩斯人口論的人口與土地的矛盾﹐也很難在中國歷史中找到印證。因

為中國東部可耕地面積非常大﹐黃土高原的黃土區﹑關中盆地﹑四川

盆地﹑黃淮海平原加上長江中下游平原﹐總計一百萬平方公里。而且

中國東部淺山區大多有比較多的土地﹐因此﹐僅中東部就有不下 20

                                     
19 許倬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第 70~74 頁。 
20 司馬遷﹕〈陳丞相世家〉﹐《史記》五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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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畝的可耕地。當然﹐可耕地變成熟地要很長時間﹐但古代人口增長

速度也很低。同時﹐在國內安定時期﹐組織墾荒拓展耕地的能力也很

強﹐史書上不乏這樣的記載。漢代中國耕地面積大約 4.8 億畝﹐漢代

人口最多時期六千萬人﹐人均八畝耕地。唐鼎盛時期人口七千萬﹐耕

地也增加到六億多畝。明清人口暴增﹐但耕地面積也增加到十億畝左

右。因此﹐清以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始終保持八畝左右。很多學者研

究表明﹐由於中國當時領先世界的農業產出能力﹐人均糧食產量從春

秋到明一直在 800~1000 斤﹐清朝人口劇增﹐但玉米﹑紅薯等大面積

種植擴大了糧食來源﹐人均擁有量也接近八百斤。21 八百斤左右的

糧食足以養活一個人﹐馬爾薩斯的理論並不能在中國得以驗證。 
吏治逐漸腐敗的時間變量確實與王朝更替相同。但是﹐吏治腐敗

主要造成社會組織力和社會矛盾控制力的下降。如果社會自身不產生

嚴重﹑深刻的矛盾﹐民眾中很難生成打破國家暴力機器的力量。 
因此﹐人口增長﹑自然災害﹑苛捐雜稅﹑吏治腐敗等可以作為激

化社會矛盾的變量﹐但作為根本原因就很難成立。 
中國出現激烈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是大規模農民起義﹐無論從史

書上還是現代史學家（包括上述學者）都認為﹐是“流民”的產生。

中國古代動輒出現大量不能與生產資料結合的勞動者﹐也就是所謂流

民﹐恰好可以從許倬雲﹑趙岡等對中國農業社會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

的最新詮釋中再一次得到驗證﹐正是中國小農加市場經濟本身會造成

流民並引發激烈社會對抗﹐其他因素只是加劇了這種衝突的變量。因

此﹐分析出中國社會經濟為什麼會不斷產生一群不要命的流民﹐是解

開中國古代社會週期性崩潰的鑰匙。 

                                     
21 見鄭正﹑王興平﹕〈古代中國人壽命與人均糧食佔有量〉﹐《江蘇社會科學》2000
年第 1 期﹔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 1985 年﹐第 198 頁﹔吳斌﹕

〈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國學網 2007 年 11 月 24 日（http://economy. 
guoxue.com/article.php/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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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流民﹐就是沒有土地﹐無法通過佃租或者給地主﹑富農做傭

工使自己與農業生產資料相結合﹐也無法實現其他產業就業的農民﹐

可以看做是被中國土地制度自動“溢出”土地的群體。這些人生活無

著﹐鋌而走險屬於必然選擇。 
中國古代為什麼會不斷將部分農民溢出土地呢﹖ 
按許倬雲和趙岡的看法﹐流民的產生是因為徭役過重。趙岡論證

“人民因避役而棄產逃亡﹐或帶產投靠鉅室﹐史不絕書”﹐秦暉在很

多講演中也引用這些說法。趙岡的依據來自當時正役為每年一月﹐

“無法親自服役之人可以每月兩千錢的代價請人代役”。同時﹐他根

據居延漢簡所記載的糧食和土地價格﹐計算出這種徭役是農民不堪忍

受的。確實﹐每年一個男丁如果支付相當於二千錢﹐也就是 20~28
石的糧食服役﹐22 實在是過重。趙岡先生這個論述具有脫離常識的

顛覆性疑點。普通農民為了不親自服一個月的勞役﹐竟然願意出

20~28 石的糧食﹖漢代一石折合今天 27 市斤﹐20~28 石就是 540 斤

或 756 斤糧食﹐足夠一個到兩個人生活。如果這樣情況大面積存在﹐

那麼一個人專門替人服勞役﹐一年可得 6480~9072 斤糧食﹐足以養

活 12~20 口之家了﹐哪裡還用“棄產逃亡”﹖“棄產代役”就過得

很好﹗常識告訴我們﹐男丁平均每年三日戍邊﹐30 天勞役（一般會

安排在農閒）﹐對一般地少人多的貧農家庭來講不是最大的威脅﹐他

們可以通過自己服役來解決。 
其次﹐許倬雲和趙岡等都把居延漢簡作為主要數據。居延位置在

今酒泉北數百里﹐就是今天酒泉火箭基地附近。這個地方的物價和物

價比能反映當時普遍情況﹖23 而且﹐棄產逃亡和帶產投靠是兩回事﹐

                                     
22 許倬雲認為當時每石 30~80 錢﹐趙岡認為按每石一百錢計算（許倬雲﹕《漢代農業﹕

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第73~74頁﹔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14 頁）。 
23 許倬雲和趙岡認為中國古代土地價格比勞動力﹑糧食﹑衣物和器具便宜得多﹐因此﹐

地主根本沒有集中土地的必要。論述的全部依據都是從居延漢簡記載中計算出來的。

這顯示出這些學者先有結論﹐然後生拉硬扯找依據的輕率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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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產投靠後並不成為被投靠者的佃戶。把農民躲避徭役的行為都看成

“流民”是不對的。 
秦暉先生多次講演中支持了許倬雲和趙岡的看法﹐並將論點挑

明﹕“大規模‘民變’起因除了天災就是‘官逼民反’﹐與租佃制並

無多少聯繫﹐其訴求也與佃農基本無關。”不僅中國是這樣﹐古今中

外沒有過“小農社會僅由於‘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的經濟過程變成

‘兩極分化’尖銳對立的危機社會。”24

秦暉的核心理由是﹐“傳統時代中國的基本矛盾不是地主和佃戶

的矛盾﹐而是官府和平民的矛盾……這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大規模

農民戰爭那麼多﹐而且這些農民一旦造反﹐他們往往不是衝著地主﹐

而是衝著官府﹐甚至是衝著朝廷……一般佃戶和地主如果發生矛盾﹐

佃戶是不會提出要推翻朝廷那種願望的。”秦暉證明這個看法的主要

證據是﹐黃巢﹑王小波都是小販﹐老百姓歡迎李自成義軍的口號是“不

納糧”而不是“不納租”。25

秦暉所說的平民﹐是指小地主﹑自耕農﹑小販和手工業者。由於

朝廷的稅負主要是他們直接承擔的﹐因此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秦暉

這樣論述歷史有點“英雄史觀”的嫌疑。任何一次能夠推翻王朝的起

義﹐都必須有鉅大的﹑社會深層的力量﹐僅憑秦暉所列舉的群體是不

可能成功的。李自成天啟十年被洪承疇剿得只剩 18 騎﹐天啟十三年

就又聚集幾十萬眾﹐第二年號稱百萬。很難想像動輒聚集上百萬的農

民主要是有些財產的人。他們只能是四處流浪的“無業遊民”﹐這些

人體現了社會真正的深層矛盾。 
秦暉先生自己也承認“大規模民變通常都是和流民潮有關”。但

                                     
24 秦暉﹕〈歷史與現實中的農民土地問題〉﹐騰訊網 2007 年 9 月 12 日（http://view. 
news. qq.com/a/20070912/000039.htm）﹔秦暉﹕〈十字路口的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網

