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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利大＝弊大
—ņΪѣۤົཌྷ̖ਕା઼̚Ň̝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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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367 頁。
推薦參閱王小強﹕〈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之一〉﹐《香港傳真》No.2010~3（更新電子版 http://208.81.132.159/pdfs/HKFax/
No%20HK2011-7.pdf）﹔王小強﹕〈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
國”之二〉﹐《香港傳真》No.2010~36（更新電子版 http://208.81.132.159/pdfs/
HKFax/No%20HK2011-9.pdf）﹔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遊》﹖—“只有社會主
義 才 能 救 中 國 ” 之 三 〉 ﹐ 《 香 港 傳 真 》 No.2010~53 （ 更 新 電 子 版
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2

世間萬物﹐有利必有弊。中國歷史兩千年﹐充分發揮市場競爭促
進分工和科技進步的種種好處﹐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全世界遙遙領
先﹔與此同時﹐著實領教了市場調節禍害生產和社會和諧的致命弊
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利弊兩面﹐中國過去均有足夠充分的表現。
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市場調節深入到要素流動 — 土地買賣。

˘ďغזѣ՟ѣ˿г෴Ĕ
中國土地買賣兩千年的歷史常識﹐改革開放 30 年﹐清華大學歷
史系秦暉教授幾句話﹐n+1 次來回說﹐徹底推翻了。
д઼̚ޙދņछ઼˘វŇ۞ڱ؟ВТវ˭Ďޫޫ̙хдҋϤ১
ҪטĄॢ̝࣫ม֤ෳඈ৺ҫϣྺ۞˭טζטҋ̙֏ޞĎಶߏԇ
̮ͽޢĎдņ˿г෴Ň۞ܑ෪ࡦॲ˵ޢώ̙ߏથݡϹೱᙯܼĎ҃
ߏڼᄃڇଂᙯܼĎ土地不是按資分配的﹐而是按權分配的。ѣ
ྤॾ۞˿гٙѣ۰ؕߏᝋෳ҃ܧಱથĄņԸᚥŇďņᐹҺŇď
ņࢳᵪŇࢲঈ̝Ďܑځ၆ᝋෳֽᄲņфଂϣŇĎ҃၆ܧপ
ᝋ۰ֽᄲߏݒņфଂϣŇĎπϔг۞̙ᘦّؠᅈࠤ۞ّޙދٺ
পధથďӀથĄያ৷གྷᑻ߱͘ᔉ෴˿г༊πϔгֽņϡώч
̝ŇߏॲώņчŇ̙ҝ۞Ą3

為了證明痞子革命“暴力土改”不必要﹐4 不僅秦暉等而且趙岡
等海內外教授﹐用大量統計數據和實證研究證明﹐中國地權相當平
3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134~135 頁。
“暴力土改”是對應臺灣“和平土改”成功經驗的當代學術名稱﹐充分體現共產黨
極左與國民黨實事求是的明顯區別。楊奎松特意考察了中共頭號“走資派”劉少奇﹐
進城能講“剝削有功”﹐到農村領導土改﹐照樣濫殺無辜﹐釀成“1947 年的暴力土
改”﹐由此可見窮則思變的痞子革命無藥可醫（楊奎松﹕〈1946~1948 年中共中央土
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 — 有關中共土改史的一個爭論問題〉﹐楊奎松﹕《開卷有
疑》290~3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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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租佃不多﹐地租不高﹐貧富分化和階級剝削遠非中共宣傳的那
樣忍無可忍﹐時代新潮“中國傳統農業非地主經濟論”。5
ॲፂԧࣇனдࢍณࡁտ۞ޝкј࠻ֽڍĎˠࣇ࿆ᄮࠎԼࢭॡ
ͽ݈ᙯٺņгҫгதŇ۞ᄲڱѣ࠹༊̂ྒ۞ޘĄೀͼٙѣ۞
ܕഇࡁտౌᄮࠎĎͽ݈۞֤гҫѣ 70Ʀ۞˿гĎྺϔΪҫ 30Ʀ
۞˿г۞ᄲڱĎߏ̙ਕјϲ۞ĄČČᙷҬ۞ࡁտޝкĎඊ۰̶۞ژ
ᙯ̚гડĎ̂ໄߏ༊ॡБ઼˿г̶۞ݭгડ̝˘Ą˿Լॡ۞
አߤĎᙯ̚ొڌഺݑгડҘొᚗᗗгડ˿Լ݈гҫѣ˿г۞ͧ
̶ּҾ่ѣ 5.93Ʀ 7.58ƦĄ༊ॡѣņᙯ̚гŇ̝ᄲĄČČೱ
ήྖᄲĎྍгડΗᇴͽ˯۞ˠ˾ᛳٺҫѣ˿гᄃˠ˾ּͧೀͼ˘
۞̚ྺĎ҃̚ళྺᓁࢍˠ˾ᄃ˿гӮҫ ז80Ʀͽ˯Ą6

換句話說﹐渭南 94％﹑寶雞 92％的土地﹐不歸地主。什麼道
理﹖“道理很簡單﹐我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不是以錢﹐而是以
權佔有土地的﹐哪怕表面上這種佔有也採用‘購買’手段。”7 秦
暉問秦暉﹕既然“土地不是按資分配的﹐”廣大中貧農佔有那麼廣
大土地﹐是如何“按權分配的”﹖由此可見﹐秦暉的學術目光始終
聚焦在極少數平民地主飽受更極少數權貴欺負。農村人口頂尖 5％
左右的地主中﹐劉文彩﹑黃世仁不踴躍“結交官府”﹐8 靠純經濟
5

秦暉實證“關中模式”既無地主亦無租佃以後﹐引類呼朋﹐搖頭鼓翼﹕“如過去就
一直質疑‘地主經濟’論的美國學者趙岡先生﹐就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關中數據來
為他的中國傳統農業非地主經濟論作補充說明。”（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
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 58 頁）
6
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
59 頁﹔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49 頁。
7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77 頁。
8
“結交官府”表達出吳敬璉對祖國改革開放“新中等階層”由衷失望。他們“利益
自覺不夠﹐沒有認識到中等階層作為社會群體的根本利益在於把經濟社會制度健全起
來。於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徑﹐個別地解決問題。個別解決問題最容易辦的辦法﹐就
是結交官府﹑取得政策優惠﹐在租金大鍋飯中分一杯羹。”（吳敬璉﹕〈極左極右都
危險〉﹐《中國改革》2010 年 11 期 42 頁）
3

手段“用本守之”根本守不住。替少數富人打抱不平﹐科學嚴謹的
實證研究＝5％ > 95％﹐中國土地是“按權分配的”。
為了解釋窮棒子造反有理﹐中共宣傳部門憑空虛構“政治恐
龍”— 劉文彩興建收租院﹐也被實證研究科學嚴謹“證偽”了。9
“劉善人”辦教育遐邇聞名﹐見義勇為清鄉司令﹐屠殺過共產黨
員﹐惹得“中共川西地下武裝及大邑土改工作團成員集體”著急﹐
請來幾位收租院挨過揍的耄耋﹐捋胳膊挽袖子“秀”傷痕。活那麼
大年紀了﹐哪兒找不出一點傷痕﹖連累楊奎松教授《建國史研究》
一起挨罵。10 實事求是﹐劉善人再善﹐善不過同天並老﹑與國咸休
的“聖人之府”。當今提倡中國文化＝尊孔。沒等招商引資﹐“孔
府擁有約 1.1 萬頃土地”。11 創造多少就業﹐發展多少 GDP﹖
১ᅙ۞ᘳৼĎּܼņѐѐഠĎ̙ट̶୮ͣٳŇĎ˵ņଂᔄ
Һቤᇈּ̝ŇĄӈֹ࿃ѣਣႆխचĎ˘ਠ˵̙ధഴҺٕቤᇈĄтڍ
ٕͣٳԩ১̙ϹĎņӈҖᗆोֽ݈Ďࢦտ̙ŇĄņѺ͗۞̄ڕᆖ
चŇĎኡਕُ̙Ĕಶՙ˞ؠҪ͗ӧ˸۞ྻĄҭߏ͋˫ع
ఢؠņѪ˸̙͗ࣞฟዚŇĎҪ͗ώ֗১ᅙإ˧ԆৼĎң˫ڶ
ΐ˞˘ีΒኪĕЯѩĎņఱշ̃Ň۞ְĎಶј˞͋عҪ͗Ϡ߿̚
གྷ૱ႊ۞ၝᆐĕČČ่̙ࢉཐ̳ώˠĎ҃ͷా۞ᛳࣶءԝౌ৾
9

參閱笑蜀（陳敏）﹕《大地主劉文彩》﹔鳳凰衛視專題節目〈大地主劉文彩〉﹐
http://www.56.com/u67/v_MjExMzcyMTY.html﹔王永華﹕〈大地主劉文彩﹕集體記憶
的重構〉﹐《炎黃春秋》2010 年二期﹐等等。
10
金仲葵執筆﹕〈鏟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香港傳真》No.HK2011~8
（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1-8.pdf）。楊奎松教授我們﹕“隨著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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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當中還有相當一部
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冊（政
治）107 頁）
11
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198 頁。
4

৾ฟૅયְĎहຍࣝࢅ͗ˠĎࠤҌд͋عගг̳͛̚͞۞ءĎ˵ԯ
χˠᄲјߏநٙ༊۞ְଐĄ12

勤勞致富的農村居民多多。不過﹐搞過管理的瞭解﹐僱傭他人
幫忙自家致富﹐心切的時候﹐容易疏忽大意﹐別人能否像自己一樣
喫苦耐勞心甘情願。譬如厚道人周扒皮﹐勤勞得夜不成寐﹐“半夜
雞叫”應當最接近秦暉推崇的“純經濟手段”。就這﹐還是逃不過
學術專著“證偽”翻案。13
實在令人驚奇﹐在善人們發家致富的廣大農村﹐廣大貧下中農
好喫懶做﹐遊手好閒﹐也想發家致富。他們不識字﹐又沒錢﹐別提
“結交官府”了﹐半夜雞叫的“純經濟手段”都不具備﹐只好自己
跟自己過不去﹐經濟學術語叫“內捲”— 遠遠低於盈虧平衡線以
下﹐甚至低於市場調節的最低工資以下﹐閒著也是閒著﹐四時之間
亡日休息﹐非理性地使勁剝削自己。收益 < 成本﹐產出 < 投入。
經濟學家問﹕“一個企業何以會在邊際收益低於成本時繼續投入勞
力﹖這樣做豈不等於故意要虧本﹖”14 傻屄農民答﹕“若家有織
婦﹐織與不織﹐總要喫飯﹐不算工本﹐自然有贏。”15
12

“因此﹐佃戶雖然遭了災﹐即使顆粒不收﹐也難得從‘聖人’老爺那裡取得半點讓
步的。貧苦的佃戶以災後餘生﹐既須尋求自己和家庭的活命之路﹐還須一粒不欠地償
還孔府的租銀﹐不得不東挪西補﹐借債度日﹐甚至造成‘破家磬產﹑貨男賣女’的慘
劇。”（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185﹑341﹑218 頁）
13
推薦參閱孟令騫﹕《半夜雞不叫》。在 Google 檢索可得 60 萬條信息。另外可參閱
杜興﹕〈《半夜雞叫》地主原型周扒皮其實是厚道人〉﹐http://book.qq.com/a/
20080807/000010.htm﹐等等。
14
吉爾茨首創農業“內捲化”﹐後來改譯“過密化”（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
庭與鄉村發展》11 頁）。“人口壓力常使冀~魯西北平原貧農農場勞力的邊際報酬﹐
降至僱傭勞動工資和家庭生計需要之下。對一個與資本主義企業相類似的大農場來
說﹐這樣的經濟行為是不合理的﹐”因為算總賬﹐“我們得出的農場‘淨利潤’仍是
一個負數﹐也就是說﹐他們的勞動所得低於市面工資價格。”（黃宗智﹕《華北的小
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7 頁）
15
“日進分文﹐亦作家至計。”（《沈氏農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80 冊
補 80~11 頁）
5

需要補充完整﹐這裡說的“最低工資”﹐並非經濟學意義上﹐
包括住房﹑看病﹑娶妻生子﹑養家活口﹐從而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
單再生產。中國農村雇工的工資﹐通常幾乎等於要飯﹐起早貪黑﹐
混個肚圓。譬如﹐秦暉實證“關中模式”既無地主亦無租佃﹐因為
農忙季節﹐家家僱傭甘肅等地趕來幫忙的“麥客”。
ְ၁˯Ďֱņั̍ŇᄃˠมкѣֶܢᙯܼĎѣజˠჍࠎ
Ꮠଜٕņ̓ڈŇĎΪගಙฺ̙;̍ྤ྿ˣѐ۰Ēѣࠎᝋ๕۰Ӏϡೋ
๕˧ֹ࢝ᆊ߿۰ĒтѩඈඈĄ16ČČధк౪ࡴ֙މņᖼಞŇ˘
ֽ˭؞Ďљੵ˞ྮ˯܅၁ᅫ֭ٙĎࠤҌᔘņᓪŇĎࣇဦ
۞ߏצဌഇมņგฺŇ҃̏ĕņօօଲᙱĎ࣎և̄ĄŇ17

“關中模式”造就政治尷尬 — 共產黨鬥地主湊不夠數﹗秦暉
欣喜若狂﹐發現了“證偽”暴力土改的黑天鵝。其實﹐幹活＝要飯
的“麥客”﹐才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呢。1930 年代卜凱等美中學者調
查﹐長江三角洲農民 30.7％受僱為短工﹐華北達 36.2％。18 西北﹑
華北﹑西南﹑華東﹐落後地區﹑發達國家﹐市場把打工調節成要
飯﹐神州九鼎﹐乃至英倫三島﹐放之四海皆準。19
ņྺ̍Ň࣎ໄྵͧهĄࣇߏֱ֤ߊڱጾѣď˵̙ਕ
১˿г۞ྺ͗ĎܑྺՅৌϒ۞ళĄдᒷ۞ଐ˭ڶĎࣇ˵
̙ߏՅར۞اؠјࣶēߏˠ̚۞ˠĎ՟ѣ݈۞ۤົล৺Ď
16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56 頁。
秦暉﹕《農民中國》56 頁。
18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75 頁。
19
原始積累時期﹐英國農工的伙食比監獄囚犯還差﹐勞動量大一倍﹐待遇不如牲畜。
“在租地農業家豢養的一切動物中﹐勞動者﹐這種有聲的工具﹐就一直是最受虐待﹐
餵得最差和待遇得最為殘忍的了。……有些地主認為﹐一個豬欄﹐也對他們的勞動者
及家屬十分要得﹐同時還恬不知恥﹐在出租時向他們盡量榨取房租。”（馬克思﹕
《資本論》一卷 743~755 頁）
17

6

ޙڱϲҋ̎۞छलď็؟ତĄ20

換句話說﹐若非共產共妻狂想曲﹐高玉寶即使能夠長大成人﹐
篤定沒兒沒女絕戶頭。市場調節到生命能否存活﹑家庭能否組建﹑
香火能否延續﹐誰還敢計較給自己幹活的薪酬﹐掙得比高玉寶少﹖
自覺自願不溫不飽﹐“內捲”堪稱“餓飯”。農忙喫乾﹐農閒喝
稀﹔下田中午喫乾﹐回家晚上喝稀﹔男人喫乾﹐婦女喝稀。直到筆
者有幸農村插隊﹐糠菜半年糧﹐見面打招呼﹕“喫了沒有﹖”河南
農民直截了當﹕“喝了冇﹖”21 秦暉詩情畫意地權平均﹐熟視無睹
幹活＝要飯的雇農﹐喫糠嚥菜的貧下中農。牛郎織女不識字﹐睜眼
瞎不看經濟效益﹐活該從古以來﹐兩千年時間﹐幾百代人民﹐“常
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無需奴隸主舉鞭子趕﹐飢腸響如
鼓﹐前心貼後心﹐臉朝黃土背朝天﹐居然從善人﹑聖人﹑勤勞厚道
20

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160~161 頁。“冀~魯西北的僱傭關係﹐迥異於一個
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此地人口增長與階級分化的雙重壓力﹐使雇工工資低到只依
賴傭工收入無法維持一家生計的地步。這樣﹐一個完全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雇農﹐
一般沒有能力娶妻生子﹐他會成為自家最終一代的人。……完全沒有土地的雇農﹐大
多沒有能力結婚。總的來說﹐窮人的結婚率比農村中上層的人為低。他們的死亡率也
會因生計艱難而比較高。因此﹐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增高﹐和他們肩負的壓力
的加重﹐會導致人口增長率的減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302﹑311 頁）尹天民〈安徽宿縣農業僱傭勞動者的生活〉描述了淮北“工資水平一般
很低﹐至多只能維持一人的生活﹐至於養家﹐實難顧及。”（池子華：《中國近代流
民》105 頁）廣東“青年雇農有的在一個長年中﹐日中只喫得幾碗的爛飯﹐穿幾年的
爛衣服便罷﹐一文工錢也沒有。”隴南雇工幹活沒日沒夜﹐“所得的工錢至多不過全
年 20 餘元﹐少至十數元或數元。這極少的薪金﹐一年除製幾件極粗陋的衣服以禦體
溫外﹐已無剩餘﹐哪裡還有錢去養家﹖”（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二輯
450 頁）“由於工資水平低下﹐一般農業雇工根本不能養活自己的妻﹑子和父母﹐所
以許多長工往往不能娶妻生子。”（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
質》123 頁）
21
參見王小強﹕〈“假如你是毛主席”— 第一次見杜潤生〉﹐《香港傳真》
No.2008~88。
7

得“半夜雞叫”手裡﹐持續“按權分配”到那麼多土地﹗
市場經濟深入到土地私有﹐耕田買賣﹐中國比西方提前兩千
年﹐具有從根基上反封建的歷史哲學意義。韋伯定論﹕“在中國﹐
封建制度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就已經廢除﹐土地私有制隨即奠定。”22
未聽說韋伯加入過共產黨。改革開放 30 年﹐過去人類公認的結論﹐
但凡有礙徹底否定共產黨的﹐無論中國﹑歐洲﹐全讓秦暉報刊雜誌
論文集電視劇媒體採訪網絡感言“十年影響力之知識界人物”三言
兩語“肯定已經過時”了。
ˠࣇᔘഅͽࠎĎለ߷̚͵ࡔߏఄ۞͵ࡔĎ˯ѣᅳĎ˭
࿆ࠎྺζĒ઼̚۞ྺ̈ߏঔ߶Ď˯ѣгĎ˭ࠎҋϤҪྺĄለ
߷̚͵ࡔ۞˿гߏଳ֠ЊгᄃྺՅ̳ۤ۞ّඕЪĎ઼҃̚ߏ
˿гٙѣĎ߹ޘજĎ෴ҋϤĄഅགྷѣధкˠଂņপᕇŇ
൴ֽኢᙋ઼̚ңͽϏਕညҘ֤͞ᇹՎˢྤώཌྷĄ҃അೀңॡĎ
னдለ߷̚͵ࡔΫጯ۞ॡᅽݒд˧ဦᙋځఄ̙ט࿅ઊႬѣ̝Ďд
ॡ۩̙ౌࢬ͞ҫࢦͧ̂ޝĎྺζΪߏྺϔ̚˘̈ొ̶Ďᅈ̙тҪ
ྺࠎкĎ˿г෴̈́гᝋ߹જȈ̶ᐛᓄĎඈඈĄČČ࿅Νͽ১Ҫט
ĞΒ߁ٙᏜņ౻ԝг১Ňӈྺζטğֽໄ߁ņޙދᙯܼŇ۞நኢۺ
̏ؠགྷ࿅ॡĄ23

最高學府頂級教授的學術研究有根有據。中國租佃制歷史“肯
定已經過時”﹐註明出處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中“關中
無租佃”一節。歐洲農奴制歷史“肯定已經過時”﹐註明出處“馬
克思﹕《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24 把“馬克垚”印成“馬克
思”﹐決非教授的錯。但是﹐說馬克垚趕時髦﹐“力圖證明莊園制
22
23
24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60 頁。
秦暉﹕《問題與主義》299~300﹑338~339 頁。
秦暉﹕《問題與主義》343 頁註釋 11。
8