易新聞 2008 年 10 月 7 日（http://news.163.com/08/1007/15/4NLMD5 
KE00012Q9L.html）。 
25 秦暉﹕〈歷史與現實中的農民土地問題〉﹐騰訊網 2007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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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他說﹕“我們以前都想當然的認為他

肯定是由無地農民構成的﹐主要就是由佃戶構成﹐但是實際上大家都

知道﹐我們今天的很多農民外流﹐也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土地﹐或者

說他們沒有責任田。過去也有這種情況﹐沉重的負擔﹑惡劣的吏治﹐

乃至種種天災人禍﹐使農民有地不種﹑棄地而逃﹐這是導致流民潮的

原因。” 
秦先生把所有離開土地的農民﹐包括“農民工”都叫做“流

民”﹐很容易混淆流民的性質。有活路的人離開土地後的行為特徵﹐

能與沒有活路才離開土地的人一樣嗎﹖尤其是中國近代非農就業機

會已經明顯增加的情況下﹐有田產離開土地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因此

秦先生下面這段話根本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根據 1931 年到 1933
年對 22 個省離村農戶的調查﹐在這些離村農戶中﹐無田產的人只佔

17％﹐半自耕﹑半佃農佔 35％﹐完全的自耕農要佔到 29％﹐而地主……

也要佔到 19％……特別有趣的是其中有 1.8％的人居然佔地超過百

畝﹐這些人也跑出來。”26 因為這個所謂調查沒說這些人當時分別

在做什麼。究竟是在做工﹐還是在做生意﹐究竟是在上學﹐還是在街

頭遊蕩。解放前四川盆地很多地主都住在成都﹐難道那些成天泡在茶

館和煙館裡的人也計算為“流民”﹖ 
秦暉描繪了古代中國小地主和自耕農“有地不種﹑棄地而逃”成

為流民的主力﹐卻沒解釋佔當時人口 70％以上的無地農民這個時期

到哪裡去了﹐他們為什麼突然“安分”了。難道是小地主和自耕農棄

地去造反﹐把地留給他們種了﹖ 
農民起義動員號召群眾的口號與群眾歡迎義軍的口號不同。秦暉

把群眾“歡迎義軍的口號”作為農民起義軍“動員群眾的口號”是

明顯的誤導讀者﹐把起義目的都說成像“李逵說的﹐殺到東京奪了鳥

位”不符合事實的。中國農民起義的口號隋唐以前確實主要對著王

                                     
26 秦暉﹕〈歷史與現實中的農民土地問題〉﹐騰訊網 2007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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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這個時期中國土地主要經營者是門閥地主﹐農民還有相對的依附

性﹐自耕農比重還很小。所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劉氏復起﹐

李氏為輔”﹑“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才成為主要口號。晉以後中國

才進入獨立的小農身份為主體的經濟中。從唐朝開始的農民起義核心

口號幾乎全部與“均平”有關。王仙芝﹑黃巢提出“均平”主張﹐王

小波的“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等均之”﹑鍾相和楊么的“等貴賤﹐

均貧富”﹑李自成的“等貴賤﹐均田免糧”﹑洪秀全的“一律平均。

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全部與“平

均”有關。而這個平均一定不是簡單把富人的浮財給分了﹐主要是指

生產資料 — 土地 — 要進行平均。你可以說黃巢原本家庭殷實﹐聚

眾鬧事的本意是想“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做個皇帝。

但他用“詠菊”做口號只能煽動少數想晉身廟堂者﹐這成不了大事。

而要動員更多的人﹐只能是渴望均平的人。這些人往往不一定是小地

主和自耕農﹐因為他們不喜歡均平。 
以上學者們對中國古代不斷出現激烈社會對抗並導致社會崩潰

的因素分析﹐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因素不是

遍佈在一個王朝整個時期的﹐而是集中在王朝末期發生的﹐或每到王

朝中後期就會加大烈度的。對一個正反饋系統來講﹐只有找到呈指數

曲線上昇﹐並且在最終回到原點的指標﹐才能確認它是問題的元兇。

雖然從散亂的古代典籍中難以找到這樣的數值﹐但趙岡提供的明清時

期徽州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的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可以做一個佐證。 
該資料是從明萬曆九年（1581）到康熙四十年（1701）120 年間

一個村土地佔有情況。大致相當於王朝後期到王朝中前期的情況﹐缺

失王朝中後期的數字。如果我們把明末數據作為清末數據﹐按 260
年一個輪回（20 年一段）﹐基本可以描繪出一個正反饋曲線（見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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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根據明末清中前期數據復原王朝週期中土地集中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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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線為實際數據﹐虛線為填充數據。 
 

根據許倬雲先生的研究﹐王朝開始六七十年後才發生流民鬧事﹐

到王朝中期已經很頻繁﹐王朝後期呈現不可抑制趨勢。那麼﹐這種現

象與上面描繪的曲線﹐呈正相關關係。 
因此﹐我們只能把滋生流民﹑產生社會崩潰的主要原因﹐歸結為

小農加市場的經濟制度自身﹐會將部分農民溢出土地。 
 

 
趙岡﹑高王陵等對古代西方土地集中度遠高於中國卻沒有滋生流

民的研究﹐確實可以證明﹐土地集中程度高﹐並不必然造成農民“失

業”。但是﹐這些研究不能證明﹐在市場經濟加自由農民的經濟體制

中﹐土地集中化不滋生流民。由於古代有關土地分配情況的史料散亂﹐

很難進行系統分析。中國直至解放前﹐土地制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因此﹐可以用這個時期的土地分配情況進行分析。 
楊奎松先生在〈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一文中提供

了1937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全國16個省163個縣大約二千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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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的大約 130 萬農戶的調查資料。27 這個調查樣本數量大﹐分

組比較細﹐能夠看出大地主﹑小地主和富農以及貧下中農的情況。 
楊先生在該文中刻意列出了地主富農土地佔有情況﹐結論是這個

時期中國並不是大地主為土地主要佔有者﹐中小地主和富農才是土地

的主要擁有者（見表~1）。 
 

表~1﹕1937 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調查得出地主和富農佔地情況 
佔戶數比例 戶數 佔土地比例 佔有土地 戶均耕地 

100.00％ 1295000 戶 100.00％ 2000 萬畝 15.44 畝 
0.02％ 259 戶 1.75％ 35 萬畝 1351.35 畝 
0.07％ 907 戶 2.30％ 46 萬畝 507.17 畝 
0.38％ 4921 戶 9.75％ 194 萬畝 394.23 畝 
4.00％ 51800 戶 33.00％ 660 萬畝 127.41 畝 
4.44％ 57498 戶 24.00％ 480 萬畝 83.48 畝 

合計﹕8.91％ 115385 戶 70.80％ 1416 萬畝 122.72 畝 
資料來源﹕根據楊奎松文章提供數據的匯總。 
 

以上數據確實能說明中國大地主佔有土地比重不高﹐大部分土地

是中小地主和富農擁有的。本文感興趣的是“剩下的”那些農民﹐因

為最終形成流民的不是楊奎松分析的這部分人。下面將戶均佔地四百

畝以上劃在一起﹐戶均 80~120 畝的劃在一起﹐把其餘農民劃在一起

做一個分析（見表~2）。 
 

表~2﹕20 世紀 30 年代農村土地佔有情況 
類別 佔戶數比例 戶數 佔土地比例 佔有土地 戶均耕地

全部 100.00％ 1295000 戶 100.00％ 2000 萬畝 15.4 畝 
大地主 0.47％ 6087 戶 13.75％ 275 萬畝 451.8 畝 

小地主﹑富農 8.44％ 109298 戶 57.00％ 114 萬畝 104.3 畝 
貧雇農 91.09％ 1179615 戶 29.25％ 585 萬畝 4.96 畝 

 

這次調查的土地分配情況與趙岡在《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

一書引用徽州等資料中的清中期土地分配情況接近﹐呈棗核形﹕中小

                                     
27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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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和富農擁有大部分土地。同時﹐農村人均耕地（按每戶五人計算

為 3.08 畝）與同期其他統計和調查也接近﹐即人均三畝左右。28

我們首先計算一下如果土地平均情況下農民生活情況﹕ 
1952 年我國糧食單產 88 公斤﹐29 這個數字大致相當於 20 世紀

30 年代最高的單產數。按當時平年單產 85 公斤﹐南北平均復種指數

為 1.2 計算﹐畝產大約為 102 公斤。30 按人均三畝算﹐人均可擁有糧

食 612 市斤。30 年代農民賦稅特別重﹐一些研究認為大約為清末的

兩倍﹐達到收穫物的 40％以上。31 考慮到中國古代農民正常情況賦

稅大約佔收穫物 15~20％左右﹐本文按 25％賦稅計算。也就是農民

平均留存 460 斤糧食﹐可基本處於溫飽狀態。 
一般來講﹐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並不等於農民收入基尼係數﹐沒

有土地的農民依然有條件租種地主土地或扛長工生活。正像許倬雲判

斷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仍然需要將土地分租給農民”。

那麼﹐是不是只要大地主將土地租給佃農﹐中小地主僱傭長短工﹐農

民就都可以活下去呢﹖下面根據以上數據做個分析。 
一個農民吃糠嚥菜維持最低生活﹐平均一年也要三百斤毛糧。也

就是 250 斤毛糧加上相當於 50 斤糧食價值的其他生活物資（集體經

濟時期農民留糧底線還定在 378 斤）。32 按稅賦 25％計算﹐大約需

要人均 1.96 畝耕地﹐戶均 9.8 畝。 
按表~2 數字﹐假定這 118 萬下中農和貧農被分為兩部分﹐一部

分是自耕農﹐戶均擁有 9.1 畝﹐那麼這 585 萬畝耕地最多可以讓 60
萬戶維持生存。剩餘 58 萬戶﹐佔農民總數 45％的農民需要靠佃租地

                                     
28 當時耕地面積為 14 億畝左右﹐農村人口大約 4.7 億人。 
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1987年﹐第 175 頁。 
30 這個時期糧食最高總產 1.5 億噸﹐耕地 14 億畝﹐因此 102 公斤畝產比較接近實際情

況（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31 王玉茹﹑李進霞﹕〈近代中國農民生活水平分析〉﹐《經濟史》2008 年第 4 期。
32 250 斤糧食大約折合 37.5 萬大卡熱量﹐日均 1027 大卡。1900 大卡是最低攝入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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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地或者做長工生活。 
那麼﹐這 58 萬戶農民是否都能租賃到土地或者做長短工呢﹖ 
假定大地主的土地全部用來出租﹐中小地主 30％的土地出租﹐

其餘主要靠僱工﹐33 則會是下面情況﹕ 
解放前地租率大約是 50％。34 也就是說﹐一個農戶如果是自耕

                                     
33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34 按照高王淩先生的分析﹐雖然正租是 50％（中國自清代以來標準地租）﹐但是由於

農民可以在田間地頭種一些糧食﹐使實際地租率只有 40％。同時由於佃戶經常抗阻欠

租﹐地主實際收到租子下降到 30％（高王淩﹕《租佃關係新論 — 地主﹑農民和地租》

第 177~179 頁）。 
不能說高王淩先生找不到支持他說法的實際資料﹐但這些資料肯定不是大面積調

查和統計得來的﹐只能是一些個別例子。依據這些例子得出實際地租只有40％甚至30％
並不具有說服力。因為依據這些數據會推演出“不可能出現”的結果。 

假定佃戶能在田間地頭種點糧食使地租率降低到 40％﹐那麼農民在“地頭”收穫

的糧食就必須達到所租耕地產量的 25％（125×40％＝50）。出租地往往是耕種多年的

熟地﹐這些土地實現的產量在田間地頭實現﹐起碼需要大出三分之一面積。因此﹐這

個“地頭”面積起碼要是租用耕地的 33％（25％×1.33＝33％）。耕地條件千差萬別﹐

很多耕地在大田之中﹐根本沒有什麼“地頭”。因此﹐從全國出租土地中再多“找出”

三分之一的耕地是不可能的。還有一點﹐假如佃戶真能在所租土地中“找出”33％的

耕地並形成耕地﹐地主會逐步把這些所謂“地頭”算到正田裡出租﹐這起碼使佃戶利

用地頭的機會越來越小。因此﹐高王淩先生的分析不可信。 
至於抗阻和欠租能使地租再減少 25％（40％減少四分之一）﹐更不會是普遍現象。

正像本文分析的﹐小地主和富農出租土地者僅在 25％左右﹐出租土地者主要是有錢有

勢的大地主。難道這些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倒要可憐巴巴地求這佃戶足額繳租﹐佃戶卻

一個個威風凜凜想不繳就不繳。這分明不是歷史場面﹐而是黃宏和范偉演的小品《黃

世仁和楊白勞》中的場面。 
高王淩的說法還有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就是國民黨政府於 1930 年 6 月 30 日公

佈的《土地法》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 37.5％”的減租減息政策。

如果當時實際地租只有 30％﹐國民政府明文頒佈的政策也就太離譜。國民黨政府再腐

敗﹐總是還有很多農村調查機構﹐國民黨官吏中很多都是地主出身﹐完全不熟悉農村

情況的可能性很小。難道當時的人的調查一點不足信﹐非要把 70 年後的子孫們根據隻

言片語的“研究成果”作為史料嗎﹖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網登載的《紀念中國共

產黨成立 80 週年專輯》中﹐學者撰文透露﹐抗戰“減租減息開始的時候﹐沒有一個統

一的標準。地租﹐有的地方實行二五減租﹐有的地方實行四六減租﹐還有的地方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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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9.8 畝土地可維持生存﹐如果是佃租﹐就需要 19.6 畝土地。那麼﹐

大地主擁有的275萬畝和中小地主和富農出租的342萬畝土地頂多租

給 31 萬戶農民。剩餘 27 萬戶。 
我國中小地主和富農一般自己參加勞動﹐而且他們擁有大牲畜

（主要是馬﹑騾子等）和比較好的農業生產工具﹐勞動生產率高。貧

農和佃戶往往幾家合用一頭牛﹐勞動生產率低。由於中小地主和富農

是根據擁有土地數量來決定僱傭農工數量的﹐因此可以充分發揮農業

工具和畜力的作用﹐所以一個勞動力耕種土地面積要遠比佃農高（佃

農即使能種更多地﹐但並不見得能租賃到那麼多地）。東北一個長工

可耕種 4~5 坰（60~75 畝）﹐35 華北地區大約達到 40~50 畝（在農

閒時為地主家從事手工業和副業）﹐都大約為當地勞動力平均耕地面

積的五倍以上。36 南方水田地區每個長工耕地少些﹐但也不會低於

平均勞均耕地的四倍。同時﹐中小地主和富農會在春秋兩季共三個月

僱傭大批短工﹐如果折合為同樣數量的長工﹐那麼勞均耕地大約為

25 畝。按每戶兩個整勞動力計算﹐那麼中小地主和富農出租後剩餘

的八百萬畝土地﹐需要 32 萬勞動力。如果中小地主和富農每戶有一

個勞動力從事農業勞動﹐那麼八百萬畝土地將為 11 萬戶土地擁有者

和 11 萬戶無地農民提供做工機會。這樣﹐依然有 16 萬戶﹐80 萬人﹐

                                                                                                           
三七﹑二八減租”。四六和三七減租是規定了具體地租率﹐與三七五減租幅度差不多。

二八減租是任意地租率降低 28％﹐與二五減租思路一樣。各地地租率可能確實不同﹐

都顯示出與低於五五地租率完全矛盾的特點。難道共產黨和國民黨都糊塗到沒有一個

質疑這些政策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人﹖上述資料還指出﹐一些地區的地租率高於 50％﹐