不過偶爾有之﹐”肯定教授錯了。不上清華大學歷史系也能知道﹐
歐洲典型封建制度的不是土地﹐是社會單元。農奴人身依附﹐領地
範圍的司法統治﹑賦稅﹑勞役﹑宗教﹑婚姻﹑打仗出兵﹑歡度愚人
節等等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和土地分封在一起。25“封建
主的權力不是建立在租折的大小之上﹐而是建立在臣屬人數的多少
之上”。26 所以“大地產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真正基礎。”27
д 17 ͵ࡔ݈ĎՏ˘࣎̂۞ለ߷઼छౌߏ఼࿅ૻѣ˧۞̬̚۰ֽ
઼ڼϔ۞Ďֱ̬̚۰ֳѣ۞ޘҋڼĎΞͽֱ֤טٯ࿁ͅࣇ
Ӏৈ۞઼छࢋՐĎ֭ͷଂந၁߉઼छᝋ˧̚ᒔפҋ̎۞Ӏ
ৈĄČČ༊ࡻ઼۞̚˯ลᆸďෳဃܴдࢵౌ̝γ̶ፉξ߆გ
ந۞̍үॡĎጆ̀۞टҹࣇТॡߏҋ̎ᘀ̂ੑய۞ˠďءڱď
25

“大小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地內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按照封建法原則﹐土地關係是封
建等級所有制。封建領地由封君封臣互相封受而形成﹐土地的領有要以應招為封君服
軍役等為條件。封臣的土地轉移要得到封君的同意採取再分封形式進行。這就是封建
西歐土地不能買賣說法的由來。至於農奴﹐則更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是向主人領種土
地﹐服役﹑納租而已。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 13 世紀﹐這是西方學者所謂的典型的封
建時代。”（馬克垚﹕〈從小農經濟說到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封建社會經
濟結構研究》195 頁）
26
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792 頁。“中世紀的莊園﹐是屬於羅馬~日耳曼的混合起
源的﹐……羅馬莊宅﹐是一個富裕地主所佔有的大農場﹐在那裡有著奴隸和不自由依
附人（隸農）兩種人的村莊﹔他們替他耕種土地﹐而他們從自己勞動所得的﹐只不過
足以糊口而已。……村莊原來不是相一致的政治單位﹐在羅馬地方行政的崩潰使世襲
主擺脫了上級政治控制之前﹐只是市鎮地區內一處農戶聚居的地方。在那個時候﹐並
只在那個時候﹐可以說﹐羅馬莊園成為‘兼有所有權和行政權的一個單位了’。”日
耳曼農村公社“馬克”佔領羅馬土地﹐“源自羅馬的農奴﹐找到了源自日耳曼的農奴
的患難同伴﹔於是這兩個階層和這兩種情況合而為一了﹐他們一起住在一個叫做‘莊
園’的社會單位內﹔而莊園本身也是由羅馬和日耳曼成分相混合而形成起來的。……
在第六至第九世紀之間﹐在緩慢的也許是斷斷續續的不景氣階段裡﹐轉變為一個完全
依附性的莊園集團了。”（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 363~365 頁）
27
原文黑體﹔馬克思﹕〈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判〉﹐《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六卷 290 頁。
9

ְࢵᅳ࠱छ൴֏ˠĄ28

歐洲“封建時代﹐軍隊指揮權和法律裁判權﹐是土地所有權的
附屬物”。29 因此“地產是不可轉讓的”。30“對於那些依附的農
民來說﹐領主就是秩序﹐就是強權﹐就是政府﹔所以﹐領地的所有
者只能來自於統治者的階層﹐來自於貴族。”31“法國的大封建領
主有權發行貨幣。”32 覬覦土地所有＝陰謀篡黨奪權。統治領地的
特權一線單傳。“採邑一定是不可分割的”。33 否則﹐幾代人以
後﹐歐洲社會豈不和中國一樣“富不過三代”﹐分崩離析成一盤散
沙﹖於是乎哉﹐甭提“平民地主”和權貴抗爭了﹐就算有點零星土
地的自由農民﹐住不住村莊﹖用不用磨坊﹖上不上教堂﹖煮飯得砍
柴﹐放牧得草場﹐完糧納稅﹐仲裁糾紛﹐哪一天﹑哪件事﹐離得開
28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114~116 頁。“可以說自十世紀起的一
千年裡﹐歐洲是貴族統治的時代。……貴冑們的家族既是經濟事業單位﹐又是政治﹑
商業﹑社會﹑倫理﹑宗教上的獨立單位”（弗雷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55
頁）。“司法權的擅專問題是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保有土地和奴隸的領主處處在為這
種特權而鬥爭。”（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42 頁）﹐……
29
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352 頁。
30
“長子繼承制只是地產的內在本性的外在表現。由於地產是不可轉讓的﹐所以在它
那裡社會神經被割斷了﹐它和市民社會的隔離也就鞏固了。因為地產不是根據‘對子
女一視同仁’的原則遺留給後代的﹐所以它就脫離﹑甚至不依賴於最小的團體﹑自然
的團體即家庭﹑家庭的意志以及家法﹔於是私有財產的無情本性也免於轉變為家庭財
產的形式。”（原文黑體﹔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一卷 368 頁）“至於農奴的份地和農村共同使用的公有土地﹐則禁止買賣。”（厲以
寧﹕《資本主義的起源》第 88~89 頁）
31
漢斯‧格茨﹕《歐洲中世紀生活》129 頁。
32
詹姆斯‧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49 頁。
33
“這一點十分清楚。如果採邑是一個公共職務﹐上級權力機關允許它為人分割的
話﹐那麼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危險﹐即在這個職務之名下加以行使的行政力量會被削
弱﹐對它的控制更加困難。……所以﹐佃領地變成世襲財產後﹐無論如何都應傳給惟
一的繼承人﹐這一點非常重要。”（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冊 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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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老爺多多關照﹖34
Ϥгயၹј۞Յఄඕၹďૻ۞ّטਆྺֹౌטਆ۰۞Ч
֗ЊົۤгҜεΝ˞၁ᅫ۞ຍཌྷĎՀңڶՅఄ۞Φڱᆶҿᝋౌೠ
೪дᅳ྆͘ĄҋϤ۞ྺਆ۰ܧҋϤ۞ྺਆ۰اд˘࣎Յఄ
྆ĎՅఄ၆˿г۞ҿᝋ၆ϔְ̈́Жְ۞ҿᝋᕩᅳٙѣĎࠤ
ҌјࠎᅳΞͽ͵ďΞͽឰᄃ۞ᝋӀĄҿᝋֹ၆̳ѣг
ਨг۞ֹϡᝋď᎐ٗ۞ֹϡᝋĞ͍ͪ᎐ٗĎЯࠎ߹ګᛳٺᅳ
ğͽ̈́তᄦᛧΒতᚤ۞ֹϡᝋď឵੧ϡ۞ᑅၴ፟۞ֹϡᝋĎࠤҌ
ࠗহ۞੨ඈඈᄃགྷᑻ߿જѣᙯ۞ЧᝋӀౌזצᅳ۞ଠטĄΞ
֍ĎҋϤ۞ྺਆ۰ᄃܧҋϤ۞ྺਆ۰дົۤ˯ޠڱгҜ˯۞၁ᅫ
ડҾ̙֭Ȉ̶ځពĄ35

歐洲中世紀早期﹐蠻族部落霸佔羅馬土地﹐確有些許自由農
民﹐隨著生產﹑生活在採邑莊園﹐與廣大農奴朝夕共處﹐很快打成
一片。“他們必須將自己的土地所有權交給保護人﹐再以各種不同
的和經常變化的租佃形式 — 不過總不外是力役和代役制 — 從他
那裡把這塊土地作為租地而租回來。一經陷入這種依附形式﹐他們
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經過幾代之後﹐他們大多數都變
34

“關於莊園上土地的情況﹐為什麼以村為單位的莊園其土地包括有耕地﹑草地﹑牧
場﹑池塘﹑森林等呢﹖這並不是由莊園所造成﹐而只是原來農村的土地情況﹐也就是
農村公社的土地情況。只是因為後來在農村公社上面建立了莊園﹐似乎這些都變成莊
園特徵了。”（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55 頁）
35
“在經濟方面﹐似乎更無法以地產的大小或者財產的多少將其區分開﹐‘自由人與
任何非自由人之間真正的經濟差異並不是他們所擁有的地產平均數的不同﹐而是對他
們田地中所產出的收入的控制權不同’。隨著九世紀領地制度的擴大和封建化的進一
步深入﹐大多數的自由農民逐漸地淪為教會和世俗領主的依附關係之中﹐成為非自由
農。非自由農在領主的強權下﹐耕種以‘莊園’為徵稅單位的領土的地產﹐此外他們
還要服徭役﹑交納地租。”（王亞平﹕〈農民身份﹕西歐中世紀的社會認同〉﹐侯建
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 77~78 頁﹔波斯坦：《中世紀的農業生活》﹐《劍橋
歐洲經濟史》一卷 5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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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農奴。”36 “西方封建社會公元五世紀到九世紀﹐是自由農民
農奴化的歷史階段。大致到公元十世紀時﹐自由農民已經很少
了。”37 馬克垚指出﹕“西歐的莊園﹐除了是一個經濟實體外﹐還
是一個政治﹑法律實體﹐領主在自己的莊園上有自己的司法﹑行政
權力﹐而這些權力也構成他經濟利益的重要依據。”38 馬克垚指
出﹕11 世紀英國“全國的耕地面積約有五分之一多歸王室領有﹐教
會約佔四分之一多﹐世俗貴族約佔二分之一多。”39 加起來超過
95％。馬克垚指出﹕“英國的農民﹐在封建時代從法理上說是沒有
土地所有權的﹐所以也沒有或很少封建主兼併農民土地的問題。”40
馬克垚還提到“12 世紀中﹐被路易七世離棄的阿奎丹女公爵伊利娜
與英王亨利二世結婚﹐她領有的法國南部大片領地也成了英國人的
3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 150 頁。
37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95 頁。
38
“當經濟上的莊園因為不合時宜而逐漸瓦解後﹐領主還可以憑借其政治法律權力依
然收取各種利益。……中國的封建主並沒有西歐封建主那樣的政治司法權力﹐尤其是
不能夠把這種司法行政權力轉化成為具體的經濟收入。如上述的 Forncett 莊園﹐其特
權收入如市場權出租﹑人頭稅﹑羊圈費﹑草地費﹑任意稅﹑法庭罰金等”（馬克垚﹕
〈論地主經濟〉﹐侯建新﹕《經濟~社會史》130﹑143 頁）。
39
“全國的荒山森林也收歸王室。”（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346 頁）
“理論上認為英國王是土地之所有者﹐由他分封給下級﹐依次封受而成封土之等級佔
有。因此英國沒有自主地存在﹐而一應土地的轉移﹐在法律用語上都稱之為分封﹑分
賜。無論是策封土地﹐還是實際出賣﹑或贈送﹑交換﹐法律文書都稱之為‘某人封賜
某人的……’。封賜者對所封土地具有很大的權力﹐可以設定種種條件﹐決定土地的
命運﹐所以有人說﹐採取這種封賜辦法轉移土地﹐並非把自己的權力轉移﹐而是創立
新的權力。”（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46~147 頁）
40
“圈地運動是原始積累的問題﹐另當別論”（馬克垚﹕《英國封建社會研究》140
頁）。“西歐的土地兼併與中國的有所不同。首先是西歐法律上不承認農民有土地所
有權﹐因此土地兼併多在封建主之間進行﹐而不是地主兼併農民的土地（當然對農民
土地的兼併在西歐也存在）﹔其次是西歐封建土地的等級所有制造成一田多主﹐對土
地的爭奪有時會表現為爭奪瓜分同一塊土地上的不同形式的地租收入﹐而不是爭奪地
產。”（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31~132 頁）
12

領地﹐使英國在法國的領地佔法蘭西領土的三分之二﹐但這並沒有
引起法國人的抗議。”41
足以肯定﹐馬克垚不會“曾幾何時”﹐說歐洲“農奴只是農民
中一小部分﹐遠不如佃農為多﹐土地買賣及地權流動十分頻繁﹐等
等。”理論創新“現在歐洲中世紀史學的時髦”﹐知識產權歸功不
到馬克思或馬克垚。正如秦暉 n+1 次胡說《商君書‧弱民》“公然
聲稱要‘殺富’﹗”n+1 次胡說梁啟超《王荊公傳》“稱王安石是
以‘國家自為兼併’來代替民間的兼併。”秦暉把“我相信與潮流
相吻合”的發明謙讓給他人﹐一貫科學嚴謹的高風亮節。42

˟ďથˠࣘྺ׀ˠ
ҋϤ̍થຽ۞൴ϠĎҋϤ˿г۞෴Ğُࣹ˘ฟؕߏߐ
۞ğĎߏ̢࠹ҡᐌ۞。43

中國土地私有和買賣﹐極大調動農民開墾﹑愛護和保養土地的
積極性。買地﹐因為有人賣地﹐無論周邊尚存多少荒蕪。理論上﹐
誰的地種得好﹐可以買地擴大經營﹐耕地向種田能手集中。然而秦
漢以降﹐反復“富者田連阡佰﹐貧者亡立錐之地”﹐不能怪罪種田
能手（雖然各類專業化種植﹑養殖大農場一應俱全）。44 司馬遷說
41

“而在 15 世紀 20 年代的奧爾良保衛戰中﹐一個 17 歲的小姑娘貞德卻喚起了整個法
蘭西人民的抗英激情。”（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334 頁）
42
詳見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三〉。
43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81 頁。
44
《史記˙貨殖列傳》描述各地各類專業養殖﹑種植大農場富敵權貴﹕“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
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
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51~52 頁）
13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依市門。”45 千
古不易。令人納悶﹐商人事業成功﹐幹嘛不好好繼續賺錢﹐大老遠
跑去了無商機的陌生鄉村﹐購置陌生農民的陌生田地﹖
̫ྺ͈̣˾̝छĎڇԝ۰̙˭˟ˠĎਕਆ۰̙࿅ѺসĎѺ
স̝ќ̙࿅ѺϮĄߋਆआਅĎࡌᘥᖟĎЂᓟ፞ĎعءڼĎග〔
ԝĒߋ̙ᔖࢲဧĎआ̙ᔖഁሤĎࡌ̙ᔖౚܥĎ̙ᔖರ
ࣜĎαॡ̝ม˸͟ЃिĒ˫ռҋਖ਼ֽܓـĎ͓Ѫય়Ďዳܜ؝ρд
̚Ą๔ࡴтѩĎإೇజͪԿ̝խĎާ߆ᇷࢅĎኬᑦ̙ॡĎഈ΄҃
ᇵԼĄ༊ѣ۰Ηྥ҃Ď˸۰ࢺפჍ̝िĎߏٺѣϣш㘄̄ग
ͽᐺయ۰ջĄ҃થྥ̂۰᎕෬ࢺिĎ̈۰ӱЕమĎፆ؈ᛏĎ͟
ഫౌξĎࢷ˯̝ާĎٙυࢺĄ߇շ̙ਆਅĎ̙̃ឭᖐĎҗυ͛
ܚĎࢴυୖ҇Ē˸ྺ͈̝ࡴĎѣΖұ̝ĄЯಱݓĎϹ఼ͳܭĎ
˧࿅С๕ĎͽӀ࠹้Ē˼֧ഫଽĎ݄ᄏ࠹୕Ďࢷિඉ۲ĎᆹකѢ
ᎪĄѩથˠٙͽࣘྺ׀ˠĎྺˠٙͽ߹˸۰˵Ą46

晁錯這段著名語錄﹐“商人兼併農人”的經典描述﹐不清不
楚﹐歷朝歷代政策研討反復引用。歐洲封建領主喫住莊園﹐47 自給
自足﹐溫飽思淫慾﹐“田園詩”唯缺妓院﹐只得找農奴行使初夜
權。中國富商鉅賈﹐耳聽六路眼觀八方﹐調度頭寸﹑運輸﹑倉儲﹐
喝花酒逛窯子“結交官府”﹐整日在城裡忙活。48 先富起來住城裡
花天酒地﹐“城鎮資本轉向農村購買土地。”49“不在地主”是極
45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52 頁。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74 頁。
47
譬如“英國地主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是住在他自己的田莊上的。”（李斯特﹕《政
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213 頁）
48
“城市士紳居民主要是簇居在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官方機構附近。”（施堅雅﹕《中
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105 頁）
49
直到 1930 年代﹐長江三角洲“該地區的縉紳階層更早﹑更徹底地移居住城鎮。由
於土地收益率高於華北﹐此地區還同時發生了城鎮資本轉向農村購買土地。”（黃宗
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75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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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醒目的中國獨色。而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不在地主”越多
（昆山地主 65.9％不在當地）。50 商人於交換輻湊樞紐“與時俯仰
獲其贏利”﹐隔縣跨省不搭界地“用本守之”。表面理解﹐金融儲
蓄欠發達﹐與窖藏金銀比較﹐當地主﹐喫地租﹐不僅超級保險櫃﹐51
而且按時付息的銀行了。
ᔉ෴˿г۞Ğٕͽ˿гࠎٯ٪҃ࣄ۞ğੑ˘ਠߏଂྺຽొ
50

宿縣 15.8％﹐南通 27.4％﹐武昌 50.0％（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二輯
305 頁）“現在所看到的各種例證都表明這些地主是從農業以外的其他一些來源獲得
他們的原始財富的。例如﹐在 20 世紀 30 年代江蘇省的調查中﹐佔有一千畝以上土地
的 374 個土地所有者中﹐有 166 個是軍政官員﹐129 個是放債人﹐以及 89 個是從工商
業中獲得他們原始財富的人。現在所看到的 19 世紀 90 年代華北 131 戶地主戶的材料
中﹐八戶當過官員﹐64 戶商人﹐以及 59 戶過去曾經放過債的從富農起家的人。……
據安徽蕪湖 20 世紀的調查﹐在 36 戶地主中有 23 戶是經商的﹐只有兩戶從事農業。
在廣東省（東南）調查的 191 個地主中有 138 個是從事某種商業的。”（珀金斯﹕
《中國農業的發展》118 頁）清代“方苞在〈請定經制折子〉中寫道﹕‘約計州縣田
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
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按照他的意思﹐城居地主佔有大量土地﹐他們人數眾多﹐
成為地主階級的主要成分。……在南方﹐特別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地主在城中居
住的就是多一些﹐雍乾時人趙錫孝講﹕‘江南煙戶業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
五’。表明方苞之說不是孤立的了。嘉慶《蕪湖縣誌》寫了一則風俗﹕‘居城食田之
家﹐召農佃耕之﹐計畝定額’云云。如若城裡地主不多﹐就形不成這種風習了。蘇州
人顧祿說﹕‘官倉完納漕糧﹐竟有先鄉後城之例’﹐官吏先到農村徵收錢糧﹐然後收
納居住在城內的地主的賦糧﹐為什麼這樣呢﹖因鄉村的農民交了租﹐城中的地主才能
完糧﹐它不像居鄉地主﹐就地收租﹐這一段空間差﹐就需要有個時間來彌補。蘇州府
為順利徵稅﹐根據具體情況﹐定出先鄉後城的辦法﹐這種成例的產生﹐恰是城居地主
眾多的表現。”（馮爾康﹕〈清代地主階級述論〉﹐《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
245~246 頁）
51
“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
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
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
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
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張英﹕《恆產瑣言》3 頁）。由此可見中國
歷史的私有產權多麼牢靠。
15

ͽܝγ۞פĎЯࠎ઼̚јΑ۞ྺఄٙ۞פӀማ˵ߏޝҲĎ҃
ͷಶߏֱĎ˵Ϊѣགྷ࿅ܜѐ͡۞ᓞࡴӅ˧̖ົᒔĄଂ˿гٙ
ѣᝋֽ۞ӀማĎ֤ಶߏଂ১˿гֽ۞Ď࣐ࡶͽԸྤ۞Ѻ̶ֽͧ
ࢍზĎ˵ߏޝҲĄּтĎ˪д 1922 ѐઇ۞ҤࢍĎгٙ۞
ಡ࿌Ϊҫ۞Ըྤ۞ 2.5ƦĄČČт̂ڍкᇴ˿г˯۞ಡ࿌தࠎ 5Ʀ
ૻĎ֤ᆃ 19 ͵ࡔ۞ಡ࿌த˵ధͧᔘҲĄ࠹ͅĎથຽٸๅ۞ಡ࿌
52

தĎݒགྷ૱ҫԸྤ۞ 10~20ƦĎࠤҌՀĄ

“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53 “田租之視
商利﹐固瞠乎其後矣。”54“土地銀行”相比經商或放債﹐收益率
差距甚遠。比較經營風險＋管理成本﹐“土地銀行”畢竟不是銀
行﹐雖然不勞而獲﹐決非旱澇保收。農產品價格波動﹐管家佃戶糾
紛﹐種子﹑耕牛﹑農具﹑倉儲﹑銷售等等﹐時時處處﹐勞心勞力﹐
很難說一定比經商或放債更省事。55 既然買地放租明顯決非最佳投
資回報﹐怎麼贏政尚未統一祖國﹐城裡商人就不務正業﹐“蓄積待
時而侔農夫之利”﹐56 而且一幹就是兩千年﹐沒完沒了﹐不依不
饒﹖馬克垚堅信：“決定商業資本流向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只能
是利潤率。”57 方行堅信﹕“他們買進土地﹐是一種投資﹐以求財
富增值。”58

52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121~122 頁。
張英﹕《恆產瑣言》3~4 頁。
54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 409 頁。
55
譬如“在分租制下﹐絕大多數貧困佃戶不僅只是耕種孔府的土地﹐而且連他們
所需要的種籽﹑牛隻﹑農具等等﹐也往往由孔府借貸供給﹐而到了收穫的時候﹐
就要索取由 50％直至 100％不等的高額利息。”（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
的典型》188 頁）一家一戶算賬逼債﹐多累呀﹗
56
《韓非子‧五蠹》﹐王先慎﹕《韓非子集解》456 頁。
57
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275 頁。
58
方行﹕《中國封建經濟論稿》313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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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ď“土地成為被追逐的財富”59
用機會成本核算﹐遵循平均利潤率﹐只有“依市門”不如喫地
租時﹐大量商業利潤才會轉投土地置業。可是﹐如果“依市門”不
如喫地租﹐有點錢就買地放租﹐大量商業積累從何而來﹖60
“不在地主”求田問舍﹐通常沒有擴大土地規模﹑現代化農場
經營的雄心壯志。61 合乎邏輯的答案是﹐在喫地租明顯不如“依市
59

原文黑體二章標題﹐許倬雲﹕《漢代農業》33 頁。
趙儷生感慨﹐得不到某種哪怕是粗略的數據比較。唐朝“錢﹐主要在大官﹑節度使﹑
大商人手裡。他們對錢的用途﹐大體有四﹕（一）把錢積貯起來﹔（二）投向商業﹔
（三）放高利貸﹔（四）購買土地。這四種用途所使用的資金﹐其比例是怎樣的呢﹖
獲致到這種比例（哪怕是比較粗一點的數字）﹐在科學上的價值將是很高的。但以作
者的努力來說﹕沒有獲致到。”（原文黑體﹔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17 頁）
61
黃宗智在華北實證﹐僱工“經營式農場”勝過普通小農。前者（只有兩家數據）的
淨收入相當於土地價值 13~14％﹐後者（“租了 93 畝地給調查戶的幾個地主”）不到
土地價格的 5％。結論“這樣的一個地主家庭﹐如果沒有其他農業外的收入﹐定會感
到經營方式對他比出租方式有利。”（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181~185 頁）但是邏輯上﹐小農家庭經營自願“內捲”餓飯﹐勞動力成本比雇農低。
馮爾康比較《沈氏農書》和陶煦《租覈》的計算﹐“出租地主的剝削一般為收成的一
半﹐經營地主的 3.6 成比它要小一些。前者是安坐而得﹐後者要勞精費神﹔前者不論
年景好壞而穩獲收益﹐後者則要靠天喫飯﹐兩相比較﹐還是前一種方式比後一種對地
主有利﹐這就大大限制了地主向經營方向發展﹐從而墨守出租舊制﹐所以當時就有人
反對經營﹐自稱對‘農工之事瞭如指掌’的錢泳說﹕‘……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
即主人明察﹐指使得當﹐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
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
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凶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役豈可免耶﹖總
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反貧矣’。出租﹑經營兩相
比較﹐出租方式總在吸引著地主﹐有的人就以經營不及出租而改變方式。”（馮爾
康﹕〈清代地主階級述論〉﹐《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252~253 頁）黃宗智自
己的華北樣板也證明﹕“王家父子兩代確立起定額地租﹐從佃戶那兒徵收的實際租
額超過了收成的一半﹐這樣地主得到了遠比經營式農場主高的收益。結果﹐租佃地
主制自然消除了發展經營式農業的任何可能。”（筆者黑體加重﹔黃宗智﹕《長江
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72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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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情況下﹐鉅額商業利潤和放貸收益轉投土地兼併﹐追求的並
非地租﹐土地買賣本身成為賺錢的生意﹐有些時候（當然不會所有
時候）﹐猶如當代房地產﹐接近甚至超過“依市門”的收益率。大
膽假設﹕在一個不可忽視的比例上﹐商人兼併農人﹐目的是賤買貴
賣﹐現代話“炒地皮”。古代沒有企業股票 — 退可以分紅﹐城鎮
房地產不火 — 退可以出租﹐唯耕地價格隨經濟發展水漲船高﹐進
能保值昇值﹐退能放佃收租﹐急用隨時變現。白居易天生麗質難自
棄﹐“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半與爾充衣食費﹐
半與吾供酒肉錢。”62 瀟灑胸襟活脫脫“仔賣爺田不心疼”。蘇東
坡大江東去浪淘盡﹐“有田不歸如江水”﹐“無田不退寧非貪”﹐
“勸我試求三畝宅”﹐“買田陽羨吾將老”﹐“徑欲往買二頃
田”……63 耕讀往返南畝廟堂之間。於是乎﹐不管什麼渠道掙到
錢﹐包括仕途貪污受賄﹐理性理財﹐首選置業。道理等同如今城市
居民踴躍購房﹐或自住享受﹐或出租賺錢﹐或閒置保值﹐或待價而
沽﹐比銀行儲蓄更積極﹐比股市套牢更穩妥。
最高學府的頂級教授當然不以為然。
т˿ڍгјࠎԸ፟၆෪Ďᔉҫ˿гยཉඈ̟̙҃ࣃچޞฟ൴۞
ன෪υனĎಶॲώӄٺӛৼ౻જĄᇹࣧېܐၗ۞ҋਆྺ
ྺՅಶΞਕϞྋĎ҃Ϥѩԛј۞гயٕ۰ੜྺຽĎٕ۰Ϥ̂ٺณ
гྺϔ۞ຆᆊ౻જ˧ֹ১Ҫďั̍ѣӀΞဦĎЯ҃˵ᖼˢܧҋ
ਆېၗĄன෪д༊൴ण઼̚छ̙ᙱ࠻זĎдΟ઼͉̙̚ݒ
Ξਕјࠎன၁Ą64
62

白居易﹕〈達哉樂天行〉。
蘇軾﹕〈遊金山寺〉﹑〈自金山放船至焦山〉﹑〈次荊公韻四絕〉﹑〈菩薩蠻〉﹐
〈書王定國藏煙江疊嶂圖〉﹐《蘇東坡全集》上冊 52﹑266﹑679﹑334 頁。
64
“那時非農業的地產開發與地產投機即便不受法律限制﹐在經濟上的空間也是很小
的。”（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
論》二輯 70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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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在古代中國卻不太可能成為現實”﹖秦暉緊接著回
答﹕北宋“客戶”佔人口 40％﹐“從定義講﹐所謂客戶就是無地農
民”Ą65 秦暉寫作從來前言不搭後語﹐譬如〈古典租佃制初探〉一
篇文章﹐先堅決否定﹑後堅決肯定董仲舒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語無倫次的原因是
深仇大恨集權專制官逼（富）民反﹐貧民“窮則思變”成暴民仇
富﹐“人民專制”暴亂暴政暴行﹐“爹親娘親不如領袖親”。66 這
裡借機請教秦暉﹕沒反起來之前﹐或反完了以後﹐或統一或分裂﹐
在大多數承平或相對承平時期﹐大多數且順且貧的理性農民﹐死心
塌地安分守己﹐不“窮則思變”了﹖
“耕者有其田”﹐全體小農的永恆追求。像當今城鎮人口永恆
追求“居者有其屋”一樣﹐有了錢就買房﹐住上小房想大房﹔再掙
多錢﹐賣小房﹐買大房﹐買豪宅﹐買別墅……。農民有了小塊田想
大塊﹐有了坡地想平地﹐有了旱地想水田﹐有了薄田想豐田……﹐
以小換大﹐鬻次添好﹐售出零碎分散地塊﹐購入大片完整良田。年
復一年倒騰下來﹐“在 20 世紀的一些年代中大約佔總農戶的 30％
的農戶一點土地也沒有。反過來說﹐有 70％的農戶是至少擁有自己
耕種的土地的一部分的。”67 因為廣大農民“窮則思變”﹐持之以
恆得隴望蜀﹐所以有“不在地主”去農村賤買貴賣土地﹐時常變成
比“依市門”還賺錢的搖錢樹。試想﹐沒有群盲“股蟻”羊群效應
“窮則思變”財產性收入﹐哪裡有索羅斯《金融煉金術》神乎其神
《超越指數》﹖支撐土地買賣演變成投機賭博的肥沃土壤﹐還是農
民學教授熟視無睹的農民。
65

“北宋初太宗年間總戶口中‘客戶’佔 41.7％﹐北宋末元符年間降至 32.7％”（秦暉﹕
〈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 71 頁）。
66
詳見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三〉。
67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13~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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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再進一步﹕鬱金香﹑君子蘭﹑普洱茶﹐投機賭博再瘋
狂﹐打雞血似的流行一陣﹐泡沫破裂﹐煙消雲散。猶如鬧 SARS﹐
來無影﹐去無蹤。為什麼唯獨房地產投機經久不衰﹐政府花大力氣
壓不下來﹖因為衣食住行﹐須臾不能離。是人﹐活著﹐世世代代必
需住房。馬克思早說得精闢得沒法再精闢﹕
因為土地所有權對最大部分生產者來說是生活條件﹐對他們的
資本來說又是不可缺少的投資場所ĎٙͽĎ˿гᆊॾົдӀिத
ϲᙯ۞ଐ˭ڶ೩ֽĎ֭ͷــιј࠹ͅ۞ּͧĎЯࠎ˿
гٙѣᝋ۞ᅮࢋι۞ֻග࠹ͧࢋҫᐹ๕Ąд̈۞ಞЪĎͧ
̝д̂ณ۞ಞЪĎ˿г˵ົѣՀк۞ᆊॾĎЯࠎд྆Ď
̈ᔉ෴۰۞ˠᇴߏ̂۞Ď̂ᔉ෴۰۞ˠᇴߏ̈۞Ąࠎ˞˘̷ந
ϤĎ˿гᆊॾд྆˵ົдӀिத࠹၆гᄲ۞ޝଐ˯˭ڶႚ
ֽĄČČ所以﹐這個和生產本身無關的要素﹐土地價格﹐在這裡﹐
可以提高到使生產根本不可能進行的程度。68

商人唯利是圖﹐買地不是為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
育”﹐圖的是“鬻時可以得善價”。69 中國北方歷來有“年頭歉一
歉﹐地主圈一圈”的說法。70“這種情況在淮北乃至全國都是極普
68

“因此﹐當農民把資本投在土地的購買上﹐相對地說僅只取得低微的利息時﹐卻在
相反的方面﹐要對自己的抵押債權人﹐支付高昂的高利貸的利息率。”（筆者黑體加
重﹔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949 頁）
69
“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於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
土亦收﹐而租倍於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張英﹕《恆產瑣
言》7 頁）“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吝。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錢至失色。
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買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
可少增錢﹐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朱彧：《萍洲可談》三卷 167 頁）
70
1950 年安徽〈臨泉縣農村調查〉﹐有錢人“利用災荒年月放高利貸﹐一斗糧當入
一畝地﹐二斗糧買進一畝地。”（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
查》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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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71 為此﹐乾隆爺曾生氣﹕“豫省連歲不登﹐凡有恆產之家
往往變賣糊口。近更有於青黃不接之時﹐將轉瞬成熟麥地賤價準
賣﹐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借此準折地畝。……及遇
豐年﹐展轉增價售賣﹐而中州之氣竟為隔省豪強兼併侵剝。”72 接
著﹐嘉慶爺又生氣﹕“直隸大名等府屬 30 餘州縣﹐前因連年荒欠﹐
民間地畝多用賤價出售﹐較豐年所值減至十倍。本處富戶及外來商
賈多利其價賤﹐廣為收買。本年雨水調勻而失業之民無可耕之地﹐
流離遷徙﹐情殊可憐。”73 滿清推翻了﹐民國更生氣。近代山西五
省 81 縣一次受災﹐地價較災前平均跌 37％﹐皖北諸縣跌至半價。74
美人司丹樸親眼目睹慘不忍睹﹕
д 1930 ѐ۞̂խਣ྆Ďϡˬ͇۞ᖏࢴֻගĎΞͽᔉ෴ 20 স
гĄώ࠷۞ಱྈล৺ĎӀϡ࣎፟ົĎ᎕ֽ۞̂ޝੑயĎ҃ҋ
ਆྺ۞ᇴϫ͟႙ഴ͌˞Ą許多的田地荒廢了Ď̂ొ̶ะ̚זг
ءСࣇ྆͘ĄপҾдϟඥ࠷Ď有廣大的可耕而沒耕的土地Ąд
1928~1930 ѐ۞ᛞᙼ̚Ď˿гజгࣇϡໂბ۞ຆᆊ෴Ν˞Ąֱ
гࣇĎଂ֤ॡĎ൴˞̂ੑĄ75

71

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35 頁。“災荒成為土地集中的槓桿……地主﹑富農﹑
商人及官吏等﹐在災荒期內賤價收買土地﹐成為災區普遍的現象。”（原文黑體小標
題﹔Buck：The 1931 folding China﹐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三輯 724 頁）
72
蔣良驥等﹕《清東華錄全編》乾隆 103 卷九冊 108 頁。
73
李鴻章等﹕《畿輔通誌》四卷 172 頁。
74
Buck：The 1931 folding China﹐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三輯 724 頁。
75
筆者黑體加重﹔A. Stamper﹕《西北各省及其發展之可能》﹐埃德加‧斯諾等﹕
《前西行漫記》173 頁。“饑饉﹐不可避免地可使土地集中。中國貧農既多﹐這種趨
勢更為顯然。例如綏遠薩拉齊的大塞林村﹐在 1929~1930 — 饑饉之年﹐多把土地售
與綏遠省政府官吏。在陝西中部﹐1928~1930 年的災荒﹐很悲慘的把土地集中起來﹐
往往以百畝之田﹐換取全家三日之糧。1931 年的長江流域幾省大水災﹐又使很多土地
集中在大地主及富農之手。”（《陳翰笙集》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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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發了大財﹖災荒之後﹐“今貴者廣佔荒田﹐貧者種植無
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76 年成一好﹐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的
農民﹐但凡攢下些許積蓄﹐祖祖輩輩能夠想像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小塊土地買回來﹐當然﹐不會是饑荒賣地時的價格了。宋朝以後﹐
政府再搞不動限田﹑均田﹐大規模行政干預市場調節土地了﹐疊床
架屋的地主~佃農﹐遂成穩定的社會形態。即便如此﹐農民只要有
點錢﹐首選還是買地。趙岡在《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細述基
層群眾﹐一代一代鍥而不捨﹐持續購買小塊田地。譬如﹐
1742~1763 年官方記載﹐在買進土地的總數中﹐佔地 50 畝以下的業
主達 70％。“可見在土地市場上最活躍的不是大業主﹐而是中小業
主。”77 廣大農民賤賣貴買﹐先富起來賤買貴賣。“在光景好的時
候農民買回來很多土地﹐而在困難時候又再度失去土地。”78 如此
博奕遊戲﹐經商富人和務農窮人﹐實力顯然不對稱﹐農民手裡的土
地肯定迅速減少﹐不存在收斂趨勢的運動均衡。 79 “耕者有其
田”﹐斷無可能當作理性小農亙古唸叨的夢囈。國際慣例“土地所
有權剛一確立﹐抵押制就被發明出來了。”
ᇹĎᐌ۞ٽᕖ̂Ďᐌఱ။ఱ။Ӏď˿гٙѣᝋ
ٯ٪۞טயϠĎੑಱి֝ܮг᎕ჸะ࣎̚˘זˠᇴ۞͌ޝล৺
͘̚ĎᄃѩТॡĎ̂ி͟ৈళӧ̼Ďళϔ۞ˠᇴ˵͟ৈᆧ。ܜາ۞
ੑಱෳĎߊଂ˘ฟؕಶ̏གྷТᖞ۞ొརෳ̙࠹ЪĎಶԯొ
76

《晉書‧後蜀‧李雄李班李期李壽李勢載記》121 卷﹐《廿五史》1600 頁。
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107~120 頁。
78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29 頁。
79
1927~1937 年﹐被當今許多學者譽為中國現代化的“黃金十年”。陳翰笙保定調
查﹐“貧農及雇農比中農喪失土地更為迅速。自 1927 年 6 月~1930 年 6 月﹐三年之
內﹐他們因出賣或抵押喪失土地﹐約當同期間所得土地之四倍。換言之﹐押進和買入
之土地﹐僅當賣出及押出土地之 24％。……前數年穀價較貴﹐猶且如此﹐若以最近情
勢推之﹐至多 40 年內﹐保定貧農及雇農﹐將喪失一切土地﹐變為赤貧了。”（《陳
翰笙集》58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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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ԆБଵੵࢬޢזΝ˞ĞдฮĎдᘲĎͽ̈́дᇇຍԠˠ̚
มğĄᐌੑಱԯҋϤˠ̶јЧ࣎ล৺۞ထ̶Ďζᔴ۞ˠ
ᇴপҾߏдԓᘷ̂̂ܮᆧΐֽĎζᔴ۞ૻّט౻જј˞ፋ࣎ۤົ
۞˯ᆸޙٙᏥͽޙϲ۞ૄᖂĄ80