達到 55~70％。 
因此本文只能採信當時平均地租率是 50％。 

35〈封建土地私有制〉﹐哈爾濱地情網（http://210.75.193.158/gate/big5/218.10.232.41 
:8080/was40/detail?record=72&channelid=24950&back=-7&presearchword=-ifbase4-base8
0-JUNCJUFCJUIzJUM3JUNGJUQ4JUQ2JUJFJnNlYXJjaHdvcmQ9JUNCJUFCJUIzJUM
3JUNGJUQ4JUQ2JUJF）。 
36〈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平原農村的租佃關係〉﹐來學習網 2006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laixx.com/article/145/146/show/38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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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全部農民的 12.3％﹐佔貧農 13.6％的農民失去務農生存的機會。 
理解這一點﹐可以從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得到啟發。在工業勞動中﹐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用工人數的減少﹐失業增加。農戶從自種十

畝地到租種 20 畝地﹐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僱傭

勞動生產率再提高一倍。由於土地資源是相對固定的﹐只要土地按出

租和僱傭勞動方式經營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必然使部分農民從土

地中被溢出﹐成為無法與農業生產資料結合的剩余勞動力。由於當時

非農就業機會很低（1950 年中國城市化率才達到 11％）﹐於是﹐這

些被溢出的農民成為生活無著的流民。 
以上計算都是按理想的極限數字計算的。如果一些自耕農戶均耕

地不是十畝﹐達到當時平均人均土地的 15 畝（實際這 91％的農民中

有相當數量屬於這種情況）﹔或者遇見災年糧食畝產達不到二百多

斤﹔或者賦稅增加造成單位面積養活農民的數量減少﹔或者人口增

加勞均耕地面積減少﹐都會加大溢出農民的比例。 
高王陵在《租佃關係新論》的“幾點餘論”中輕鬆地說﹕“佃農

的生活水平也並非那麼低下﹐……舉例來說﹐民國年間﹐中國約有

15 億畝耕地﹐四億人口﹐若以畝產二百斤計﹐當生產糧食三千億斤﹐

人均 750 斤（如以五億人口計﹐人均約六百斤）。”把人均收入當成

低收入群體收入的評判起點﹐屬於近年來普遍的論證方法。通過前文

簡單計算就能知道﹐即使人均 612 斤糧食產量﹐當時的土地制度是怎

樣讓 70％多的農民人均只能擁有三百斤糧食﹐百分之十幾的農民根

本不能通過勞動享用這些糧食﹗ 
小農加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農業資本主義經濟。其中長短工和手

工業的雇工﹐就是完全意義的僱傭勞動。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就能

說清楚其中的剝削率。由於租佃經營土地沒有僱傭勞動經營的土地技

術利用率高﹐而且這些學者還恰好論證了﹐越靠近代﹐出租土地面積

越小﹐僱傭勞動經營的土地比例越大﹐因此﹐正是因為中國中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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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農佔有土地比例高﹐才加快了農民被溢出的速度﹐加大了溢出的

比例﹐造成了近現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矛盾的尖銳化。 
在小農加市場經濟中﹐只要土地集中化﹐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

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直接意味著農民從事農業的機會減少。抓住了這

一邏輯關係﹐就抓住了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矛盾的核心。理解了資本主

義經濟的基本特點﹐就知道雖然“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仍然需

要將土地分租給農民”﹐但既定的剝削率和勞動生產率都決定了﹐並

不是每個無地農民都能佃租到土地或成為長工。 
從許倬雲﹑趙岡到高王陵﹑秦暉等論證了土地集中化不是中國古

代經濟社會主要矛盾後﹐楊奎松的〈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

題〉﹐在這些論斷的基礎上﹐通過大量事實證明中國解放前地主和富

農人均擁有土地相當少﹐主要不是靠剝削生活﹐而且土地來源也往往

是靠勞動致富或非農收入獲得的。他們往往勤勞吃苦﹐還處於破產淪

為貧農的威脅中。於是﹐這場討論就開始對 60 年前那場土地改革的

必要性進行了根本質疑。 
楊奎松的結論大義凜然﹕“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並不都

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裡講

的那樣緊張﹔他們的財產也並不都是憑藉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

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37 這樣的判斷﹐會不

會是真的呢﹖ 
當然會﹐甚至可能大部分是這樣情況。 
既然如此﹐“僱工﹑出租﹑借貸﹑經營小買賣等等﹐原本只是農

村生產經營和農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無論僱與出僱﹐租與出

租﹐借與出借﹐買與賣﹐都只是一種經濟行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會

交易規則﹐並不能簡單地定義誰剝削了誰”。38 這樣的看法﹐能不

                                     
37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38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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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呢﹖ 
當然能﹐因為這本來就是通行看法。現在的中國人更是不會對此

有異議。 
既然如此﹐楊奎松進一步透露了更新鮮的情況。第三頁腳注引用

了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對農村改革後的總結﹕現在把同村人的土地集

中起來成為種糧大戶的人﹐都是當年地主富農的後代。當年的中農和

貧下中農多數還貧窮。這會不會是實際情況呢﹖ 
當然也會。很多人說當年搞土改時候積極分子都是些村裡遊手好

閒的人﹐不安分的人。正經農民都不那麼積極。這些說法也不是捕風

捉影﹐空穴來風。 
還有﹐本文集中闡述﹐並引用了大量資料證明的道理 —“中國

的小農經濟體制卻週期性地分解著大地主﹐並持續不斷地在小農中間

製造著小地主……小地主不過是些‘有土地家資的小農’而已。他們

和多數農民之間本質上並無多少差別……隨時都有可能因分家﹑災

荒﹑戰爭及經營不善而破產﹐重新變成小農的可能”— 究竟符不符

合實際情況呢﹖ 
完全符合﹐這簡直就是中國幾千年農業社會的基本寫照。 
事實上﹐楊奎松關於以上看法所引述的資料足夠詳細了﹐關於當

時的農村小地主和富農在農村中的經濟狀況描述也很客觀準確﹐對中

國農業社會與西方農業社會的差異性分析也很到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匹夫無罪﹐懷玉其罪。不是小地主和富農

人品不好﹐缺少“道德底線”﹐是自耕農加市場經濟的經濟﹑社會體

制有問題﹐這個體制從制度上就強制部分農民離開土地。 
如果按國民政府 1937 年調查數據分析﹐假如農村只有戶均四百

畝以上的大地主﹐沒有戶均一百畝左右的小地主和富農﹐大地主以下

所有農戶土地相對平均﹐那麼這些人戶均耕地會達到 13.4 畝﹐人均

耕地 2.68 畝﹐人均留糧 410 斤﹐中國哪裡還有什麼土地問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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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並不是說小地主和富農不該“懷玉”﹐他們都是老老實實按照市