愚昧祖宗未能及時與希臘羅馬接軌。園藝農業﹐舉手投足“參
天地之化育”﹐不敢交給缺乏積极性﹑責任心的奴隸。81 作為土地
私有的補充﹐祖國特設“地權分散機制”— 分家析產。82 西方分
封的社會單元﹐管理權力與農奴土地不可分割﹐父系長子世襲單
傳。83 中國農業家庭經營﹐“析財異居﹐這是殷人普遍施行的制
度﹐而且施行得非常徹底﹐”84“在庶民的宗法中﹐長房﹑二房﹑
三房﹑四房等等繼承財產的權利大致相同﹐地位亦大致相等。”85
商鞅變法﹐強令分居﹐劃小經濟核算單位。“秦統一後歷代都沿用
了商鞅的辦法﹐並且發展成了一套完整的分家制度體系。”86 財產
8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 163~164 頁。
詳見王小強﹕〈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二〉。
82
“據學者檢查河北獲鹿縣留下的清代戶籍﹐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70％左右的
民戶人口不超過五人﹐而父母加上未成年子女。分家析產發生在父母在世﹐或故去
後﹐兩者都有﹐原則上是一次析產﹐公開拈鬮﹐平均分配。也有依照地方性慣例﹐設
定特例﹐例如﹕長子得雙份﹐承祧孫得一份﹐負責贍養父母者多得一份等。”（趙
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127 頁）1822 年四川 152 縣官方統計﹐家庭規模中
間值為 4.2。1930 年 Buck 的數據﹐“包括長江中游的兩個農業區的中等家庭規模為
4.62~4.88﹐而包括中國西北部的兩個農業區的家庭規模為 5.42~5.60。”（施堅雅﹕
《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268﹑278 頁）
83
雖然也有幼子繼承權的少數風俗﹐但原則只准一人繼承﹐不能平分家產（弗雷澤﹕
《〈舊約〉中的民俗》七章“雅各繼承權或幼子繼承權”）。
84
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34 頁。
85
“在貴族的宗法中﹐嫡長子繼承的財產特別多﹐地位特別高﹔其他諸子繼承的財產
少﹐地位低﹐和嫡長子處於君臣的關係。”（《李亞農史論集》上冊 14 頁）
86
“在前後幾次的變法令中﹐商鞅都沒有規定專門的家產析分方式的條文﹐但是強令
分居即建立個體小家庭﹐其間已經包含了析產的內容和具體方式。因為其一﹐兒子與
父母分居﹑另立戶頭的時候必然帶走一份家產﹐有幾個兒子陸續帶走幾份家產﹐等於
把家產由一個父家庭所有變成若干子家庭所有﹐由整體傳用變成了析分繼承﹐這便客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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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無論嫡庶﹐兄弟平等﹐漢代已成原則﹐87 唐代立法﹐88 以後
各代承襲﹑發揚﹐“止依子數均分。”不均﹐性質等同盜竊。包括
“姦生之子”人人有份。89 刻意強求公平公正﹐“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自動抑制貧富分化和土地集中。假設某地主集中一千畝地﹐
假設代代兄弟倆分家﹐五代之後﹐戶均 31 畝﹔假設代代哥仨分家﹐
五代之後﹐戶均四畝﹔假設代代兄弟四人分家﹐五代之後﹐戶均不
到一畝……。中國文化熱情鼓勵先富起來納妾﹐繁茂子祠﹐均分家
產。加上富家子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喫喝嫖賭抽大煙﹐從富甲
一方的大地主﹐到流離失所的叫花子﹐不過幾代分家而已。90
觀地形成了諸子析產的方式。其二﹐每個兒子單立戶頭之後都要生產﹑生活﹑納稅﹑
服役﹐負擔相同﹐加之血緣關係相同﹐所以從父家庭中分出去的財產也應該大致相
同﹐這便在諸子析產中加進了‘平均’因素﹐形成了所謂的諸子平均析產方式。”
（邢鐵﹕《唐宋分家制度》12~13 頁）
87
譬如陸賈“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史記‧酈生陸賈傳》97 卷﹐《廿五史》301 頁）
88
“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份。……即同居應分﹐不
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唐律疏議》12 卷 263 頁）“《唐律》則是完
整地流傳給我們的第一部刑法集。”（謝和耐﹕《中國社會史》71 頁）
89
宋代重抄唐律﹐“諸應分田者及財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
俱亡﹐則諸子均分。……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宋
刑統˙戶婚律》12 卷 221 頁）明代進一步明確﹕“其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
止依子數均分。姦生之子﹐依子數量與半分。如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與姦生子均
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繼全分。”（《明會典‧戶部》19 卷 850 頁）清代再抄﹕
“其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止以子數均分。姦生之子﹐依子量與半分。如
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與姦生子均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繼全分。”（《大清
律例˙戶律》八卷 187 頁）
90
“地主雖主要是土地的購買者﹐但也是一個土地的出賣者﹐他們之中經常有人隨政
局的變化﹑偶然事故﹑揮霍浪費或其他原因﹐而失勢﹑沒落或破產﹐以致不得不將自
己的不動產﹐由其本人或其後人全部或一部賣掉﹐其中尤以敗家子的揮霍浪費﹐是從
地主階級內部生出的一股促成地產分散的強大力量﹐迅速地把大塊地產化整為零。完
全如唐張嘉貞所說﹕‘比見朝士廣佔良田﹐及身沒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
無謂也。’這樣﹐由父﹑祖輩多年置買的大地產﹐到了兒孫手裡﹐轉瞬之間便分散易
主﹐貨賣一空了。”（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卷 117~118 頁）譬如﹐清
代山東濟寧孫氏兼併三萬餘畝“土地絕大部分是從破產大地主手中買來的。”（景
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93 頁）
24

土地兼併致富﹐分家析產返貧。“為了對抗這種趨勢﹐地主階
級盡力維持聚族而居的原則﹐把‘五世同堂’﹑‘十世不分居’當
作一種美德﹑一種家族規範來大肆宣揚”。91 個別美德生生不息﹐
架不住民主法制攢掇著婆媳鬥法﹐姑嫂勃谿﹐兄弟鬩墻﹐“三個和
尚沒水喫”。南宋江南“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
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92“明代以後﹐地方菁英
‘富貴不過三代’﹐罕有長逾四﹑五代而家聲不墮的家族。”93 土
地買賣＋分家析產﹐匹配一對土地集中~分散的解耦機制﹐幫忙因
為要“耕者有其田”所以土地私有的“封建社會”長治久安。
圖~1﹕土地兼併與分家析產的解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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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兼併農人

分家析產

土地買賣

耕者有其田

賤賣貴買

д็̶छ۞ޘט!—!ኜ̄πӮژய͞ё˭ĎЧ࣎छल۞
ϣயӔனņ̶~᎕~̶Ň۞ฉഇّೈᒖপᕇĎČČ̂кᇴ
छलؕдҋਆྺΗҋਆྺ۞гҜĎČČࠎᇴ۞͌ޝछलଂ̙
ᕝᕖ̂ϣгҫѣณֽᄲĎҬͼߏдซҖ᎕Ďҭᐌ˭˘۞ܜ
91
92
93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85 頁。
梁沈約﹕《宋書‧周郎傳》82 卷 2097 頁。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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ј˫̙ΞᔖҺг̶౷᎕ֽ۞ϣயĄᓁ۞࠻ֽĎ።ฏมྺछ
ޝᙱѣ̂۞˳ܜఢሀ۞ϣய᎕Ďϔม߹็۞ņಱෳˬዅŇಶߏ
ᄲ۞࣎ຍޥĄ94

黃宗智調查華北平原﹐解耦機制行之有效﹐甚至幾乎富不過兩
代。經濟運行的自我調節﹐代代相傳的分家析產﹐對付絕大多數
“力田起家”的中小地主﹐綽綽有餘。95 至於一小撮商人﹑高利
貸﹑地主三位一體﹐從這個機制裡脫穎而出﹐土豪劣紳蠻不講理﹐
只好留給更加蠻不講理的專制政府﹐重農抑商了。
д઼̚።Ϋ˯Ďߊ̙ᔉ෴˿гď˵̙གྷᒉથຽ۞Ӏ۰Ď
Ⴗߏхд۞ĎҭࠎᇴѣࢨĄд˿гΞͽ෴۞݈೩˭Ď̂кᇴથˠ
Ӏ۰ౌॲፂņͽϐੑĎϡώч̝Ň۞ࣧĎ࠹தᖼ̼ࠎг
Ąಶԛј˞гďથˠďӀ۰ņˬҜ˘វŇ۞ඕЪĄ96
94

邢鐵﹕《唐宋分家制度》176~177 頁。
華北農村地百畝以上者稱“富戶”。“1890~1900 的 19 個富戶﹐只有三戶的後代
在 1930~1940 仍是富戶。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分家。這些家庭的財產﹐其實相當微
薄﹔他們的‘富’﹐只是相對於他們周圍的小農而言。一次分家析產﹐經營式農場主
便會降為富農或中農。單靠農場收入﹐很少有人能夠抵擋得住這種下降的壓力。”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78 頁）請注意﹐中小地主是地主階級的
絕大多數。譬如北宋兩浙路的溫州﹐“佔田四百畝以下的中小地主 — 其中主要
是佔田二百畝左右的地主﹐和佔田四百畝以上的大地主相比﹐以戶數而論﹐中小
地主約佔地主總戶數的 89.8％﹔再就所佔耕地面積而論﹐中小地主所佔耕地約佔
全部地主總田額的 68.5％。在這一時期﹐中小地主的重要地位可以想見。這類中
小地主﹐尤其是佔比重較大的小地主﹐是在農民所有制佔優勢地位的條件下逐漸
發展起來的﹐即從富裕自耕農中分化出來的。”（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
制經濟論》229 頁）
96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06 頁。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無處不有典
當業﹐當鋪完全是商業性質的重利盤剝機關。商業繁榮之區﹐當鋪的大部分資本多由
商人吸收而來﹔有封建殘餘的經濟勢力佔優勢的地方﹐其大部分資本則由地主吸收而
來。松江﹑無錫的商業﹐比如皋﹑常熟發達﹐但以現勢而論﹐大多數商業資本﹐仍是
由地租而來。所以中國的當鋪可以證明是高利貸﹑商業﹑地主事業﹐三位一體的組
織。”（《陳翰笙集》51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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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ďӀңͽĔ
Ӏྤώѣྤώ۞ࣤ݇ԛёĎҭ՟ѣι۞Ϡய͞ёĄČČ
ӀдϠயྤफ̶़۞г͞Ďԯఱ။ੑயะֽ̚Ąι̙ԼតϠய
͞ёĎ҃ߏ่่гϠдι˯ࢬĎֹιళĄιӜӛι۞ჼҕĎ
ᗼι۞ৠགྷĎૻֹГϠயд͟ৈೌၝ۞୧І˭ซҖĄಶߏࠎ˞
࣎ࣧ߇Ďٙͽ͔˞̂छ၆ٺӀ۞နೋĎနೋдΟ͵
ࠧĎ྿˞זᕇĄ
၆̈Ϡய۰ֽᄲĎϠய୧І۞ٕܲಉεĎ˫ߏפՙٺᇴઊ
۞ְ߇Ď֭ͷՏ˘ᇹ۞ְ߇ٕຫεĎౌຍקళͻĎјࠎ˘
࣎ឰӀϠᖪ២ˢ۞ˢ˾ᕇĄ၆̈ྺϔֽᄲĎ˘ᐝϓͱ۞Ѫ
˸Ďಶົֹ̙ਕᖞ͟۞ఢሀֽࢦາฟؕ۞ГϠயĄົЯѩ
ౝརזӀ۞შ̚ΝĎ֭ͷ˘ޘᇹౝརĎಶϖᅈ˵̙ਕᖙ֗Ą97

曾幾何時﹐全球一體化痛恨高利貸幾千年。基督教﹑伊斯蘭嚴
禁放貸生息﹐98 失去土地且這不許那不讓幹的猶太人﹐只好成了高
利貸的代名詞。可是﹐中國高利貸經常遠超猶太佬﹐秦暉教授憤憤
不平﹐臉色烏青。
дҋགྷᑻវ˭טĎ࣫ӈֹԊొгĞࢋд̂ݱξᄃ̍થຽ
۰̈́ళϔมğхдఱ။ࣄĎ˵̙ߏޙϲдܫϡξಞ۞ૄᖂ˯
۞ĄϤ̙ٺхдξಞ፟˭טπӮӀማத۞ࢨטĎ࣫ࣄӀத̝
Ďӈֹд઼̚Ο˵ᛳᐦˠӥჷĄٙᏜņ͡ᇈ҃ࢺि̏Ňď
ņ50 ̝ώĎ˛̶ϠӀĎ˘ѐٙᏮ 4200Ňᔘᛳૅ҃࠱̝۞ءӀதĎ
ҌٺռӀதՀႝᙝᅫĎޠڱఢ͡ؠӀ 50~60ƦĎ҃˿ๅݵѣ
97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701~702 頁。
“教會本來就禁止放債取息。法律和法庭對於借貸﹐很少給與保障”（馬克思﹕
《資本論》三卷 700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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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ࢺ۰ĄӀத̙ҭᅈᅈٺҘ͞Οॡ̈́̚͵ࡔޢഇᅙҖ
ຽශ܂ॡ۞ͪπĎ˵ٺԧ઼۞২႔ॡĄઙ৶ّ۞Ӏጨ
ᕑԆБܡᕝ˞ࣄྤώШགྷᒉྤώĞથຽďயຽྤώğ߹જ۞఼
ēιΪਕሹֱ֤ࣤ֕Ըྮ҃ጇͤഽ۞யˠĎٕ۰ֱֶ֤
পᝋॲώ̙ზགྷᑻኮ۞ෳϠᖪĎ҃ЇңņЋຽछŇ˵̙ົࣄ
ӀिதᅈٺүࠎགྷᒉྤώΞਕֽ۞Ӏማத۞ᐊͳๅֽซ
ҖԸྤĄ99

其實 117 年前﹐馬克思勸過秦暉﹕“拿這個利息的水準來和近
代利息率的水準相比較﹐是一件再不合理沒有的事情”。100 秦暉說
中國借貸不像西方“建立在信用市場的基礎上”﹐說中國“不存在
市場機制下平均利潤率的限制﹐”故得以為所欲為﹐或政府或權貴
或平民地主﹐把農民抓壯丁似的一個一個捕來﹐綁在柱子上嚴刑拷
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使美人計﹐然後將大把金銀帶回家﹖—
這般弱智問題﹐當然不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範圍。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政府規定再高（或美國現在再低）利
率﹐無人上門求借﹐有價無市。利率﹐無論高低﹐都是借錢還債實
踐的結果﹐反映資金市場的供求關係。唐朝政府“法律規定月利
50~60％﹐”是因為“出土債契有高達一倍者。”不分析供求雙方
具體情況﹐劈頭蓋臉《醜陋的中國人》高利貸超高﹐自己的鼻子立
99

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97 頁。
“因為那時候﹐除了歸國家所有的部分﹐這個利息會把一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但
在近代﹐利息﹐至少正常的利息﹐卻不過形成這個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所以﹐在這樣
比較的時候﹐人們已經把這一點忘記﹕工資僱傭勞動者是為僱用他的資本家生產利
潤﹑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餘價值﹐並且把這個交付給他。加雷就曾做過這種不合理
的比較﹐想要用這個比較來說明﹐資本的發展以及陪伴發生的利息率的下降﹐對勞動
者是多麼有利。……我們已經講過﹐在地租已定時﹐土地價格是由利息率規定。如果
利息率低﹐土地價格就高﹔如果相反﹐結果也就相反。……但在小塊土地所有制盛行
的地方﹐情形實際上不是這樣。”（原文黑體﹔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697~698﹑
948 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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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長長。
從資金借貸的需求方看﹐問題不難理解。市場經濟﹐家庭經
營。30 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趕上風調雨順﹐活得固然滋
潤。一旦耕牛馬失前蹄﹐牛郎頭疼腦熱﹐則可能一蹶不振﹐與歐洲
封建大莊園為經營單位相比﹐毫無迴旋餘地。一場災害﹐一次瘟
疫﹐傾家蕩產。為此﹐中國小農喜歡聚族而居﹐家族村落相互幫
襯﹐騰挪接濟﹐遠親不如近鄰。101
雞毛蒜皮多多關照﹐不濟經營大計。中國農業﹐四季分明。春
天需要資金購買種籽﹑農具﹑牲口和灌溉﹐夏秋收穫始有收入還
錢。“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期貨。青黃不接之際﹐借貸需
求毫無彈性。漢代伊始﹐政府幫忙窮困百姓“貸種食”﹑“振貸種
食”﹑“假與糧種”﹑“貸人種糧”的記載連篇累牘。102 近代“廣
東農戶借債的﹐十分之三是因為疾病﹑婚喪或其他臨時的費用﹔十
分之七完全是因為食糧不足。”103 御寒棉胎全送當鋪了。104 肚子
餓得眼冒金星﹐再高的利息也得借。並且﹐眾多分散小農﹐遵循同
一季節週期。要買的時候全要買﹐要賣的時候全要賣﹐要借錢的時
候全要借錢。資金需求和還款週期﹐隨農業生產季節同起同落﹐金
融成為小農經濟的軟肋。王安石變法新政“青苗錢”。政府春天貸
101

尤其水利設施和灌溉﹐不僅離不開政府協調﹐而且離不開鄉村自組織（杜贊奇﹕
《文化﹑權力與國家》）。
102
《前漢書》四卷〈文帝紀〉﹑六卷〈昭帝紀〉﹐《後漢書》六卷〈順沖質帝紀〉﹑
74 卷〈張禹傳〉﹐《廿五史》15﹑23﹑175﹑785﹑935 頁。
103
“因為要應付租﹑稅或利息的緣故﹐農產的價格愈是跌落﹐逼得農民愈是要多賣而
且快賣了他們的血汗的結晶。弄到他們不但要舉債才可以再開始耕作﹐並且非投奔高
利貸的門就不能暫時地過活。廣東農戶借債的﹐十分之三是因為疾病﹑婚喪或其他臨
時的費用﹔十分之七完全是因為食糧不足。所謂食糧普通也不過是番薯芋頭等雜糧罷
了。”（《陳翰笙集》103 頁）
104
廣東天熱時間長﹐“農民當押棉胎的最多﹐其次是當押農具。……往往十元價格
的物品只押二三元。”（《陳翰笙集》106 頁）
29

款﹐秋收還錢﹐半年利息 20％﹐扶貧濟困的特殊優惠。105 古代農
村高利貸之蠍毒﹐可想而知。
።ӀिதѣѣҲĎҭ˘ਠౌд 100ƦνΠĎ߇ଂ႔ฟؕШ
ֽჍ̝ࠎņࢺჍ̝िŇĄ࣫॓͗ࣄءώ 50 రͽ˭ď40 రͽ˯Ď
ņՏ͡ৼӀα˼Ď˘ѐ˲Ꮾ̣༱ŇĎ̂˵ߏώि࠹༊Ąԇ˘ਠ
ଐߏڶĎņռछᓝๅĎि૱Ҍ˘ࢺŇĎ༊ѐӀिத҃֏Ą̮
ྺϔࣄๅĎņҋߋҌࡌĎՏϮӀिࢦҌ˘ϮĎᅅҌ̣͜ŇĎ˘ѐ఼
ࢍĎ˵д˘ࢺνΠĄņჍ۰Ďिޮ˘໐҃̄тϓŇĄΞ
֍ 100Ʀ۞ѐӀिதߏ።۞఼૱ன෪Ďͧг১தࡶ̒ࢺĄ106
105

黃仁宇﹕《黃河青山》424 頁。發人深省的是﹐21 世紀﹐尤努斯的“窮人銀行”
風靡一時﹐榮獲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後“有印度媒體報道稱﹐小額貸款的主
要集中地安德拉邦一個月內有 30 多名‘窮人銀行’的借貸者因不堪債務壓垮而自
殺。”2010 年 7 月﹐孟加拉政府規定“小額貸款利率不得超過 27％﹔小額貸款機構
允許收取的最高費用受到限制﹔小額貸款機構要給予借款人 15 天的償還寬限期。此
前﹐孟加拉小額貸款利率多在 20~40％之間﹐部分利率可超過 50％。”（陳沁﹕
〈“窮人銀行家”下課〉﹐《新世紀週刊》2011 年 3 月 7 日 70~71 頁）與農產品蛛網
效應的理論意義一樣﹐農村金融不宜放任市場調節。
106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09 頁。“根據 1934 年中國實業部的調查﹐
農民借款一般的利率在 20~40％之間﹐佔全部債務的 66.5％。”（陳志讓﹕《軍紳政
權》129 頁）“由於農田的狹小﹐貧農皆不能直接得到銀行的信用。所以地主在農村
之間除了握有政治勢力以外﹐還操縱地方的商業及放債資本。1927 年曲直生氏曾調查
湖北的棉花交易情形﹐他發現‘大半的棉花栽種者﹐都是小獨立農民﹐他們毫無資
本﹐全恃舉債﹐以維持耕作﹐……農民借貸之利率通常為年利 36％。當銀根喫緊的時
候﹐利率高至年利 60％。以六個月為期的貸款﹐須以不動產為擔保品’。在雲南貴州
兩省﹐貧農以現金償付貸款﹐其利率為 30％﹐若以穀物償還﹐其利率為 40％。貴陽
有時利率為年利 72％﹐昆明大地主之放貸﹐其利率有高至年利 84％者。”（《陳翰
笙集》50﹑105 頁）廣東“許多農民借貸穀物度荒﹔有些農民只能典當他們的衣服﹑
家具﹐甚至鋤頭﹑草耙﹑耙子﹑犁﹐等等。穀物貸款的利息通常半年為 30％﹔當鋪月
息是 2~3％﹐有時高達 6％。沒有人能夠想像資本主義的利率會高到這種程度﹐或者
有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這麼高的利率。”（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
3 頁）“從前在西北的高利貸利率﹐高到 60％﹐在緊困的時候或者比這更高。”農民
經常歸還了借款的兩三倍﹐“仍舊欠著比他們所借來的數目更多。”（A. Stamper﹕
《西北各省及其發展之可能》﹐埃德加‧斯諾等﹕《前西行漫記》175 頁）
30

相對而言﹐工商業經營﹐資金周轉少受農業季節限制。富裕的
資金頭寸﹐很容易趁青黃不接﹐轉入高利貸經營。耕地作為借貸的
抵押﹐自然而然﹐演化成土地兼併。“利息是迫使自耕農走向破產
的加速器。”107
ྺ͗˘ਠౌ̙ᙸ˿гĎ҃ߏд࿃זϠҁঽѪďࡓϨಈְٕ
ᗼѐј҃ॡĎ˿гٕ߿Ďྤͽࣄొ̶гᆊ۞ఱ။Ą
ҭߏٺӧဩ۞̈ྺــдזࡗݵഇॡ˧а˿гĄॲ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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ˢĄᇹ˘࣎дϠхቢ˯ଲ͙۞̈ྺ૱ົ̙࢝̏ԯ˿гĄд
ଐ˭ڶĎΞͽ;ࣧᆊᄃ˿г၁ᅫᆊࣃ۞मᗝĎ҃ᒔ
БొயᝋĎΨņԱ෭ŇĄ108
г̈́ಱྺĎӀϡ̈ྺ̝ళӧĞϤ˿ͻٺгğĎ҃ᗕგᆅ˭
۞ٸӀᄃགྷᒉથຽĄࣇ͏ะۏĎࠎا؈ఱĎ೩ӀĎႢ
҇ళϔĎ᎕႙҃˟ࢺďˬࢺďᇴࢺ۞ĎᆧཉгயĄ109

從資金借貸的供應方看﹐問題來了。資金流動市場調節﹐只要
有借貸需求﹐再說季節性高峰﹐市場機制亦能調節。“依市門”的
107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07 頁。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09 頁。尤其“每次大災荒之後﹐必
有無數災農依靠借貸﹑典當為生。災荒期中﹐售盡農具﹐而又賣妻鬻子的貧困農民﹐
災後要想恢復生產﹐固非借貸不可﹐……但借貸也須有抵押品﹐而最普遍的抵押品﹐
就是土地﹐若借期已滿﹐而款未清還﹐抵押地便成為典地﹐以所得典價償付債款本
利﹐典地若再到期不贖﹐債主便可收為己有﹐或由債主代賣﹐用所得賣價來償還典
價。這種以土地為典押的借貸形式﹐在災區最為流行﹐……綏德縣農民押出的土地﹐
較鳳翔﹑渭南兩縣還要多﹐計民國 17 年押出的土地﹐佔所有土地 17％強﹐民國 22 年
便增加到將近 29％﹐其中以貧農押出的土地為最多。民國 17 年貧農所有土地有 30％
全數押出﹐民國 22 年更有 58％的土地全數押出。”（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140~141 頁）
109
“江西北部的玉山﹐有某地主﹐以放高利貸起家﹐30 年間﹐增益其地產由 30 畝至
一千畝﹐其次浙江中部義烏某地主﹐屯集穀物﹐高利盤剝﹐於十年之間﹐增益其地
產﹐由 750 畝至兩千畝以上。”Ğ《陳翰笙集》50~51 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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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率再高﹐高不過 60％﹑70％甚至 100％的高利貸。有得是頭
寸﹐何不水銀瀉地﹐流過來借貸賺錢呢﹖
中國市場經濟超級早熟﹐發達的基礎是理性小農。秦暉教授千
真萬確﹐“任何企業家也不會借這種利息率遠高於其作為經營資本
可能帶來的利潤率的閻王債來進行投資。”小農用耕地﹑用喜兒﹑
用心頭肉﹑命根子抵押貸款﹐碰上來年歉收﹐還不上的不是錢﹐是
命。不能自覺履行合同的一多﹐分散個案均非大錢﹐一單一單起訴
打官司﹐耗時費力﹐上下打點﹐政府的大案要案還辦不過來呢。於
是乎哉﹐中國法制不健全了。《威尼斯商人》胸脯割肉都不賴賬。
《醜陋的中國人》看《白毛女》都知道﹐借錢不還﹐能拖就拖﹐不
能拖就躲﹐躲債躲到除夕﹐半夜三更才回來﹐害得穆仁智等大過年
的﹐冰天雪地﹐晝伏夜行﹐一趟一趟來家不見人﹐要你﹐能不撮
火﹖黃世仁普世仁義﹐有錢先緊著楊白勞急用﹐殺人償命﹐欠債還
錢﹐利息再高再低﹐兩廂情願說好了的﹐到期﹑過期﹐連本帶利﹐
一個子兒沒有﹐還得購皮襖﹑溫酒肉﹐給敬業員工擋風祛寒。幸虧
尚有個喜兒頂賬﹐家庭拖累少的年輕力壯﹐稍不留神﹐撩蹶子遠走
高飛﹐拍屁股雲遊四方﹐豈不血本無歸﹖討債成本極高﹐壞賬風險
極大﹐所以利率超高﹐而且必須充分保障手段。要麼﹐仁義道德
“聖人之府”﹐土地一望無際﹐按村集體承包﹐再有欠租逃債的﹐
“二地主”一分錢不允少繳。要麼﹐清鄉司令“劉善人”﹐痞子革
命全能鎮壓。也就是說﹐“閻王債”屬於活閻王的專利。一般“依
市門”的本份民營經濟﹐生意做得再紅火﹐手裡頭寸再充裕﹐不敢
私設公堂﹑強搶民女﹐不能像“孔府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發票拘
捕債務人﹐以催逼債務”﹐110 只能一旁眼熱心癢﹐坐視活閻王們驢
110

所以孔府高利貸收入幾乎＝地租﹐利率多為 100％（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
的典型》364~369 頁）。請注意﹐極權專制愛民如子。“凡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妻
女﹐姦佔為妻妾者﹐絞”（《大清律例˙戶律˙婚姻》十卷 211 頁）。“如將佃戶婦
32

打滾利滾利滾滾財源﹗
活閻王固然不多﹐老虎一樣分佈廣泛﹐高利貸天羅地網。1930
年代﹐陳志讓說“全國農戶一半以上都欠債。”111 奧斯特哈梅爾說
“全國約 44％的農戶欠債。”112 陳翰笙說廣東“任何一個地區﹐
在全部農戶中有 60~90％是負債的。”113“據中國銀行和四川銀行
的調查﹐耕 30 畝田以下的四川農戶 62％欠債﹐30 畝以上 25％欠
債。在川東涪陵竟有 83％的農戶欠債。由欠債到抵押衣物﹑家具﹑
耕牛﹑田地﹐到出賣土地﹐從小地主或自耕農變為佃戶。”114
˘࣎̏གྷдϠхᙝቡଲ͙۞ళྺĎޝटٽЯͪխٕԿխౄ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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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ᅅگĎ˵ΞਕԯஂѪĄ115
女姦佔為婢妾者﹐絞監候。如無犯姦情事﹐照略賣良人為妻妾律﹐杖一百﹑徙三年﹔
婦女給親完聚。該地方官不預行嚴禁﹐及被害之人告理而不即為查究者﹐照徇庇例議
處。”（《大清律例˙刑律˙鬥毆上》27 卷 454 頁）
111
“農民借錢為了交租﹐交稅﹐為了維持家人在‘青黃不接’時期的生活費用﹐為了
支付婚喪費用。”（陳志讓﹕《軍紳政權》130 頁）
112
“平均年利率在 30％﹔在經濟落後的地區甚至更高。……無力償還的債務﹐是賣
地產和隨後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普遍原因。而在 30 年代的華北﹐到期失效的地產抵
押﹐成為城市生意人致富的主要財源﹔他們因此累積龐大的地產。負債和高利貸﹐是
中國農村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167~168 頁）
113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3 頁。“據各方面的觀察﹐廣東農戶中至少有
65％是屈服於高利貸的。”（《陳翰笙集》103 頁）
114
“這是一般土地集中大地主之手的趨勢”（陳志讓﹕《軍紳政權》130 頁）。
115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307 頁。“英國經濟史學家查‧陶奈在研
究中國農業後﹐得到這樣的結論﹕許多地方的中國農民﹐就像被水淹到脖子的人﹐只
要再加一滴水﹐就足以淹死他。”（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158 頁）
33

眼看淹死之前﹐沒其他手藝﹐借錢還不上﹐只有《白毛女》逃
亡一條路了。補充提示﹕楊喜兒性烈如火﹐寧當仙姑﹐不失貞節﹐
飽餐神仙才有得喫的各式糕點﹐純粹編劇杜撰。116 即便真有鄭玉嬌
手刃父母官﹐獨生子女“90 後”嬌生慣養﹐在數以千萬計的繁榮娼
盛當中﹐純屬毫無代表性的極端個例。古往今來﹐聽說先富起來妻
妾成群﹐貧下中農寡廉鮮恥臭不要臉﹐蜂擁進城傷風敗俗。117 農村
內需不足養活妓院﹐隨便典當妻女﹐蔚然成風。118
ͽӿຽࠎּĎΔִņӿࢲ̂፲ĎਏďϮᐝඈࡧТĎछᚙ৲
፶Ďܝ೬ࡓزĎՏ࿅̾Ďࢶ֘ඛᘯĎྼމтำĎײ੧ਖ਼̝މᓏĎၔ
؆ዩ҅ŇĒэņࠎ㖉ચٙдгĎҌТܐڼĎᔵಱથྥ࢛ளଂ
116

“白毛女”是根據民間“白毛仙姑”的傳說﹐一夜之間編劇出來的虛構角色（〈白
毛女真相 — 劉少奇下令槍斃黃世仁〉﹐《中華讀書報》2006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spacehall.com/forum/lishi/2350.shtml）。
117
城裡“士紳居住地區的特點是多為豪宅大院﹐多元家庭和完整婚姻體也比較多。
再者由於士紳家中使用女僕並討小老婆﹐使這裡女性人口暴漲。士紳中心地區的人口
比例問題﹐雖然遠不及商業中心那樣突出﹐但由於許多衙門官員本身是外籍人﹐又由
於這一地區是外地男學生和求取高官者集中的地方﹐其性別比例也是不平衡的。”
（施堅亞﹕《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105~106 頁）“例如民國 17~19 年的西北大
災荒﹐據陝西賑務委員會事後調查所得﹐37 縣婦女在災荒期中離村的共達一百餘萬﹐
其中被販賣的達 30 餘萬﹐遷逃的有 70 餘萬。”（鄧雲特：《中國救荒史》94 頁）
118
“凡民間偶因歉歲﹐將女兒﹑孩子﹑養媳當入富戶﹐以救目前饑餒。寫定年限﹐大
約身價輕則年限少﹐身價重則年限多也。但適遇豐年可以措贖之時﹐因格於年限不敢
向贖﹔即或央中代懇﹐主人又掯不放贖﹐以致遷延日久。兒女長成﹐怨女曠夫﹑終身
禁錮。……更有一等惡薄之家﹐窺女色艾﹐肆行無忌﹐始終掯贖者。又有一種租賃盤
折﹐勒寫伊兒女身紙者。並有兒女長大收贖時﹐既清身價﹐又要勒算積年飯食銀兩
者。種種掯贖之風﹐豫省最為積習。”（佚名﹕《心政錄》五卷 34 頁﹐李文治：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97 頁）對外開放以後﹐“在壯丁被出賣為豬仔的場
合﹐幼女也就有被出賣為豬花的。農村中五六歲女童的代價在廣州附近只百數十元。
收買者教養她們到十五六歲﹐再轉賣給富家當侍妾﹐因此而獲千金的利益﹔俗稱為
‘槽豬花’。”（《陳翰笙集》119 頁）
34

݈Ď҃ᇈႇᏴҒĎ௫ͽ߇૱ĎᕷৰႢĎ၃јࢲঈŇĒΟָᚊ̝г
২ஏګষĎޢͽܕņϨਞࡓᘧ͟ৈᓄĎಲ̳˿ჷࢲֽᕩĎ྾
̂ѣᖳپঈ෪ջŇĄ҃˯ঔӿຽ̝Ďϥ઼఼ٺĄॲፂ 1915 ѐ˯ঔ
Į̚රາಡį۞አߤඕڍĎ༊ॡ̳В১ࠧ۞ځຳӿӈ྿ 9791 ˠĎ
҃̂ొ̶۞ຳඈإڱࢍĄ༊ॡ̳В১ࠧ۞ˠ˾Ϊѣ 68 ༱
ዶĎܦ̚Ӵѐ̃ˠᇴࡗȈ༱кĄ่่˯̙ԆБࢍĎಶ
ΞҤࢍ༊ॡπӮдȈೀ࣎ܦӴѐ̃̚Ďӈѣ˘࣎ӿĄ˫ፂ 1920
ѐ̍ొԊአߤĎČČڱ১ࠧјѐّ̃ 39210 ˠĎᗗౣѣ 12315
119

ˠĎπӮˬ࣎јѐّ̃̚ಶѣ˘࣎ӿ̃Ą

̣ďԸ፟ኯ౾ᖞགྷᑻ
許倬雲說中國古代“土地成為被追逐的財富”。望文生義﹐
“追逐”得抓緊﹐快馬加鞭﹐過了這村沒這店了。你追我趕熱鬧起
來﹐地價脫離地租（基本面）扶搖直上。透過殘缺零碎的資料和描
述﹐四處得以辨認佃農越來越多﹐地租越來越高﹐土地買賣越頻繁
地價越漲的投機泡沫。譬如康熙 20 年﹐長江三角洲的地租佔當年收
穫的 60~80％﹐高無可高了 — 再高誰種﹖地價自已玩空翻。“據
李文治對方誌﹑契約及清代刑檔資料的研究﹐從清初到鴉片戰爭前
的 150 年間﹐地租變動很小﹐而地價上漲幾倍到十幾倍﹐土地購買

119

“據 1947 年城市人口職業構成調查﹐……人事服務人口高達 10.7％﹐……在畸形
的職業結構中﹐所謂‘下等職業’最令人注目發展。在各大中城市中﹐這種職業至為
發達﹐舉例來說﹐有娼妓業﹑跳舞業﹑按摩業﹑理髮業﹑擦背業﹑扦腳業﹑茶樓酒肆
的招待業﹑遊戲場中的歌唱業﹑看相業﹑算命業﹑測字業等等﹐正如周谷城先生云﹐
‘茍有熟悉都市生活者﹐當可舉出幾百種來’。……上海操賣笑業者有﹕長三 1200
人﹐么二 490 人﹐野雞 37141 人（含公共租界 24825 人﹐法租界 12315 人）﹐花煙
間﹑釘棚 21315 人﹐共計 60141 人。這個統計還不包括華界及虹口的粵妓在內。”
（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148~150 頁）
35

年（地價/年地租）由清初的 8~9 年變化到道光時的十餘年到 20 餘
年。”120 “地租購買年”狂飆﹐股票市盈率（股價/年盈利分紅）
狂飆﹐同屬《非理性繁榮》。121
頂級教授當然又不同意。“據筆者統計﹐兩宋的平均地價僅相
當於地租的 157％﹐即一年半的地租便可買下這塊地﹗這在真正土
地商品化的條件下是決不可能想像的。”122 秦暉教授千真萬確。南
北兩宋合計 319 年壽命﹐舒展開來高瞻遠矚﹐平均去掉高低起伏﹐
從來沒有過股災﹐更談不上金融危機。“這在真正土地商品化的條
件下是決不可能想像的。”
地價漲落的幅度比地租增減的幅度大得多。႔ѣņ㔼ᗊ̝
มĎཱིࠎ˿ჼĎྥস˘ܛŇ۞ᆊ˿гĎᙝгડ˵ѣņϣ̣
̣༱Ďϣ 50 স̣˼ŇĎՏসΪࣃ˘Ѻ۞Ҳᆊ˿гĄՂች൸פг
ˬĎņ 40 ዶ༱ŇĎՏসЪᆊ 1300 кĄΞ֍႔Տসг
ᆊϤ˘Ѻ҃˘˼кĎ҃Ҍ˘༱Ď˯˭ᚙঅѺࢺĄসயณг
১ณ۞ᚙঅ၆̙ົтѩ̝̂Ą˵ځѣņ˯ϣ˘স̝ᆊѣҌ˟ď
ˬ۰Ď˭ϣ˘স̙ਕᇴᅜŇ۞ྶĄเ୨߷അᄲēņ̫ϔมϣ˿
̝ᆊĎᚙঅ̙ಀ 20 ࢺŇĄ地價懸殊在歷代都是一個普遍現象。ព
ĎԆБϡ˿гᖳޘኬԝࣤ݇۞་ᅅ་ࢦྋᛖ˘ன෪ߏ̙ਕ΄
ˠ۞ڇܫĄ၁ᅫ˯Ďгᆊ۞ᚙঅᄃ˿гֻՐ۞ξಞఢޠѣᙯĄՙؠ
гᆊ۞̰ొ୧Іߏ˿гᖳޘďࣤ݇தኬඁĎγొ୧ІֻߏՐ
120

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115﹑93~94 頁。“所謂‘購買年’指一畝土
地地價相當於多少年的地租額﹐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 P/E（price-earning）比﹐也就
是土地投資報償率的倒數。”（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136 頁）
121
羅伯特‧希勒﹕《非理性繁榮》。“地租購買年”剔除通貨膨脹﹐給出地價通過
地租的投資回收週期。假定地租高到極限以前﹐地租購買年﹑利率和商業利潤率遵循
平均利潤率規律﹔地租高到極限以後的地價上漲﹐經濟學邏輯上﹐可定義為“非理
性”投機泡沫。
122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69~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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ᙯܼĄ˫Яࠎ˿г˘ਠથ̙ݡТĎ̙ਕЇຍᆧΐᇴณĎٙͽ෴
˿г۞ᚮۋᔘυົ࿅˘ਠથݡ෴˯۞ᚮۋĄጐგгд͚
;гᆊॡ˵ޝӊĎҭүࠎ˘࣎གྷᑻࣧĎࣇ̙ݒଓᆊᔉ෴˿
гĎЯࠎֽ˿гॡĎᔘົԯ࣎෴г۞ᆊќаֽĄČČ
၁Ď༊гᆊ̙ᕝ˯ႚॡĎггͤќаࣧᆊĎࠤҌᔘਕ˘ז
࣎ࣧᆊ̝˯۞ዶᗝĄ123

當然﹐古代土地兼併﹐和今日房地產泡沫的狂熱程度不宜相提
並論。古代交通﹑信用﹑人口流動水平落後﹐沒有高科技互聯網﹐
交易速度和交易成本均高。雖然全體農民廣泛參與﹐土地買賣決非
日常小生意﹐隨便一塊地﹐幾兩﹑十幾﹑幾十兩銀子平常事﹐資金
門檻極高。很多時候﹐土地價格起伏平緩﹐“無賤價之田﹐亦無盈
萬之產也。”124 土地買賣﹐投機理財﹐循序漸進﹐心平氣和。“豪
門貴族一方面兼併土地﹐另一方面又把所侵佔的大量土地轉手出
賣﹐”125 分散開來零敲碎打﹐不急不躁﹐不怕三天兩頭金融危機﹐
得以不溫不火﹑時溫時火地玩上比現在長得多的時間。

123

“關於明代地價﹐邱浚曾說﹕‘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
初﹐加數十倍。”關於明末至清前期的地價﹐錢泳曾說﹕‘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
畝值 50~100 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為
幸﹐每畝只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
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
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 50 年﹐竟亦長至
50 餘兩矣’。拋開小幅度的暫時漲落及導致小幅度漲落的暫時原因不談﹐上述兩段記
載大致可以說明﹐地價的漲落有這樣一個總的規律﹕當農民起義之後﹐生產逐漸恢復
時﹐地價逐漸緩慢上昇﹔當社會經濟取得較大發展時﹐地價漲到了最高峰﹔當土地高
度集中﹐農民大批破產﹐農民戰爭爆發的時候﹐地價就猛烈下跌。”（筆者黑體加
重﹔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92~93﹑95 頁）。“南宋地價猛漲﹐比北宋
增了兩三倍﹑五倍乃至十餘倍。”（漆俠﹕《求實集》244 頁）
124
葉夢珠﹕《閱世編˙田產一》一卷 25 頁。
125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上冊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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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к۞ཉயᘨ̚ĎԧࣇԱ̙̝׀ࣘ࣎˘זछĎ˘Ѩ̂ͯӌ׀
˞ˠ۞ϣயĎ҃ౌߏ͟᎕͡˘ͯͯ˘߱߱ߐ෴ซ۞˿
гĄČČԧࣇࠤҌΞͽ࠻ྺ͗᎕ϣய۞࿅ߏтңᓞ֙ӧᙱĎ
͌ޝѣˠߏ˘юࢲึĎధкྺ͗ౌߏೀགྷگԶĄߙ̣ѐ۞በᆶഇ
̰Ď̂ณ٦ϣயĎೀౝ֔ٺళĎГд˭˘࣎በᆶഇ̰ĎӅ˧෴
аεΝ۞ϣயĄ126