場經濟規則經營的合法經營者﹐但是他們確實是加重農民被溢出土地

的責任人之一。 
至於為什麼要把剝削不多﹐看起來油水不大的小地主和富農也作

為土改對象﹐算算帳就知道了。按照上述材料計算﹐如果土改只把每

戶佔地四百畝大地主的 275 萬畝耕地分了﹐小地主和富農的 1140 萬

畝田產不在土改之列﹐那麼土改後 118 萬戶貧苦農民戶均耕地只達到

7.3 畝﹐人均 1.46 畝﹐人均留糧 223 斤﹐還是活不了。 
正常情況下﹐被小農加市場體系溢出的農民﹐確實有可能是本村

勞動能力最差﹐勞動或者生活習慣最不好的那部分人。一個村子裡有

10％這樣的人很正常﹐而這個數又恰好與正常年景被溢出土地的農民

數接近﹐當然會看到“鬧土改鬧革命的人往往是不安分的二流子”。

但是﹐他們被土地制度溢出的原因與他們的個性並沒有必然關係﹐一

個社會總要從制度上給人以活路。13~15％被溢出的農民比例不高﹐

但全國加起來就是六七千萬﹐鬧起來一樣天翻地覆。一旦天災人禍苛

捐雜稅加大了流民溢出的比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衝突的激烈化﹐

就根本不用“階級鬥爭話語和意識形態的霸權”來鼓動了。39

說實話﹐本來秦暉和高王淩先生已經“精心地”把小地主和富農

從土地集中化因素中給馬虎了過去﹐想來幫忙的楊奎松先生又給扒拉

了出來﹐反而使證明土改荒誕的論證更加困難了。 
楊奎松先生幫了個倒忙﹗ 
我們總是在中國歷史上看到這樣的情況﹕隨著土地集中程度提

高﹐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農業技術的提高﹐部分農民開始被溢出土地。

到了王朝中後期﹐各種矛盾集中在一起。人口增加使人均耕地減少﹐

                                     
39 黃宗智認為土地改革是共產黨依賴脫離實際的“表達性主體”人為造成的（黃宗

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 — 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

實〉﹐天益網黃宗智專欄 2006 年 4 月 17 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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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與官府頻繁對抗﹐朝廷就需要增加稅賦和雜役兵役﹐加上官吏越

來越腐敗﹐越發加大了溢出農民的數量。民變越頻繁激烈﹐社會越不

安定﹐生產下滑﹐稅賦雜役越重﹐這就使社會矛盾在短期內突然嚴重

激化。這完全是一種正反饋效應﹕輸出信號轉化為輸入信號自激放

大。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矛盾的起點﹐不是別的﹐正是土地逐步

集中。 
中國進入 20 世紀後﹐雖然近代工業和服務業有所發展﹐但佔經

濟比重很低﹐能過吸納的農村剩餘勞動很少。一直到 1986 年﹐我國

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佔全國勞動力還有 74％﹐1950 年城鎮人口

佔全國人口比例只有 11％﹐解放前這個比例不會超過 10％。這時最

好年份尚有 13％的農民會被強制從農業溢出。同時﹐20 世紀上半葉

人口增長到五億左右﹐開墾耕地成本越來越高﹐人均土地從歷代的

6~8 畝下降到三畝左右。這個時期軍閥混戰﹐這個軍閥徵完田賦下一

個軍閥再徵一遍﹐河南很多地方的田賦已經預徵到 21 世紀。國民黨

統治時期的苛捐雜稅幾乎為清末的兩倍﹐而清末賦稅已經比清中期高

出一截。這個時期內外戰事不斷﹐社會經濟凋零。所有這些﹐都嚴重

加大了小農加市場體制溢出農民的速度﹐使這個時期社會經濟矛盾異

常尖銳﹐達到了顛覆一個王朝動能。 
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在八七會議意識到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核

心問題﹐做出以“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為主要工作內容的決議

後﹐短短幾年就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陝西﹑山西﹑四

川等省吸引和動員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參加﹐並最終推翻蔣家王朝。 
沒有小農加市場的土地制度已經使中國社會經濟矛盾極端尖銳

化﹐就不會有代表中國廣大勞動者﹑尤其是佔人口 90％的農民利益

的政黨產生。沒有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中國革命也不

會勝利。土地革命不可能是共產黨煽動起來的。如果農民沒有平均地

權的訴求﹐共產黨花言巧語的忽悠本領再大﹐也不可能動員數以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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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農民投入到這場革命中。沒有山東和中原解放區的土地改革﹐60
萬共軍後面就不會有五百萬農民推著小車﹑抬著擔架支援他們打敗

80 萬美式裝備的國軍。 
 

 
今天的話語系統中﹐市場經濟﹑私營經濟﹑世界充滿愛成為褒

義詞﹐計劃經濟﹑集體經濟﹑階級鬥爭成為貶義詞。一些學者從中

國古代史下溯說明中國土地集中度不高﹐不存在激烈階級對抗﹐把

矛頭指向 60 年多前那場土改時﹐另一些學者則從探討文革造成經濟

崩潰邊緣的原因出發﹐上溯到 60 多年前那場土改。這些學者很敏銳

地發現﹐1946 年開始的土改到 1976 年文革結束﹐中國走的是同一

條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於是﹐對土改

的批判延伸到對集體經濟的批判﹐對集體經濟的批判又歸結到土改

的錯誤上。 
黃宗智先生從政治角度進行了分析。在他的〈中國革命中的農村

階級鬥爭 — 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一文

中﹐把土地改革與文化革命之間的聯繫看做法國 1789 年的大革命與

1795 年的大恐怖之間的聯繫。認為這整個時期﹐共產黨的“表達建

構”和中國“客觀現實”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一致。土改期間中國農

村並不存在地主階級與貧農之間階級矛盾的“客觀現實”﹐文革前中

國也不存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

級之間的矛盾。40

楊奎松先生在他的〈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一文中﹐

從經濟角度上﹐把土改和此後的農村經濟集體化聯繫在一起。認為

                                     
40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 — 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

性現實〉﹐天益網黃宗智專欄 200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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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體化的措施……在城市居民生活長期保持

低工資﹑低消費的同時﹐廣大農村的農民則為保證工業和城市計劃發

展的需要﹐不僅得任由國家竭澤而漁﹐而且在身份上淪為了二等公

民。建國 30 年後﹐中國甚至還有幾億農民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沒有

得到解決。” 
由於目前流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

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文革又搞的“天怒人怨”﹐因此﹐只要

把集體經濟和文化革命與土地改革放在同一經濟政治範疇﹐幾乎不用

再做論證﹐立論就完整了。 
但是﹐1949 年到 1979 年的前 30 年中﹐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

究竟是慢還是快﹐是成功還是失敗﹐確實是論證從土地改革到集體經

濟和計劃經濟的政策選擇是成功還是失敗的判斷標準。這個問題同樣

存在“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差別。我們同樣需要找到“客

觀性現實”。 
判斷中國在前 30 年經濟發展的好還是不好﹐只能通過比較來判

斷﹐而且只有合理的比較方法才能說明問題。最貼切的比較方法是將

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國情接近﹐起點接近﹐發展條件接近的國家的發

展速度與中國相比。除此之外﹐也可以用中國前 30 年與後 30 年的發

展速度相比（解放前數據不系統）。雖然後一種比法需要考慮前後

30 年不同國際環境的影響﹐還是能夠說明問題。不能用的比較方法

是拿前後 30 年的經濟水平相比﹐也不能拿與中國情況差異很大的國

家相比。這就像說一個 14 歲的男孩兒高不高﹐既不能拿他與 18 歲的

男孩兒相比﹐也不能拿 14 歲的女孩相比（女孩發育早）。一定要與

同齡男孩兒來比。目前關於前 30 年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判

斷﹐很少見到用合理比較方法的文章。 
如果找一個前 30 年與中國比較合適的參照國﹐獨立時間接近的﹐

國土﹑人口﹑發展水平﹑資源狀況﹑發展環境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印

 32



度是最合適的參照國。41

我們首先看看不再“借助於農村富裕階層和宗族勢力網絡的”