無論趙岡多麼同情當地主多麼不容易﹐秦暉還是不答應。
ॲፂᙯ̚ഈ֠ᎩĮ˭ጆՅ౦សϒΊįٙྶĎдྍΊαѺВ
283.94 স˿г̚Ďҋ 1890~1932 ѐߙޢѐҌ͌ 42 ѐมĎ෴ٽ۞
˿гࢍкΪѣ 32.74 সѨĎѩᐛதБొ˿гπӮᖼ˘Ѩ۞ฉ
ഇҌ͌ࠎαѺѐνΠĎтгࢍՀ྿˼ѐͽ˯ĄЯѩ˿г෴ᅈ
̙ညԧࣇͽ݈ٙᓾ۞֤ᇹᐛᓄĄČČņ˼ѐϣೱˣѺŇ۞Ϲٽᐛ
127

தӈֹд൴྿ξಞགྷᑻ୧І˭˵ߏቊ̝ኘĎң็ڶ઼̚ĕ

又來一個 5％大於 95％。頂級教授對比“發達市場經濟條件
下”﹐該不是秦暉獨創“土地買賣及地權流動十分頻繁”之“歐洲
中世紀史學的時髦”﹖其實中西對比﹐何必跑那麼老遠。從關中再
往西一點兒﹐到羅布泊﹐別說“交易頻率”了﹐古樓蘭過去一千多
年﹐從未聽說有誰（找誰﹖）買過一塊地。
辛棄疾名言“千年田換八百主”﹐≠“關中模式”。朱熹名言
“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128≠“關中模式”。袁采名
言“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129 ≠“關

126

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第 110 頁。
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
68 頁。
128
《朱子語類‧朱子六‧論取士》109 卷 2696 頁。
129
“諺云‘富兒更替做’。”（袁采﹕《袁氏世範‧治家》三卷 162﹑165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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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式”。羅椅名言“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換家。”130≠
“關中模式”。顧炎武名言“細民興替不時﹐田產轉賣甚亟。諺
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131≠“關中模式”。洪懋德名言
“今之湘非昔之湘矣﹐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 132 ≠“關中模
式”。趙岡舉實例“蘇州博物館藏吳江縣周莊鎮沈氏地主的〈世楷
置產簿〉﹐記載從順治 16 年（1659）到道光三年（1823）﹐共 164
年﹐買田 596 筆﹐購入 4672 畝”﹐133 還不是關中故事……。少見
始能多怪。秦暉花腔“田園詩”地權平均﹐喋喋不休關中地區既無
地主亦無租佃﹐令人不禁聯想“蜀犬吠日”的成語。134
னддੴҘ۞̚ొࡗࢍ 40~50 ۞ྺϔրᅧďءဈďથˠ
ᅳࣇ۞Ҫ͗Ąࡻ઼۞ێर͐ఈो 1880 ѐдੴҘઊႬ࿃זೀ࣎Ҫ͗Ď
҃னдĞ1927 ѐğፋ࣎ྺϔགྷᑻ۞ 80Ʀౌј˞၆ٺӀ۰۞ๅચ
۰Ďࡗࢍፋ࣎ྺϔ۞ 20Ʀౌј˞Ҫ͗Ą135
ܕѐֽĎᙯ̈̚ྺ̂ԲгϣгĄಏᄲݚวďวďˬࣧď

130

羅椅﹕《澗谷遺集‧田蛙歌》二卷 2 頁。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七冊 40 頁。
132
洪懋德﹕〈丁糧或問〉﹐陳蒙雷﹕《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688 冊
152 卷 44 頁。
133
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113 頁。
134
秦暉拿辛棄疾“千年田換八百主”一句大作文章﹐先表揚詞人造句浪漫情懷﹐後
強調作官置業﹐恰恰證明中國土地“按權分配”。豈不知比辛去疾早兩百年﹐北宋道
原撰《景德傳燈錄》說﹐五代時有僧人問韶州靈樹院如敏禪師（閩人）“如何是和尚
家風﹖”答﹕“千年田﹐八百主。”（11 卷﹐顧宏義﹕《景德傳燈錄譯註》762~763
頁）用最淺顯的俗語闡述禪機。比辛棄疾晚四百年﹐顧炎武考察蘇州“諺云﹕千年田
八百主”﹐引自武進縣誌。從景德年間（1004~1007 年）到顧炎武（1613~1682
年）﹐上下數百年﹐縱橫幾千里。隨便 Google 一下可見 224 萬條﹐99.99％把“千年
田八百主”當成世人皆知的民間俗語。
135
“15~20 年以前﹐在陝西曾是自足的農民經濟所統治﹐而租佃曾是極少的現
象。”（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261 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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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ᓜሎ̣ᎩĎࣇ۞ਆг̏ЧҫώᎩਆгᓁࢬ᎕۞ 20ƦĄ
ፂੴˠՂૣᇇď։ᅃďΫҹုˬӖغҤࢍĎݚวྺ͗ 50 সͽ˭۞
խޢഴ͌ 15ƦĄ༊кᇴ۞̈ྺѝ̏г̼˞ĄČČ༊ధкεຽ
۞ྺϔѝ̏˸ဩγΝ˞Ą136

順便提到﹐秦暉深惡痛絕專制政府侵犯私有產權﹐n+1 次憤怒
聲討北宋“西城刮田”﹐恰恰必須民間土地買賣頻繁為前提。怎麼
回事﹖徽宗和蔡京饞錢﹐創辦“西城所”﹐逐一複核府畿沃土的所
有權憑證。“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輾轉究尋﹐至無
可證”﹐然後以產權不清為由﹐收歸國有﹐“度地所出﹐增立租
賦”。137 如果這些土地從未多次倒手﹐“關中模式”上千年周轉一
次﹐秦暉從哪裡尋來專制“刮田”這麼可惡的案例呢﹖
1996 年﹐上海﹑深圳的股票周轉率為 591％和 902％。138 企業
產權一年周轉 6~9 次。不動產扛不動﹐揹不走﹐買地置業總得眼見
為實﹐看看是否真有田宅。截止 2010 年 3 月底﹐香港住宅 253.7 萬
套。2009 年﹐私人住宅二手買賣 9.89 萬宗。139 全部住宅產權周轉
一次需 26 年。趙岡等搜集眾多地主的置業賬簿﹐只記買入﹐不記賣
出﹐多的一年購地十筆。140 不管地塊多小﹐路途多遠﹐找地看地﹑
136

陳翰笙﹕〈崩潰中的關中的小農經濟〉﹐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三
輯 726~727 頁。“如陝西鳳翔縣民國 17 年農民押出的土地﹐佔所有土地 1％強。至
民國 22 年押出的土地﹐便增加到 5％強。押出土地的農民﹐全是貧農和中農。渭南縣
農民押出的土地更多﹐民國 17 年押出土地﹐佔所有土地 5％強。民國 22 年即增加到
15％強﹐其中以貧農的土地為最多﹐中農的土地次之。”（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140~141 頁）
137
漆俠﹕《宋代經濟史》上冊 297~298 頁。
138
林毅夫：〈國有股減持的隱含前提〉﹐《財經》2002 年 1 月 22 日 23 頁。
139
香港房屋署：《房屋統計數字 2010》﹐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
aboutus/resources/figure/0,1-0-0-0,00.html﹔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
2010》﹐http://www.rvd.gov.hk/tc/publications/hkpr10.htm。
140
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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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評估﹑討價還價﹑簽約畫押﹑付款交割﹐扣除週末和法定節假
日（香港 2003 年 246 個工作日）﹐平均 25 天買成一塊地（未計賣
出）。2003 年香港房地產不景氣﹐持牌經紀人平均三個多月才做得
成一單生意。141 古今比較農村土地買賣和國際大都市房產交易﹐繁
忙和效率﹐前者高手為後者平均水平的三倍。
圖~2﹕遼寧梨樹縣裴家油房屯的地價（上等地）﹐1855~1927 年

（畝∕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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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表備考﹕銀元流通始於 1909 年﹐銀一元相當於錢 6.6 吊。
資料來源﹕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二輯 58 頁。

仰望這條“曲線”直上星空 —“上昇到什麼程度才算到盡頭﹖
連巫師也不能肯定回答。”142 與此同時﹐圖~2 給出中國古代高利
貸超高的第二個原因。《經濟學》教科書教導﹕“當奧明汽車公司

141

2003 年 8 月﹐香港房地產零售持牌經紀人 1.5 萬﹐包括新樓和二手買賣﹐平均每
月住宅成交 5~6 千宗（〈地產代理要求加快撤 70％樓按〉﹐《信報》2003 年 8 月 9
日 5 頁）。
142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105 頁。
41

或伯利恆鋼鐵公司的股票一天可能漲價 10％的時候﹐向經紀人借款
所支付的 6％﹑10％或 15％的年利息算不了什麼﹗”143 馬克思有
話﹕“這種吸取貧困小生產者膏血的高利貸﹐和那種榨取富豪地主
的高利貸﹐其實也是攜手並進的。”144 富豪貸款置業﹐貧下中農攢
錢﹑湊錢﹑借錢買地或贖回抵押到期的耕地。145 是的﹐古代交通不
便﹑信息不暢﹐地價狂飆時常局限局部。1990 年代初﹐海南﹑北海
的房地產泡沫開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還一潭死水哩。同理﹐秦
暉到關中找到幾份地契的同時﹐大江南北﹐投機熱火朝天﹐泡沫滾
滾翻騰。
д႕߷˿г۞ᆊॾд 30 ѐ۞࿅̚ᆧΐ˞ 60ƦĎۡᔴధкг͞
ᆧΐ˞ 100ƦĄдБ઼̚࠻ֽĎଂ 1864~1914 ѐ˿г۞ᆊॾम̙кᆧ
ΐࢺזĎଂ 1914~1923 ѐᆧΐࢺ˘זΗҌࢺĄᇃڌଂ 1916~1926
ѐ˿г۞ᆊॾႚ˞ 60~300ƦĄ146

黑龍江流域“北大荒”苦寒之地﹐比起江南的繁榮娼盛﹐至今
仍屬地廣人稀﹕
ּт͞ϒ۞˯ϣᆊॾѐ̰Ğ1912~1914ğႚ 150ƦĎֶᜋ۞̣
ѐ ̰ Ğ 1909~1914 ğ ႚ 200 Ʀ Ď ᄼ Ꭹ ۞ ˛ ѐ ̰ Ğ 1907~1914 ğ ႚ
143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103 頁。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697 頁。譬如宋代“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
貨殖焉。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
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券。”（李昉等﹕《太
平廣記‧趙和》172 卷 1268 頁）
145
頗有學術意義的是﹐一旦農民土地抵押告罄﹐農村借貸與土地兼併同生共死。日
本滿鐵調查華北農村吳店﹐“據村民回憶﹐在晚清之前﹐還有 8~10 戶人家尚能從集
市上得到貸款﹐但到 20 世紀 30 年代之時﹐這樣的人家幾乎再也找不到了。這主要是
由於大部分土地售與外村之人﹐農民沒有資產作為抵押以獲得貸款。”（杜贊奇﹕
《文化﹑權力與國家》5 頁）
146
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394~395 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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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ƦĄॲፂ̡֫ď̋ࡊୁРďജ̦ᔮ͈ඈአߤಡӘḌ̌૱ďԬҴď
ᗕݱď໋ፘĎײᜋď͐ޜďঔࣖඈ˛ᎩՏ᭘πӮϣᆊ̱ѐ
Ğ1909~1910 Ҍ 1915~1916ğଂ 55.85 ̮ᆧҌ 84.71 ̮Ďΐ˞ 52ƦĄ
1920 ѐͽޢϣᆊႚՀԣĄּтᄼᎩ˘ѐ̰Ğ1922~1923 ğႚ
64ƦĒČČȈѐ̰Ğ1916~1926ğݑ႕۞ᆊႚ 4.5 ࢺ҃ϣᆊೀႚ˛
ࢺĄ147

趕上這年頭﹐這市道﹐別說起早貪黑“半夜雞叫”了﹐做什麼
生意﹐依什麼市門﹐比得上置業買地﹖局部市場時常如此﹐縱觀全
局宏觀圖景﹐兼併理財的破壞作用不可小覷。譬如秦末戰亂後﹐漢
初“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148 “天下空虛﹐……未有兼併之
害”。剛才休養生息幾十年﹐149 董仲舒告刁狀“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錐之地。”淚涕滂沱請“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併之
路。”漢武帝嚴令“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更發動波瀾壯闊的“告緡”運動“摧
浮淫併兼之徒”﹐“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計﹐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150 如此
極端﹐剛才休養生息幾十年﹐又成“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
錐之居”﹐王莽篡漢了。151 三國戰亂“千里無雞鳴”﹐所以曹魏屯

147

陳翰笙﹑王寅生﹕〈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中日俄記載中中國黑龍江流域農民
地主農業經濟概況）〉﹐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1929 年壹號 6~7 頁。
148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97 卷﹐《廿五史》109 頁。
149
公元前 206 年漢興﹐漢武帝公元前 140~88 年。
150
《漢書˙食貨誌》﹑《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18﹑
13﹑77~83﹑101 頁。
151
王莽新朝公元 9~20 年。“漢氏減輕田賦 30 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
侵陵分田劫假﹐厥名 30 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漢書‧王莽傳》99 卷
中﹐《廿五史》7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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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才到司馬篡魏﹐已不得不頒佈〈佔田令〉﹐懇勸豪強土地兼併
適可而止。152 北魏均田﹐因為“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
廛。”153 盛唐貞觀之治如日中天﹐剛過媚娘一手﹐“開元之季﹐天
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154“富者
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155……中國唐代以前﹐南方尚有
廣袤蠻荒有待開發﹐政府總有大量荒地可以授田﹐地大物博﹐山清
水秀﹐躲哪旮旯不能陶淵明一把﹐何必全往一塊兒紮堆﹐湊熱鬧
呢﹖
ͽ၁дఱ။ࠎᕇᕇ۞߹఼ԛё GČGŅĎځϨгܑϯ
ྤώཌྷϠய۞જ፟ಶߏᔇĄ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
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幹的倒霉事。{ЯѩĎ˘̷ྤώ
ཌྷϠய͞ё۞઼छĎౌฉഇгଈѣ˘ճຐঽĎЋဦ̙ϡϠய࿅
үಫ̬҃ᔇזĄ} 156

甭管什麼主義﹐商業壓根兒脫離生產過程“倒霉事”。經商並
非買地自耕﹑買房自住﹑買衣自穿﹑買飯自食﹐是買進自己不需要
的東西﹐冒賣不出高價的風險。每一單生意﹐都有可能蝕本（或賺
得不夠多）﹐包括方向是否對頭﹑核算是否精确﹑計劃是否周密﹑
152

“在西晉時期﹐通過買賣程序﹐還是形成私人地產的主要途徑。當時土地兼併進行
得如此迅猛﹐不能不引起西晉統治者的嚴重關切﹐因為西晉王朝是乘大混亂之機奪取
到政權的﹐它對不久之前才被鎮壓下去的黃巾起義記憶猶新﹐這次起義是什麼原因所
造成﹐司馬氏更是十分瞭然﹐對此種種仍不免心有餘悸。面對這個日益表面化的潛在
威脅﹐實不能等閒視之﹐不能不採取一些防患未然的措施。儘管根本解決的辦法是沒
有的﹐但卻不妨採取一些揚湯止沸的治標辦法﹐暫時遏制一下土地兼併的狂熱勢
頭。”（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三卷 200 頁）
153
《魏書‧高祖紀上》七卷上﹐《廿五史》2190 頁
154
杜佑﹕《通典‧食貨二‧田制下》二卷 23 頁。
155
陸贄﹕《陸宣公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101 頁。
156
筆者黑體加重﹔馬克思﹕《資本論》二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4 卷 68 頁。
44

運輸是否安全﹑交貨是否及時﹑下家是否拖欠等等不確定性因素﹐
唯一確定的是眼前商品﹐質量﹑價格﹑數量﹐明明白白。預期對應
風險﹐行動＝投機。靠賤買貴賣掙錢﹐以投機倒把為生。任何一單
貨物﹐或從甲地運到乙地﹐或秋季買進春季賣出﹐先付的錢＝賭
注﹐後收的錢＝平倉﹐賭博＝經商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生產企業而言﹐商品交換互通有無﹐市場競爭促進生產。同
樣產品﹐比別家生產的質次價高﹐賣不出去﹐無法實現 G…G’。
對經商企業而言﹐G…G’中間的省略號﹐無所謂是否生產﹑怎樣生
產﹐產品﹑牲畜﹑古董﹑房屋﹑土地﹑股票﹑債券﹐一視同仁﹐全
是自己不用的東西﹐均屬押寶的籌碼。商人“不從生產方式的性質
去看適應於生產方式的交易方式的基礎﹐卻反其道而行之﹐那是正
好和資產階級的眼界相適應。在資產階級的眼界內﹐生意買賣﹐本
來就佔據著整個頭腦。”157《經濟學》解讀《資本論》﹕
投機Ğspeculationğಶߏଂξಞᆊॾ۞گજ̚ᒔӀ۞߿જĄ఼
૱Ď˘࣎Ը፟۰෴ˢ˘થݡĎࠎ۞ߏдֽથݡᆊॾ˯ႚॡ
ͽᒔӀማĄֱથݡΞਕߏۏďకᙷٕߏߙγ઼ఱ။Ą
Ը፟થࣇ၆ֹϡֱથݡώٕ֗ϡιࣇᄦү̦ᆃڌҘ̙֭ຏᎸĎ
ࣇΪߏຐͽҲᆊ෴ซĎᆊĄࣇ̙ᙸຍ࠻۞זಶߏ႕ྶ
ᗗక۞Ι֘ฟזҋ̎छ۞̂˾ܝĊ158

就交易說交易﹐遵循交易成本理論﹐投機賭博﹐最最多快好
省﹐最最公平公正。發展商品生產﹐即便排除一切政府干預﹐照樣
處處先天不足的不平等競爭。煉鐵得有礦山﹐煮鹽需靠海邊。電訊
改革﹐電訊基礎網自然壟斷﹔電力改革﹐輸電配電網自然壟斷。159
157

馬克思﹕《資本論》二卷 108 頁。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上冊 155 頁。
159
推薦參閱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十章〈白話反壟斷〉。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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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依市門”﹐同樣價格﹐同樣服務﹐長得五大三粗﹐篤定趕不
上花容月色的生意紅火。唯賭博﹐男的女的﹐美的醜的﹐大字不識
的文盲﹐海外留學的博士﹐農村戶口美國綠卡﹐將軍士兵總統囚
犯﹐一律平等﹐大壓小﹐贏就是贏﹐輸就是輸。尤其應用互聯網高
科技﹐買賣雙方不照面﹐連賭場裡大呼小叫的情緒干擾全免了﹐數
字對數字﹐自動劃賬﹐光速成交﹐沒有壟斷尋租﹐不用質量檢查﹐
中間過程毫無摩擦﹐交易成本趨近於零﹐G…G’純淨成功 G→
G’﹐平等交易的極致境界。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所有權為對於物之完全圓滿支配
力”。160 賭博不同抽煙酗酒吸毒﹐無害身體健康﹐只要不押老婆侵
犯人權﹐贏房子贏地﹐周瑜打黃蓋 — 願打願挨。各國政府古往今
來﹐憑什麼非禁賭不可呢﹖查遍圖書館﹐找不到賭博牴牾公平效率
的經濟學批評。有罵賭博與犯罪相聯繫﹐純屬因噎廢食。沒聽說有
人搶劫則不辦銀行的道理。世界各國政府在幫助殘疾人﹑開發沙漠
等最沒人願意出錢的地方﹐用博彩籌措鉅額資金﹐說明賭博集資的
特殊有效性。為什麼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標榜公平﹑效
率的經濟學﹐從未給出有說服力的理論答復。禁賭＝禁止 G…G’
提純 G→G’﹐禁止交易成本趨近零﹐禁止市場經濟公平公正的基
本原則實現極致完美。
ࠎ̦ᆃኯ౾జᄮࠎߏ֤ᇹᗼ۞ְଐĔొ̶۞ࣧЯĎ˵ధߏ
ࢦࢋ۞ࣧЯĎдٺᇇďࣖநࢬ͞ି؟Ą၆ࢬֱ͞ٺĎགྷᑻጯ
۰ᝋү۞ҿᕝĄ҃Ďଂགྷᑻጯ˯࠻Ď˵ѣ࠹༊̂۞ͅ၆

160

“羅馬法以所有權之絕對處分力為中心。……所有權之意義為絕對的﹐抽象
的。……所有權之本質﹐為所有人之自由處分力。……羅馬法概念對於近代法之形
成﹐佔決定的地位。……所有權謂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史尚
寬﹕《物權法論》1~3﹑61 頁）
46

ኯ౾۞நϤĄࢵАĎኯ౾Ϊߏ୮ৈгԯܛٕݡۏଂ࣎ˠ͘
྆ᖼ֤࣎זˠ྆͘Ď̙֭౹ౄՀк۞ܛݡۏĄČČኯ౾۞ௐ˟
࣎ᕇߏĈιᔌٺᕖ̂ќˢ۞̙πඈ̙ᘦؠĄ161

顯而易見﹐《經濟學》譴責賭博的兩個缺點﹐還是“經濟學者
無權作出最終的判斷。”除了生產者售出和消費者購入﹐“商人為
許多人而進行買賣。買和賣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買和賣就不再
與購買者（作為商人）的直接需要聯繫在一起了。”162 商業領域商
業往來﹐甲乙丙丁批發零售﹐哪一單不是“把金錢或物品從這個人
手裡轉到那個人手裡﹐並不創造更多的金錢和物品”﹖美國《經濟
學》教科書刻意縮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不穩定”﹐提倡社會主義計
劃經濟﹖從道德﹑倫理方面說﹐賭博鼓勵不勞而獲﹐不好。然而﹐
經濟之所以成其為經濟﹐人類的生產活動﹐比其他動物高明的地
方﹐一切發明創造﹑技術革新﹑分工協作﹐尤其市場競爭優勝劣
汰﹐所有值得肯定的進步﹐不都是少勞多獲﹐盡可能小的投入獲得
盡可能大的產出﹐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使出喫奶的力氣﹐大踏步
邁向不勞而獲﹖物質極大豐富﹐藍領穿白領﹐工廠裡剩機器人幹
活……。當然﹐總會有人熱愛勞動﹐鍛煉身體﹐也當不成政府一定
要禁賭的道理呀﹗
牲口集市上﹐倆仨人袖子裡摸手指頭。交易成本的理論核心是
減少交易的摩擦和干擾。自然經濟很少貿易﹐充其量不同生產者之
間手遞手﹐滿足不同使用價值的物物交換。一旦貨幣成為商品交換
的等價物﹐市場經濟的生產和交換主客易位﹐交換變成生產的目
的。替分工負責幫忙交換的商人設身處地﹐生產過程當然麻煩﹐先
得學習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能﹐還得應用這些知識和技能﹐精心組
161
162

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冊 65 頁。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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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管理﹑監督漫長生產過程中數不清的複雜環節。簡單一個“半
夜雞叫”﹐也得自己先起床不是。再努力生產﹐再技術革新﹐費多
大周張﹐兜多大圈子﹐最後都得回報 > 投資。農業必須收穫 > 播
種﹐工業必須產出 > 投入﹐商業必須賣出 > 買入﹐統統必須 G’
> G。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發動的動機和決定的目的﹐是盡
可能大的資本價值自行增值﹐” 163 G…G’永遠情不自禁 G→
G’﹐這是市場經濟商品交換的生理本能。164 中間環節越少越好﹐
時間週期越短越好﹐投入越少越好﹐回報越多越好。故而真正 G’>
G 的高手﹐不是瓦特﹐不是富特﹐是喬治‧索羅斯﹐既公平又效
率﹐最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脫離生產過程“倒霉事”﹐直奔錢生

163

原文黑體﹔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350 頁。
“為賣而買﹐或者說得完全些﹐為要貴賣而買（G－W－G’）似乎只對一種資
本﹐即對商業資本來說﹐是固有的形式。但是產業資本也是貨幣﹐它會轉化成商品﹐
並由商品的賣﹐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在買與賣之間發生在流通領域之外的行為﹐不
會對運動的這個形式發生影響。最後﹐在生息資本的場合﹐G－W－G’這個流通﹐
卻縮減為一個沒有媒介的結果﹐或者說﹐表現在這個簡體字 G－G’中﹐表現為那種
等於更多貨幣的貨幣﹐表現為那種比它自身具有更大價值的價值了。……在商業資本
上﹐二極﹐即投入市場的貨幣和從市場取去的更多貨幣﹐至少還有買賣﹐有流通的運
動作為媒介。就高利貸資本說﹐G－W－G’這一形式已縮短為沒有媒介的二極﹐G－
G’﹐貨幣和更多貨幣相交換了。……不論有商人居中作為媒介﹐促成它們的商品交
換的各生產部門的社會組織如何﹐商人的財產總是要當作貨幣財產存在﹐他的貨幣也
總是要當作資本來發生功能。這個資本的形式總是 G－W－G’﹔貨幣﹐交換價值的
獨立形式﹐總是出發點﹐交換價值的增值總是獨立的目的。商品交換本身和作為媒
介﹑促成商品交換的各種操作﹐這些已經和生產分離﹐要由非生產者去完成的操作﹐
正好是這樣一種手段﹐這種手段不是僅僅要增加財富﹐而是要在財富的一般社會形式
上﹐把財富當作交換價值來增加。發動的動機和決定的目的是把 G 變為 G＋ΔG﹔作
為媒介﹐促成 G－G’的行為 G－W 和 W－G’﹐僅只表現為由 G 到 G＋ΔG 這樣一
個轉化的過渡的要素。這個 G－W－G’﹐當作商人資本的作為特徵的運動﹐要與 W
－G－W﹐即生產者自己中間的商品交易相區別﹐因為這種交易是以使用價值的交換
作為最後的目的。”（原文黑體﹔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143~144﹑154﹑三卷
364~365 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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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主題。中國古語傳神﹐曰“射利”。屏氣凝神﹐直來直去﹐買
賣的商品＝下注的標的﹐經商還原賭博本色﹐賭買賣糧食﹑賭買賣
土地﹑賭買賣貨幣……﹐什麼熱鬧賭什麼﹐賭什麼什麼熱鬧﹐一點
不新鮮﹐兩千年前“治生之祖”的老理。
ϨеĎˠ˵Ą༊ᗬ͛ܭॡĎՂҹચႽг˧Ď҃Ϩеሄ៍ॡ
តĎ߇ˠୢԧפĎˠפԧᄃĄ͈໐פĎ̟̝ක႗Ēᘮشפ
Ď̟̝ࢴĄ͉ౚдΛĎ㖸Ēځ໐ೋĄҌ̾ĎԿĒځ໐࡚ĄҌ
֥Ď㖸Ēځ໐ೋĄҌ̄Ď̂ԿĒځ໐࡚ĎѣͪĄҌΛĎ᎕த໐
ࢺĄ୬ܜĎ˭פĒܜϮ͜Ď˯פĄਕᓠࢴĎԡ୬Ď༼җ
ڇĎᄃϡְငဉТࡴሄĎᔌॡࡶᘙ㘞౧̝൴Ą߇͠ēņӍڼϠ
யĎ൘Ͽ̞ďӕ̝إᏖĎगӓϡһĎથᅰҖ˵ߏڱĄߏ߇ം̙֖
ᄃᝋតĎͽ֖̙ՙᕝĎ̥̙ਕͽ̟פĎጲ̙ਕѣٙчĎᔵ୬ጯӍ
ఙĎ̙Ә̝ջĄŇᄏ͇˭֏ڼϠয়ϨеĄ

“終不告之”就學不會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165 有其祖必有其孫。“在二世紀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
中﹐這裡的農戶在一年中會數度賣出與買入穀物﹐這樣做並不是為
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謀取利潤。”166 唐朝發達櫃坊存儲﹐“飛
錢”匯兌﹐異地“便換”﹐“櫃坊也許就是中國銀行業的開端。”
可惜﹐宋朝現代化成真正賭場。167 到《威尼斯商人》訪問大元﹐童
謠都會唱“鈔買鈔”了﹗168 中國人民好賭成性﹐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165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41﹑50 頁。
許倬雲﹕《漢代農業》148 頁。
167
“宋代的櫃坊﹐成為賭場一樣﹐以它為據點﹐做種種的壞事﹐就地方行政上講來﹐
櫃坊成為專門禁止或約束的對象。這也許是到了宋代以後櫃坊的營業逐漸墮落的結
果。”（加籐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一卷 398~412 頁）
168
無名作者〈正宮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
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哭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賢愚。哀哉可
憐！”（王瑛﹕《元人小令二百首》157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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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浸潤﹑涵養﹑教訓了兩千年。歐洲股票市場啥時候見過﹐計劃
經濟 30 年後﹐交易大廳裡那麼多普通老頭兒老太太﹐家庭婦女退休
工人﹐人山人海趕廟會﹐電視臺﹑收音機﹑手機短信無數頻道﹐一
天到晚股票分析﹖實踐出真知。像當代房地產一樣﹐哪怕一塊地皮
成交﹐全村（全小區）全體居民家喻戶曉﹐咱家和他人的地（房）
是貶值了﹐還是增值了。169 家家全是白圭後人﹐哪裡用得著媒體弘
揚﹑旅遊取經晉商如何如何仁至義盡。
Ѝ 14 ѐĎု֠ࡌќѣα̶̣۰Ďѣ˟ˬ̶۰Ďણम̙ඈĒ҃
8 ͡ܐมĎϰแإϏ൳ಞĎᖏᆊό́ڀෳĄᔵͽ̝ޢќј̏Ξਗ਼ኯĎ
҃ͽ݈̝ᄊ᎕إѣᛏዶĄңξะ̝ѼĎ˘ॡᔗ۩Ĕ։ϤుӀ̝वĎ
ӱጾྤݓĎᗽᕝνΠĎ˘֍ϰѼ۩᷎Ď̝͟ޢޘќᘥ̄Ď྾ႬӨ
᎕ا؈Ď˘ॡ̝ξᆊᛡ⨴Ąߏ໐ְ̝ႆ൘ϏΞۢĎ҃ˠְ̝ႆ̏
ᙱାͤĄѩࢲ˘࣍ĎࠜⷧႨᛡĄࣄтඒѼ˘ӨēഈĎ˘થͽˣѺ
෴̝ḖĎ˘થͽ˝Ѻ෴̝Ē͟ځĎ˘થኑͽ˘˼෴̝Ď輾轉迭
買﹐愈增愈貴﹐而莫知所終極。҃ళϔ̝ͻࢴ۰Ďᔵ㖿̙̿҃͜
̟Ąͽ߇ϔมᔵѣ᎕ᄊ̝छĎϺ⠜̙҃㛷Ď˘ޞᆊ̝ᆧܜĎ˘
ᇋ̝ޢྤĄᏓ̠ēņఄछϠथĎෳ̙㛷ŇĎѩ̝Ꮬ˵ĄՀ
ѣࠤ۰Ď買者不必出錢﹐賣者不必有米﹐Ꮬ̝ņ۩ᑦŇĄЯனд̝
ѼᆊĎؠֽ̝ෳክĎЇຍᆧܜĎѩٙᏜņ෴۩۩ŇĎٶ
ᆊĎֹ҃ᆊ̙ਕπ˵ĄٕᏜඒѼෳክĎҋѣ˘̝ؠᇴĄٕෳٕ
ክĎͰҖξෛᖏ̝кဿͽᆧഴĄңξะ̝ᆊإπĎ҃થྥ̏ຳᆧ
169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買賣中出現的找價（或稱加找等）。它是指土地賣出後﹐
賣主可以向買主要求增加田價。據陳鏗教授考證﹐找價出現於明代中葉弘治年
間﹐嘉靖﹑特別萬曆後流行﹐並成為民間‘俗例’﹑‘俗風’。……到清代前
期﹐找價之風﹐已遍及各省。”（方行﹕《中國封建經濟論稿》308~309 頁﹔李文
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352~356 頁）此風延續至今。誰都不是傻子﹐
尤其當地居民﹐眼看故土轉手倒賣持續溢價﹐不甘心。不難想像﹐售後“找價”
多發生街坊鄰里﹔隔縣跨省的土地兼併﹐普通農民“找價”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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ᇴࢺĔ是歲之歉與不歉﹐盡操於斯人之手Ď҃ңᏜѣ˘̝ؠᇴ
ͼĔČČ̫ྥˠႽ˧Ө᎕Ďͽࠎ؈ఱĎߏ໐ώ̙ႆĎ˘ᖼ࠽มĎ҃
ӈј̂ਣ̂ႆջĄ170

需要刻意強調﹐古人囤貨居奇﹐多有金融斡援﹐乘數投機﹐槓
桿倒把﹐決非後來計劃經濟“割資本主義尾巴”小兒科。甚至當鋪
沆瀣商業批發﹐“子息甚輕﹐招來甚眾﹐囤積甚多。在典商不過多
中射利﹐而奸商刁販遂恃有典鋪通融﹐無不趁賤收買﹐即如一人僅
有本銀千兩﹐買收米穀若干石﹐隨向典鋪質銀七八百兩﹐飛即又買
米穀又質銀五六百兩不等﹐隨收隨典﹐輾轉翻騰﹐約計一分本銀非
買至四五分銀數之米穀不止。”171
Ѝ 12 ѐมĎЯۡᔴϜϣďᏲ̼ඈэᎩѣоથ෴۩۩ኜၑĎ
അགྷࢫў఼Җ༰ĄਬፂྍΫݶჍē؇͇ᐅэඈኑѣоથฟన
͉ď͇ďޮЧфཱིĎᔛཏඕူĎ෴۩۩ĎᚙᑢᆊࣃĎᖼ࠹
٢͔Ąనѣ錢期米期﹐循環互易﹐Җ̚ࣄͽ٩̶Ď價隨意長Ďͽ
ᖏᆊ͟ෳĎϔࢴດᙱĎய̝ડĎથమჷࢲ̙݈Ďዐ࠷ξᆊϺЯ̝
ڀෳĄČČ؇͇࠷тѩĎ࠷ऻϺ̙ҺĄ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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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豐歉由於天﹐糧價之低昂亦由於天﹐然有不盡由於天者。豐歲糧賤﹐非減
價不能糶﹔歉歲糧貴﹐非增價不能糴﹐此由於天也。若值不豐不歉之歲﹐較之豐年
未得其半﹐比之歉歲尚云薄收﹐而糧價驟長﹐視大歉而更甚﹐此豈盡由於天乎﹖”
不僅糧食如此﹐棉花亦如此。商人囤貨居奇﹐“夫有六七八人之專利﹐致使一邑停
機住紡﹐衣著無物﹐是億萬之號寒﹐盡操六七八人之手﹐可勝嘆哉﹗”（筆者黑體
加重﹔祁寯藻﹕《馬首農言‧糧價物價》﹐高恩廣﹑胡輔華﹕《馬首農言註釋》
93~95 頁）
171
湯聘﹕〈請禁囤當米穀疏〉﹐《皇清奏議》44 卷﹐《續修四庫全書》473 冊 388
頁。
172
筆者黑體加重﹔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市糴考五》60 卷﹐《續修四庫全
書》史部政書類 816 冊 398 頁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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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થຽߏ̙ڱඈᆊϹೱ
賤買貴賣﹐是商業的法則。所以那不是等價物的交換。……商
人是由他自己的運動來確立等價的。……થຽӀማ่̙ົܑனࠎܬ
ҫഡĎ֭ͷ̂ొ̶˵ቁ၁ߏᇹ൴Ϡ۞Ą173

在商言商＝賤買貴賣＝投機倒把﹐賤買貴賣不是等價交換。174
把運輸﹑倉儲﹑利息等“不是由簡單商品流通內在規律生出的事情
撇開不說﹐”商業＝“射利”﹐不勞而獲對應不確定性風險。“當
然﹐商品售賣的價格﹐可以和它們的價值保持一個差距﹐但這種差
距只表現為商品交換規律的侵犯。商品交換在它的純粹的形式上﹐
是等價物的交換﹐所以不是價值增加的手段。……流通或商品交換
是不會創造價值的。”175 不同商品的交換﹐黃油換大炮﹐用黃油抹
173

“因為商人資本的運動是 G－W－G’﹐所以商人的利潤﹐第一﹐是由那些僅只在
流通過程中的行為（買和賣的行為）獲得的﹔第二﹐它是在後一種行為（賣）中實現
的。所以﹐那是讓渡利潤（profit upon alienation）。表面上看﹐只要產品是按照它們
的價值售賣﹐純粹的獨立的商業利潤好像就是不可能的。”商人之間通過差價實現交
易﹐“不過這個結果當初並不适用於生產者和消費者﹐而是適用於二者中間的媒介
人﹐也就是那個比較貨幣價格﹐囊括其中的差額的商人。”（筆者黑體加重﹔馬克
思﹕《資本論》三卷 368~370 頁）
174
“G－W－G’形式﹐為要貴賣而買的形式﹐最純粹地表現在真正的商業資本上。
它的全部運動﹐也是發生在流通流域之內。但是﹐因為從流通本身不能說明由貨幣到
資本的轉化﹐不能說明剩餘價值的形成﹐所以﹐在等價物互相交換時﹐商業資本就好
像不可能存在了﹐好像只有依據這個事實來說明了﹕購買的商品生產者和售賣的商品
生產者﹐給那個寄生在他們中間的商人佔去雙重的便宜。弗蘭克林也就是在這個意義
上說﹕‘戰爭是劫掠﹐商業是詐取。’如果不要由商品生產者所受的詐取來說明商業
資本的增值﹐那就必須說到一長系列的中間環節。而在商品流通和它的簡單要素還是
我們的唯一前提的時候﹐這些中間環節還是完全沒有。”（原文黑體﹔馬克思﹕《資
本論》一卷 153~154 頁）
175
“把那些不是由簡單商品流通內在規律生出的事情撇開不說﹐抽象地考察一下﹐在
其中發生的﹐除一個使用價值由另一個使用價值代替之外﹐不外就是商品的一種形態
變化﹐一種單純的變形。同一個價值即同量物質化的社會勞動﹐在同一商品所有者手
52