中國農村﹐42 與依然“借助於農村富裕階層和”種姓制度網絡的印

度農村﹐經過 30 年的現代化進程﹐到 1980 年農業產出能力的對比（見

表~3）。 
 

表~3﹕1980 年中國與印度人均主要農產品產量比較                  （公斤∕人） 

國家 穀物 棉花 油料 肉類 雞蛋 水產品 
中國 300 2.7 10.5 12.2 5.1 3.2 
印度 211 2.0 2.8 1.3 1.1 2.7 
中∕印 142％ 135％ 375％ 938％ 464％ 119％ 

資料來源﹕上述資料引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統計數據中國際數據的 1996 年中人

口﹑穀物產量﹑棉花產量﹑大豆產量﹑油菜籽產量﹑肉類產量﹑雞蛋產量﹑水產品產

量（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6/）。其中穀物產量沒有中國 1980 年數據﹐

用該網站年度數據1997年農業得主要農產品產量中的糧食總產減去大豆和薯類總產得

出。同時﹐把大豆和油菜籽統算為油料。 
 

從表~3 數據可以看出﹐與條件最接近的印度相比﹐中國這一時

期農村經濟發展速度快得多﹐滿足中國人溫飽需要的農業產出水平高

得多。由於印度農業人均資源條件遠優於中國﹐後者能大幅度超過前

者﹐只能從中國農業經濟的組織制度優於印度來解釋。也就是說﹐地

權平均條件下的農村集體經濟要優於地權不平等﹐以地主﹑富農為經

濟社會組織中心的農村經濟。 

                                     
41 印度與中國獨立時間接近﹐國土面積和人口接近﹐在 60 年前發展水平接近（印度

1950 年人文發展指數HDI為 0.161﹐中國為 0.159）。印度和中國都得到過蘇聯和東歐

的經濟援助。兩國的差別﹐除了印度人均耕地比中國大一倍﹐氣候條件好一些﹐以及

接受外援的時間和數量比中國優越一些﹐被西方封鎖的嚴厲程度輕很多以外﹐最主要

的就是中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土地改革並在此後進行了集體化運動﹐而印度沒進行這

樣的革命和社會改造。因此﹐印度是中國發展最好的參照物。如果把韓國﹑以色列﹑

臺灣地區做例子﹐則人口數量差異太大。如果用阿根廷﹑巴西做對比﹐則人均農業資

源差異太大。只要有人指出這些差異﹐所有資料的價值就顯得無足輕重。 
42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33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中國在這個時期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收入和

消費相對平均化。無論叫“共同貧窮”也罷﹐“大鍋飯”也罷﹐總不

能否認這個時期中國人對人均擁有量的享用水平是最接近的。43 中
國人均農產品比印度高很多﹐分配更平均﹐因此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

水平要遠比印度水平高。 
讀者會認為以上判斷只是邏輯分析﹐因為誰都知道 30 年前中國

生活物資極度匱乏﹐各種東西都憑票證。肚子的感覺難道不比紙上的

數字更真實嗎﹖其實換個角度思考一下就理解了。解放前中國肉類最

高產量為人均六市斤﹐但是當時的中國沒有人感覺肉類匱乏﹐肉鋪裡

各種鮮肉豐富得很﹐都不要肉票。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人均肉類產

量達到了十幾斤﹐難道是中國人突然喜歡吃肉才使肉類供應緊張了

嗎﹖顯然不是﹐這只能是因為解放前絕大多數百姓買不起肉﹐少數富

人才吃肉。如果不搞土改﹐不消滅剝削階級﹐不廢除剝削制度﹐中國

即使達到了人均十幾斤的肉類供應量﹐多數人照樣會因為沒錢賣不起

肉票供應的那七八斤肉。44

還要注意到﹐農村現代化不僅是農產品產量是否增加﹐更重要的

是農業現代化﹐農村社會現代化﹐包括教育﹑衛生﹑養老等方面是否

得到發展。土地改革和農村集體化給中國農村這些方面帶來的進步更

為驚人（見表~4）。 
 
 
 

                                     
43 1980 年中國不僅城市人工資收入水平接近﹐按票證供給消費水平接近﹐而且城鄉

收入差距也是最小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7 年）居民消費水平指數計算﹐

1952~1956 小農經濟為主體時期﹐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為 2.52 比 1。典型集體經濟時期﹐

1963~1976 年為 1 比 24.5。改革後除了 20 世紀 80 年代前期與這個時期接近外﹐1986
年以後始終高於這個比例。近十幾年一直在 1 比 3 以上（《中國統計年鑒》（1987
年）﹐第 671 頁）。 
44 20 世紀 70 年代一般市民月供應半斤肉﹐加上春節和十一總計供應七到八斤。畜牧區

和特殊行業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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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80 年中國與印度農村發展部分數據對比 

國別 拖拉機 
（輛/公頃） 

化肥施用 
（公斤/公頃）

農村中學 
入學率（％）

嬰兒死亡

率（％） 
出生預期壽命

（男/女）％ 
中國 0.2 100.2 79.2 5.3 65.2/69.0 
印度 0.002 6.1 12.5 12.9 55.4/55.7 

中/印（％） 1000 1642 634 41 118/124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統計數據中的國際數據 1997 年土地利用﹑拖拉機擁

有量﹑化肥施用量﹑中學入學率﹑嬰兒死亡率﹑各年齡段預期壽命（http://www.stats.gov.cn/ 
tjsj/qtsj/gjsj/1996/）。其中中學入學率是假定城市入學率達到 100％﹐根據總入學率和

城鄉人口比例調整計算的。中國的拖拉機﹑化肥﹑入學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7
年）﹐第 138﹑146﹑764 頁。 
 

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的水澆地佔耕地面積的比例在世界大

國中排列第一﹔中學入學率比多數擺脫殖民地的國家高出一倍還

多﹔45 中國糧食單產已經居世界領先水平﹐不僅遠高於發展中國家﹐

多數作物高於發達國家。除了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外的發展中國家﹐

只有中國建立了基本農村醫療體系和解決了養老問題。 
從最具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人文發展指數”（HDI）看﹐1950

年印度為 0.161﹐中國為 0.159。到 1970 年﹐中國已經突破 0.5﹐而印

度依然只有 0.254。也就是說﹐兩個條件接近的大國﹐進行了徹底土

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社會經濟﹐比沒有進行這樣改造的農村

社會經濟發展要快得多。 
楊奎松先生在該文中對中國工業發展也進行了很古怪的評論。他

說“這種空前的增長成績……很大程度上借助外力﹐即蘇聯提供的資

金﹑技術﹑人員和裝備等各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蘇關係破裂﹐建

立在這種援助基礎上的工業發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

約。”他在註釋中還專門加以佐證﹐1949~1959 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

                                     
45  參考國家統計局網站的國際數據中 1997 年中小學入學率各國數字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6/t20020327_402190226.htm）。對比數據來自

國家統計局網站的1997年度數據中初中畢業生和小學畢業生昇學率及小學學齡兒童入

學率（http://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R171A.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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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長 22％以上﹐1960~1976 年只有 6.2％。46

楊奎松把中國 20 世紀 50 年代中後期接受蘇聯援助﹐作為中國工

業化的主要動力﹐屬於“只講一﹐不講二﹑三﹑四”。因為同時接受

蘇聯援助的國家很多﹐其中印度恰好是受援最多﹑時間最長﹑項目水

平最高的國家。下面摘引 1975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目為

〈新殖民主義的典範〉的文章﹕ 
 

1954~1972
20

85 60
35 40 20 47

 

印度除了接受蘇聯援助﹐同時接受美國援助。“從1949年到1959
年十多年間﹐美國援助印度 25 億美元﹐而從 1959 年到 1962 年僅僅

三年美國就援助印度 41 億美元”。48

所謂外援﹐無非是政府貸款﹐錢是要還的﹐當時大多數發展中國

家都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外援”。中國只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

後期接受了一些外援。而印度從獨立起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一直有外援

支持﹐數量大且時間長。那麼印度與工業發展“不可避免地收到了很

大制約”的中國相比﹐工業化搞得怎麼樣呢﹖請看數字。 
 
 
 

                                     
46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許倬

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與特性》。 
47 何東華﹕〈新殖民主義的典範〉﹐《人民日報》1975 年 8 月 30 日。 
48 〈網友眼中的中印邊界戰爭的迷霧〉﹐東方軍事網 2005 年 7 月 9 日

（ http://mil.eastday.com/eastday/mil/node62186/node62670/node71990/userobject1ai12421
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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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80 年中國與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比較 

國別 鋼 
（萬噸）

煤炭 
（萬噸） 

水泥 
（萬噸）

發電量 
（億度）

汽車 
（萬輛）

棉 
（億米） 

電視 
（萬臺）

中國 3712 62105 7986 3006 22 135 2492 
印度 1118 11370 1780 1193 3 83 88 
中/印 332 546％ 449％ 252％ 733％ 163％ 2832％ 

 

表~5 數字顯示﹐印度與中國在工業方面基本不處在一個檔次

中。像中國這樣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本來

是世界工業化歷史上一個奇蹟﹐在楊奎松筆下卻變成如此痛心疾首的

樣子﹗ 
楊先生在引用數字上有“主觀故意”之嫌。1954~1958 年﹐第一

個五年計劃結束時 156 個項目已經完成﹐中國工業增長率（不變價）

確實達到了年均 19.7％的高速度。這是一個經濟週期上昇階段的數

字﹐曾經一直被學者們質疑為“過熱現象”。一個四年上昇數據與一

個十幾年間經歷幾次峰谷波動後的平均數據﹐存在可比性嗎﹖如果楊

先生認為存在可比性﹐則應該注意 1962~1965 年工業年增長達到

18.7％﹐1968~1971 年甚至達到 26.4％﹗49 楊先生能從這兩個時期找

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約”的因素嗎﹖ 
人類歷史各種現象之間都存在關聯因素。有的關聯度很大﹐有的

很小。楊先生為了說明中國土地改革不必要﹐提出“土地改革的必要

性﹐通常是以順應工業發展的需要為前提的”﹐50 於是舉出英國的

“土地改革”通過讓土地更加集中使工業發展速度快﹐法國土地改革

降低土地集中度使工業發展反而慢。但是﹐土地集中還是分散與工業

化速度的關聯度確實很小﹐楊先生抓住一兩個例子很難說清楚問題。

比如美國就是南北戰爭後﹐在土地分散化過程中實現了工業高速增

長﹐日本﹑臺灣﹑韓國也是這樣情況。如果作者以為中國解放前土地

                                     
49 以上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7 年）﹐第 258 頁。 
50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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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集中使中國沒出現大規模工業化﹐那麼巴西﹑阿根廷當時的土地

高度集中也沒出現工業化跡象。所以﹐不完整的歸納靠不住﹐不要輕

易用“所有S是P”的“全稱判斷”。 
集體經濟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究竟好不好﹐

也可以與改革開放以後相比。表~6 是兩個時期主要農產品產量。前

30 年的起點用了 1949 年和“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兩個。因為 1949
年確實屬於崩潰的邊緣。 
 

表~6﹕解放後兩個時期主要農產品年均增長率                               （％） 
年份 糧食 棉花 菜籽 豬存欄 羊存欄 水產 

1949~1980 年 3.51 6.04 7.84 5.80 6.05 7.71 
解放前最

高~1980 年 2.57 3.81 4.60 4.48 3.54 3.61 

1980~2005 年 1.55 3.02 5.70 1.41 1.95 9.57 
資料來源﹕表中數字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從表~6 數字可以看出﹐除了水產﹐前 30 年中國農業經濟發展速

度並不慢。 
雖然幾乎所有學者用“剪刀差”﹑對農民“竭澤而漁”﹑“二元

結構”﹑農民淪為“二等公民”等“表達性現實”口吻進行批評﹐

“客觀性現實”卻說明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並不特別突出﹐起碼不

比沒有實行農村集體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後更突出。這可以從城鄉

居民平均收入看出（見表~7）。1985 年前統計口徑為“居民消費”﹐

沒有“居民收入”口徑。由於那時儲蓄率很低﹐因此大致可做對比。 
 

表~7﹕解放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對比 

城鄉 1952~ 
1956 年 

1956~ 
1966 年 

1966~ 
1976 年 

1982~ 
1986 年 

1996~ 
2006 年 2008 年 

市民∕農民 2.53 2.68 2.42 2.32 3.12 3.31 
 

集體經濟時期﹐農村社會無論發展速度還是發展水平﹐都不比改

革開放以後低。解放前﹐中國廣大農村經濟落後﹐社會狀態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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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是落後﹐文盲率接近 100％﹐情況不比印度﹑菲律賓﹑泰國等亞

洲其他國家好到哪裡。到改革開放時﹐中國人對大量農民工都能達到

現代製造業需要的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覺得很正常﹐其實﹐發展中國家

大多數青年都達不到外資需要的學歷標準。我們之所以對這種現象很

習慣﹐因為早在 1978 年中國中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就達到 6637 萬。這

個數字在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以後急劇下降﹐1989 年下降到 5045 萬﹐

減少的 1600 萬中學生基本是農村學生。直到 2005 年才恢復到 1978
年水平﹐這個時候的人口增長了 35％﹐農村中學入學率並不高於 1978
年。51 同時﹐農村社會醫療體系和五保戶養老養殘體系基本消亡﹐

一直到最近﹐才由地方政府作為組織者開始恢復。 
中國沒有農村集體經濟﹐則沒有強有力的教育﹑衛生和養老的投

資主體和組織者﹔沒有土地改革使農村地權平均﹐共產黨則沒有在農

村創建集體經濟的條件。正是土地改革和農村集體經濟﹐使中國取得

了傲視全球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速度。 
這才是中國的“客觀性現實”﹗ 

 

 
隨著關於中國土地制度問題的研究延伸到土改的合理性﹐大量描

寫 60 年前那場土改殘酷性的文章紛紛登場。網上流傳一篇號稱“中

共線人陳軟森”寫的〈談土改“殺地主”〉﹐52 文章認為地主“好

人佔絕大多數”﹐共產黨土改的主要目的是“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

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揭露當年土改殺害了二百萬個地主的

                                     
51  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統計數據中 1997 年度數據各級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

（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R051A.END）﹔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公

報（2008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52 隨便用“談土改”﹑“殺地主”在google網站上搜索就可以看到近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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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在〈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一文﹐也用了 12
頁﹐佔全文 20％的篇幅﹐53 詳細記錄了土改期間如何殘酷殺害地主

富農﹐詳細描寫了實施酷刑的慘狀和殺人﹑逼死人的數量。笑蜀的《劉

文彩真相》和周扒皮曾外孫的《半夜雞不叫》﹐更用具體實例說明中

國地主的善良和土改的罪惡。 
為此提供邏輯依據的是高王陵和秦暉等。當高王陵通過“學術研

究”證明佔人口 4％的地主只佔有土地產出 12％的時候（基尼係數大

約在 0.2 左右）﹐實際描繪了一個人類歷史少見的公平和諧的社會狀

態。於是﹐無論共產黨在大陸搞的土改還是陳誠在臺灣搞的土改都顯

得多餘。一場多餘的暴亂死了那麼多人﹐自然成為共產黨的一條滔天

罪惡。 
為高王陵等提供思路的是許倬雲﹑趙岡等海外學者。他們找到中

國傳統理論中的矛盾﹐指出中國土地集中度遠沒有西方同時期高﹐論

證中國古代經濟社會主要矛盾不是來自土地制度﹐提供了質疑土改合

理性的學術思想脈絡。 
也許許倬雲和趙岡沒有料到他們的研究會帶來如此豐碩的成果﹐

演變成一場控訴共產黨的盛宴。當人人碑口相傳共產黨當年毫無道理

地殺害二百萬人以後﹐這就成為一筆躲不過去的“血賬”了。 
血賬是要還的。 
盛傳土改殺了二百萬地主的數字﹐同 1960 年餓死三千萬人數字

一樣﹐都是推算﹐都沒有確切數字。《中國黨史參考資料》說處決人

數在 20~80 萬人的數字應該比較接近﹐處決二百萬則有些玄乎。54 當

時中國總計 60 萬個行政村﹐也就是每個村至少要殺三個人。當時遭

到處決的主要不是中小地主和富農﹐是擁有幾百畝以上土地的大地

                                     
53 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香港傳真》No. 2009~10。 
54 李良玉﹕〈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國學網 2005 年 2 月 26 日（http://economy. 
guoxue.com/article.php/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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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按照前述國民黨農業部調查資料﹐大地主佔農村人口總數不過

0.47％。二百萬人佔當時中國 4.7 億農民的 0.43％﹐也就是共產黨把

中國所有大地主家不分男女老幼幾乎全部殺光了。這還不是一筆血

債﹖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集體屠殺﹖共產黨“反人類罪”恐怕

一萬年也洗不掉﹗ 
看了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中“血淋淋”

的資料﹐覺得當年為了土地問題死了很多人確屬事實。但是﹐只公佈

土地被分掉一方遭受的苦難﹐不能反映歷史全貌﹐應該把要求均分土

地一方遭受的苦難也羅列一些。下面是隨手拈來的一些﹕ 
 

1947 9

 
1947 10 25

 
1947 25 54

9 22
疃

9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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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 55

194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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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2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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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9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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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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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36

                                     
55 見雅虎口碑網（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081103660.html）。 
56 海鷹﹕〈蔣匪介石犯下的滔天罪惡〉﹐烏有之鄉 2007 年 4 月 11 日（http://www.wyzxsx. 
com/Article/Class14/200704/17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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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是隨手在 google 上查的﹐輸入“還鄉團殺害”幾個字

會有九萬個鏈接﹐我只揀了幾個。當然﹐這些資料沒有楊奎松引述的

那麼有根有據。不過﹐只要楊先生想查﹐這方面有根有據的書面資料

一定不比他前面引述的少。下面一個資料也是來自網站﹐是安徽地方

黨史網站登載的﹐附有照片。 
 

 
 

 

 

                                     
57 安史﹕〈五河縣國民黨還鄉團暴行錄〉﹐安徽文化網 2008 年 7 月 13 日（http://www. 
ahage.net/bengbu/guomindanghuanxiangtu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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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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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心裡話﹐翻開那段歷史﹐誰的心裡也不輕鬆。不過﹐要是有些

人真的打算翻翻舊賬﹐把那段血淋漓的歷史所有感人細節一條條抖摟

出來﹐對今天的人進行一次再教育﹐試圖煽呼起點什麼情緒﹐恐怕問

題就不僅僅是學術討論了。 
翻看了從“史學鉅匠”許倬雲的“學術著作”到周扒皮曾外孫

孟令騫的“歷史揭秘”﹐總的印象是套系列“變天賬”的說服力很

低。許倬雲和趙岡先生的著作中支撐觀點的史料往往經不起推敲的孤

證（比如以居延漢簡資料作為論證地多人少﹐地賤糧貴。二千文代役

一個月的史料）。而高王陵﹑黃宗智﹑楊奎松等人依靠大量羅列收集

到的零散例證來支持論點﹐運用的手段與其說是論證﹐不如說是渲染。 
局部例證的真實並不能說明全局的真實。找到再多的這個S是P﹐

也不能做出“全部 S 就是 P”的結論來。根據找到的局部數據推論全

局數據更是荒唐的。如果當年被還鄉團殺害了貧農幹部的曾孫﹑曾外

孫們根據 1947 年還鄉團在膠東萊西縣孫受鄉殺害貧農 735 人﹐院上

鎮殺害 442 人﹐店埠鄉殺害 181 人﹐李權莊鄉殺害 462 人的資料﹐推

算出一個鄉的還鄉團平均殺害貧農幹部 455 人。一個縣平均 20 個鄉﹐

每個縣就要殺害 9100 人。1947 年全國實行土改的縣總計四百多個﹐

推算出當年還鄉團總計殺害鬧土改的貧農就將近四百萬人。要是例子

再局部些﹕1947 年 9 月 15 日﹐還鄉團在薑山村村前一口井裡一次就

活埋了 121 人。9 月 15~26 日在孫受村先後活埋 57 人﹐這個數字就

大了去了。 
這樣算來算去﹐雙方的曾孫﹑曾外孫們一旦有機會﹐不再殺個血

流成河不會算完的。 
 

 
2009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也是共產黨執政 60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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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讓人奇怪的是﹐今天再說“共產黨領導我們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

的三座大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竟然聽起來有些怪怪的

了。怪怪的不僅因為這句話很少再提到﹐最主要的是無論學術界還是

媒體﹐無論知識分子還是達官貴人﹐都不斷論證改革前 30 年中國走

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這些話不僅在國內講﹐還到國際上講。本來﹐關

於“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國民黨又成了座上賓”的調侃還

不讓人很在意﹐但把共產黨賴以取得政權的土改也被否定以後﹐三座

大山就大團圓了。可以解釋“今天的西方並不是當年的帝國主義”﹐

“今天的國民黨不是過去的國民黨”﹐為了吸引外資﹐需要有些策

略。但是﹐否定土地改革的意義與改革開放﹐就很難扯到一起了。 
如果學術界取得與高王陵一致的看法﹕土改前中國最主要的剝

削階級總計僅僅剝削了新創造財富總量的 8％（4％人口佔有 12％）﹐

那麼國民黨時期則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收入最平均化的時代。共產黨組

織數千萬農村二流子﹐屠殺數百萬人進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完

全屬於逆歷史潮流的一次反動﹐說他們是群匪幫一點不為過。如果共

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接著又殺掉 90％的大地主﹐連婦孺老殘都不放

過﹐那麼﹐這就不僅是一群匪幫﹐而是一群屠夫了。這樣一個匪幫加

屠夫執政﹐誰再說他們能動輒餓死三千萬老百姓﹐推測出文革迫害加

動亂死亡數百萬人﹐也就不足為怪了。讓人奇怪的是﹐這個黨恪守“不

爭論”﹐即使歷史已經被一群文人（包括這個黨體制內的文人）描繪

成有這樣的前科﹐還在試圖通過與過去劃清界限﹐要求西方“有成分﹐

但不惟成分論”﹐讓自己立足於文明圈子裡。 
過 60 歲生日時﹐默認自己而立之前是個匪徒﹐沒人會來祝壽的。

因為在全球一體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今天﹐土改屈死的數百萬冤魂﹐恰

恰是勤勞致富的能手﹑有錢讀書的家庭﹑中國從原始落後的農業社會

進步到現代化都市社會不可或缺的骨幹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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