麵包﹐用大炮殺人﹐最終消費的都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 西方經濟
學叫“效用”。對中間倒買倒賣的商業來說﹐交換的效用不是消
費﹐是 G→G’錢生錢。176 賤買貴賣“表現為商品交換規律的侵
犯。”在商言商﹐說的是每一單生意﹐根據價格漲跌的預期﹐決定
購買（作多）或銷售（拋空）。正如祁寯藻一針見血﹕“領本開商
者﹐視財東為孤注﹔得隴望蜀者﹐寄素產於賭場。”177 與賭博同﹐
不管下注的對象是商品﹑字畫﹑股票﹑耕地﹑球賽輸贏﹑天氣變
化﹐再怎麼折騰生產生活﹐再怎麼破壞社會和諧﹐再貴再賤﹐只要
有上家下家出售接手﹐絲毫不影響商業繼續賺錢。傅築夫說“價格
的差額愈大﹐則利潤率愈高﹔波動的幅度愈大﹐則商人興風作浪的
機會亦愈多。……各個地區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愈不協調﹐不平衡
狀態的出現愈頻繁﹐則商人愈容易獲得高額利潤”。178 馬克思說
中﹐首先是在他的商品的形式上﹐然後是在它轉化成的貨幣的形式上﹐最後是在貨幣
轉化成的商品的形式上。這種形態變化﹐不包含價值量的變化。商品價值本身在這個
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是以它的貨幣形態的變化為限。這個貨幣形態﹐首先是當作待售
商品的價格﹐其次是當作一個貨幣額﹐不過它已經在價格上表現﹐最後是當作一個等
價商品的價格。這個形態變化﹐像五鎊鈔票換成若干蘇維令若干半蘇維令若干先令一
樣﹐就它本身來說並不包含價值量的變化。所以﹐如果商品流通只會引起商品價值的
形態變化﹐在現象純粹進行的時候﹐它就規定要是等價物的交換。”（原文黑體﹔馬
克思﹕《資本論》一卷 146~147﹑153 頁）
176
“W－G－W 循環﹐是從一個商品的一極出發﹐而以另外一個商品的一極作為終
結。後一商品會從流通退出﹐歸到消費中去。所以﹐消費﹐需要的滿足﹐總之﹐使用
價值是它的最後目的。G－W－G 循環﹐卻是從貨幣一極出發﹐最後回到相同的一
極。所以﹐發動的動機和決定的目的﹐是交換價值本身。”（原文黑體﹔馬克思﹕
《資本論》一卷 137 頁）
177
祁寯藻﹕《馬首農言‧糧價物價》﹐高恩廣﹑胡輔華﹕《馬首農言註釋》101 頁Ą
178
“這實際上是利用了經濟的不平衡狀態以犧牲生產者的利益來形成商人的商業資本
的﹐所以在形式上是商業在各地區和各部門的生產者之間起中介作用﹐實際上是在對
各生產者進行剝削。”（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 232 頁）邏輯上﹐商人之
間的競爭﹐勢必降低﹑熨平波動﹐從降低﹑熨平波動到累積系統性風險的辨證轉換﹐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二章〈賭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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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場合﹐商人資本是純粹的商業資本﹐同兩極即以它作為媒
介的各個生產部門分離了。這就是商人資本形成的一個主要源
泉。”179
ࠎ෴҃۞࿅۞ࢦኑՀາĎᄃ˘࿅ώ֗˘ᇹĎͽ྿ז
д˘࿅ͽγ۞ޢϫ۞Ďӈঐٕ႕֖˘۞ؠᅮࢋࠎࢨĄ࠹
ͅĎдࠎ҃෴۞࿅̚Ďฟბඕߏ˘ᇹ۞Ďౌߏఱ။Ďౌߏ
ϹೱᆊࣃĎಏߏϤ˘ٺᕇĎྻજಶ̏གྷߏ՟ѣͤဩ۞
˞ĄČČఱ။дྻજඕॡ˫јࠎྻજ۞ฟბĄЯѩĎՏ˘Ѩࠎ
҃෴ٙԆј۞ೈᒖ۞ඕĎҋјࠎາೈᒖ۞ฟؕĄ180

如今百姓炒股﹐多不想當股東﹐上董事會舉手投票﹐改善企業
經營﹐和“不在地主”不想當周扒皮一樣﹐圖的都是“鬻時可以得
善價”。一單得手出來﹐為保值增值而理性理財﹐還得返身殺回﹐
繼續“拉抽屜”賺錢（賠錢）。
ԧࣇ၆̏ڰڽٺགྷۢޝк˞Ďҭߏԧࣇຐۢ۞ࢦࢋ۞
˘ІְĎಶߏڰڽᜈк˳۞ჟቁॡมĄԧࣇ၆ᔘ՟ѣೠ೪ڽ
ڰᜈॡม۞ޘܜநኢĎЯࠎ˘όڰڽயϠޢιᓁߏਕૉႽΞਕܜ
гᜈ˭ΝĄˠࣇᄮࠎᘀͩᙾԊ۞።Ϋޝᖎಏ۞Ą͵ࠧ˯˭छ۞ᇴ
ณߏѣࢨ۞Ą࠻ߏڱԆБᄱ۞ĎЯࠎᒔྃᐺ۞˯छົͅ࿅
ֽјࠎາ۞˭छĄ181

179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367~368 頁。
“簡單商品流通 — 為買而賣 — 是達到流通以外的最終目的﹐佔有使用價值﹐
滿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這個不
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的增值。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馬克思﹕
《資本論》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 卷 173~174 頁）
181
薩繆爾森﹕〈世界經濟的狀況〉﹐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
35 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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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房地產暴漲暴跌﹑股票暴漲暴跌﹑金融危機＋金融海嘯﹐
連續多年石油價格持續暴漲﹐今天﹐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原理上﹐看
得越來越清楚﹐市場供求與投機賭博﹐遵循兩種截然相反的運動規
律﹕G…G’＝供給增加 → 價格下降 → 需求增加 → 價格上漲
→ 趨向均衡﹔G→G’＝追漲殺跌﹐價格越高越買 → 價格越
高……﹐價格越跌越賣 → 價格越跌……遠離均衡。G…G’與 G→
G’﹐一枚硬幣的兩面﹐南轅北轍。前者市場供求決定價格﹐後者
主觀預期自我實現。
̙֭ߏᄲĈࣇ෴ซĎΪߏЯࠎ۵ைᆊॾҲćࣇĎЯ
ࠎᆊॾ࠻ֽ̏གྷ֖ૉĄޫޫ࠹ͅĎ༊۵ைᆊॾ࠻˯ֽࢋᚶᜈ˯چ
ॡĎࣇ෴ซĄ༊ᆊॾӈ˭ࢫॡĎࣇ۩ćČČࣇņŇ
ᆊॾ۞˯چĎֹιՀćࣇ˵Тᇹг加劇ᆊॾ۞˭ࢫĄČČкᐝ
ξಞ۞؈প̝ಶߏιҋ̎ౄјҋ̎۞๕ᐝĄтڍˠࣇ෴ซߏЯ
ࠎࣇᄮࠎ۵ைࢋႚᆊĎ֤ϐĎࣇ۞෴ซ۞Җࠎಶֹ۵ைႚ
ᆊĄֹˠࣇซ˘Վ෴ซĎߏٺĎ΄ˠຶো۞ᄅᔏ˫кᖼ˞˘Ą
д˘ਠ৽ൕᕗᅼ̄۞ኯ౾̚ĎᛏछٙᛏΪਕߏᏮछٙᏮ۞Ąҭ
ߏĎኯ౾̙ТĎՏ࣎ˠౌᛏĊ182
Ը፟ᇾ۞۞ۏᆊॾᔌ˯ٺႚĎᙋדď˿гďᘹఙݡੑய
̫͇෴ซĎ͇ځಶົࣃچĄᇹ۞ᆊॾ˯ႚిޘഇ୕ົӛ͔າ۞
෴Ď҃າ۞෴˫ਕቁܲᆊॾซ˘Վ˯ႚćՀк۞ˠ˫జӛ͔ซ
ֽĎ˫ѣՀк۞ˠᔉ෴Ďᆊॾᜈ˯ႚĄҋҖԛј۞Ը፟ࢲሗਕૉ
ҋԧ೩ֻજਕĄ183
182

原文黑體；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107﹑103 頁。薩繆爾森看不明白﹐“每個
人都贏錢”是因為中央銀行印鈔票﹐相當於賭場不斷增派籌碼（有關分析推薦參閱王
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二章〈賭博資本主義〉﹑三章〈賭博帝國主義〉）。
183
“凡是參與投機的人都想發財 — 變富或者變得更富。沒有人願意相信這靠的是運
氣﹐或者這樣的財富是不應該得的；而人人都願意相信﹐投機發財是因為他們的智慧
或眼光高人一籌的結果。”（加爾布雷思﹕《加爾布雷思文集》218~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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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賭博是公平效率的交易極致﹐市場經濟越發達﹑越完善＝
交易越公平﹑越效率﹐G…G’越發挺進 G→G’。從最原始的物物
交換﹐到賣錢再買的商品交換﹔從動產到不動產﹔從現貨到期貨﹐
到期貨指數﹐再到指數期貨﹔從負債經營到信用買賣﹐到各類金融
衍生產品買空賣空﹐交叉對沖﹐計算機模型懸空組合……﹐一步一
個腳印﹐隨著市場經濟發達成“一切東西都成了可以賣買的”﹐184
G…G’中間的省略號越容易被省略成 G→G’。中國古代“循環互
易”﹐正是今天索羅斯概括的“就像一條狗追趕自己的尾巴那樣”
追漲殺跌。185 中國古代“價隨意長”﹐符合《經濟學》定義的“財
產價值的第一條守則﹕一樣東西值多少錢取決於人們認為它值多少
錢。”186 於是乎哉﹐市場經濟物极必反﹐越深入﹑越發達﹑越完善
＝商品流動性越高﹐交易成本越低＝是非越混淆﹐本末越顛倒。不
是現貨供求決定期貨價格﹐而是期貨價格決定現貨供求﹔不是企業
盈虧決定股票價格﹐而是股票價格決定企業盈虧﹔187 不是價格決定

184

“在貨幣上面既然看不出它是由什麼轉化成的﹐所以﹐所有的東西﹐無論是不是商
品﹐都要轉化為貨幣。一切東西都成了可以賣買的。流通變成了社會的大蒸餾器。一
切物都被拋到裡面去﹐以便當作貨幣結晶再從那裡出來。連聖骨也抵抗不了這個煉金
術﹔人們商業範圍以外的更為微弱的聖物﹐就更是抵抗不了。像商品一切性質上的差
別會在貨幣上面消滅一樣﹐貨幣﹐從它那方面說﹐也和一個徹底的平均主義者一樣﹐
會把一切差別消滅。”（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113 頁）
185
“就像一條狗追趕自己的尾巴那樣﹐個別公司的股票價格以一種自我加強的方式
影響公司的基本面﹐……當一個公司或產業的價值被高估時﹐它可以發行股票﹐並
用發行股票的實收款項驗證其誇大的預期﹔相反﹐當一個快速成長的公司價值被低
估時﹐它就有可能失去它所面對的機會﹐從而驗證了低估。”（索羅斯：《開放社
會》84 頁）。
186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104 頁。
187
“在傳統理論中﹐股票價格反映的是其公司的基本面。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這
種觀點是錯誤的。市場價格並不是未來收益和股息的貼現﹐它們預測未來市場的價
格。……最重要的基本面存在於未來。股價應反映的不是往年的收益﹑資產負債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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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而是指數決定價格﹔……自我實現的主觀預期佔據主導地
位﹐價格喪失了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的客觀性。價格信號失真
＝調節供求的指揮棒扭曲﹐錢生錢“射利”攪亂生產過程“倒霉
事”﹐把生產和消費（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商品交換﹐轉變成為
賣而買的押寶﹐G→G’反客為主 G…G’﹐市場經濟由促進生產轉
身禍害生產。
1990 年代以後﹐賤買貴賣的投機賭博﹐演化成無法防範的金融
危機﹐迫使《經濟學》教科書更新版大義凜然﹕“投機必須與賭博
相區分﹐後者近些年有快速擴展之勢。理想的投機行為可以提高經
濟福利﹐而賭博卻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188 有意思的是﹐教科書
第十版剛剛強調過﹕“沒有人能夠在冒險的投機和穩妥的投資之間
畫出界限。”並且﹐作者（新古典旗主）鑿鑿大言﹕“每個人都知
道﹐當一種思想寫進這種書籍﹐不管它是多麼不正確﹐它幾乎會變
為不朽的”。189 憑什麼如此自信﹖因為中國古代兩千年興農興商﹑
重農抑商的經驗足夠證明﹐“投機必須與賭博相區分”是不可能的。
東漢王符（85~165 年﹖）《潛夫論》已經提出商業亦有本末之分﹐首

股息﹐而是將來的收益﹑股息和資產價值。這些流量不是事先給定的﹐因而不是認識
的對象﹐只是猜測的對象。猜測是信息和偏見的混合物。因此猜測會在股票價格中表
現出來﹐而股票價格則會以多種方式影響基本面。例如﹐一個公司可以通過發行股票
來募集資本﹐而股票價格將影響每股的收益。股票價格還會對公司的貸款條件產生影
響﹐公司還可以通過發行期權股來激勵其管理層﹐以股票價格表現出來的公司形象還
可以其他方式來影響基本面﹐如吸引客戶等。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一個雙向反射性的
互動過程就有可能產生﹐基本面不再是決定股票價格的獨立變量﹐均衡也就變成了一
個欺騙性的概念。”（筆者黑體加重﹔索羅斯：《開放社會》82~83 頁）
188
對賭博﹐更新版改口說了同樣的兩項批評﹕“首先﹐除了娛樂作用﹐賭博不產生
任何的商品和服務。……另外﹐由其特點決定﹐賭博加劇了收入差距。”（薩繆爾
森﹑諾德豪斯：《經濟學》上冊 159 頁）
189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108﹑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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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重商之本﹑抑商之末的新思維。190 邏輯上不難理解﹐興商之本﹕
商品交換互通有無﹐刺激分工和生產﹔抑商之末﹕商業內部﹑商人
之間 G→G’的倒買倒賣與生產無關﹐保護生產﹐必須抑制“循環互
易”造成“價隨意長”。問題是﹐在商言商＝賤買貴賣﹐經商風險
＝押寶賭博﹐天生一把促進和禍害生產的雙刃劍。理論上認識得再
清楚﹐實踐中無法區分哪一單交易促進生產﹐那一單“毫無益處地
把金錢或物品從這個人手裡轉到那個人手裡”。智商正常的中國菁
英費盡心機擘肌分理兩千多年﹐一直到明末﹐黃宗曦毅然決然“工
商皆本”﹐繼續給不出“投機必須與賭博相區分”的政策界限。191
世間萬物﹐包括市場經濟﹐有利必有弊。誰不想趨利避害﹖中
國古代最發達的市場經濟﹐美國當代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再怎麼想
方設法“加強監管”— 翻翻歷朝歷代討論經濟政策的奏議聖旨﹐從
頭到尾“加強監管”﹐同樣沒有本領拿出可操作的政策﹐把“理想
的投機”與賭博區分開。眾所周知﹐索羅斯打英鎊賺得缽滿盆豐﹔
眾所不願意周知﹐泰國央銀與索氏並肩戰鬥﹐同工同酬﹐賺得同樣
多﹗“近年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委託私營機
構投資者管理自己的部分資產（主要是外匯儲備資產）”。192 哪一
190

王符提出﹕“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
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
貧”。提出“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胡大浚等﹕《王符
〈潛夫論〉譯註》12~13 頁）。
191
黃梨洲用“不切於民用”定義工商之末。“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
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
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市儒不察﹐以工商為末﹐
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黃宗羲﹕
《明夷待訪錄》40~41 頁）
192
“令人熟知的事例是 1992 年泰國中央銀行投機英鎊獲利十億美元﹑1993 年馬來西
亞中央銀行因衍生交易失手蒙受鉅額損失﹐以及意大利中央銀行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投資 3.5 億美元”（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8~9 頁）。參與投資長期
58

場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學家不總結經驗﹖亞洲金融危機﹐編排出多
少“裙帶資本主義”的不是﹔美國金融海嘯﹐沒聽說吳敬璉有些許
微詞﹔愛憎分明。《經濟學》教科書被迫空喊一句“投機必須與賭
博相區分”﹐自欺欺人的敷衍遁詞。明明大家全知道多少年了﹐每
天數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95％無關商品交換。193 不見一位經濟學
家說得出﹐根據什麼原則﹐用什麼政策﹐終於能夠趨利避害。諸多
國家政府紛紛放下身段﹐親自下海操盤﹐興風作浪的主權基金超過
興風作浪的對沖基金了﹐194 更別提大學﹑社保﹑退休等等基金了。
資本管理公司投機賭博的還有“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泰國盤古銀行﹑科威特政府養
老基金和中國的香港土地發展署﹑臺灣銀行的一大批資金。更令人稱奇的是﹐意大利
中央銀行的外匯管理局竟然也向長期資本基金投資了一億美元。”（羅格‧洛溫斯
坦：《賭金者》50 頁）
193
貨幣市場上﹐1977~1995 年﹐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佔外匯交易額的比例﹐從
28.5％直降到 1.6％（徐明棋：〈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研
究》1999 年七期）。“70 年代末﹐國際金融流量使貿易流量相形見絀﹐兩者的比率
約為 25 比 1；流動規模的擴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波動。”（羅伯特‧吉爾平：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60 頁）“在 1970 年﹐90％的資本流動是與真實的經濟有關
（貿易與長期投資）。到 1995 年﹐據估計有 95％的流動屬於投機性質的﹐絕大多數
是極短線的操作（80％的資金在一週或一週之內便會回籠）”（杭士基：《流氓國
家》185 頁）。1994~1995 年﹐國際清算銀行數據﹐每天匯兌市場交易 1.4 萬億美元﹐
與之相對應的“現實的”國際貿易只佔 5~8％（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5
頁）。“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計的貨幣交易中﹐只有 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實質
性的經濟交易。其餘 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安東尼‧吉登斯：
《第三條路》167 頁）“目前至少 97％的錢幣倒手都是為了短期投機。”（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23 頁）
194
“根據匯金公司的研究歸納﹐主權財富基金主要來源於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
口盈餘和國際援助基金﹔……全球已有 22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財富基金﹐……
一種粗略估計認為﹐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全部資產至少有 8950 億美元﹐……但也有
專業人士認為﹐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已多達 2.5 萬億美元﹐甚至估計到 2015 年將達
12 萬億美元。”（〈中國加入主權財富基金俱樂部〉﹐香港《信報》2007 年 6 月 7
日 16 頁）“隨著中國仿效新加坡﹑杜拜等地﹐成立官辦投資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對此現象愈來愈關注。IFM 早年支持各地政府成立投資基金﹐但這類基金
目前估計擁有 2.5 萬億美元資產﹐比對沖基金還多。”（〈政府紛炒股﹐IMF 關
注〉﹐香港《信報》2007 年 6 月 28 日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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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直到今天﹐市場調節供求關
係﹐與各類形式的投機賭博﹐並行不悖﹐相安無事。白圭“射利”
鷹飛倒仰﹐陶朱公三聚三散﹐大宅門旅遊景點﹐傳奇故事千古流
傳﹐主觀預期自我實現的投機泡沫﹐經常發生在局部地區﹑各別產
品和特定時間。整個社會市場經濟的日常運行﹐照常遵循價格下
降﹑購買增加的價值規律﹐沒有天天追漲殺跌死去活來。道理何
在﹖人類生活一日三餐﹐一頓不喫餓得慌。七情六慾﹐衣食住行﹐
文言文﹐為了維繫生產生活和再生產﹐住住房﹐耕耕地﹐絕大多數
商品遲早進入消費使用﹐相當於兌現籌碼﹐退出賭場不玩了。價格
再漲﹑再跌﹐不追不殺﹑不買不賣了﹐喫了﹐喝了﹐用了﹐消化成
糞便﹑消費成垃圾了。主權基金和索羅斯翻箱倒櫃再熱鬧﹐猶如在
澳門開賭場﹐相對隔絕多數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碩大健康肌體﹐滋
生幾處息肉﹐寄生﹐醜陋﹐甚至潰爛﹐痛癢可忍﹐無礙大局。這是
州官放火﹑政府玩彩票﹐無公害的道理。可是一旦星火燎原﹐百姓
家家點燈﹐“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為之。”195“故上
自紳富下至委巷工賈胥吏之儔﹐贏得十百金即莫不志在良田。”196
“居間者輾轉請益﹐彼加若干﹐此加若干﹐甚至雞鳴而起﹐密室成
交。諺云﹕黃昏正是奪田時﹐此之謂也。”197 意氣湧起“與人爭數
尺地捐萬金。”198 “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199
195

張英﹕《恆產瑣言》4 頁。
陶煦﹕《租覈》6 頁。
197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卷下 6 頁）
198
謝肇淛﹕《五雜俎》四卷 26 頁﹐《四庫禁燬書叢刊》子 37~427 頁。
199
“順治初﹐米價騰湧﹐人爭置產。已賣之業﹐加贖爭訟﹔連界之田﹐挽謀構隙。因而
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華﹑青石五六斗田﹐每畝價值十五六兩﹔上海六七斗
田﹐每畝價值三四兩不等。田產之貴﹐至此極矣。……至康熙元﹑二﹑三年間﹐石米價
至五六錢﹐而差役四出﹐一簽賦長﹐立刻破家﹔里中小戶﹐有田三畝五畝者﹐役及毫
釐﹐中人之產﹐化為烏有。……自均田﹑均賦之法行﹐而民心稍定。然而穀賤傷農﹐流
離初復﹐無暇問產。於是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
五萬至一二萬者﹐亦田產之一變也。”（葉夢珠﹕《閱世編》一卷 24~25 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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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肉病變腫瘤﹐癌細胞泡沫一般擴散開來﹐全民皆“股”全神貫注
“射利”如火如荼﹐燃燒成漫天一片大光明﹐周扒皮就再犯不上
“半夜雞叫”了。在這個意義上大膽假設﹐中國古代興農興商﹑重
農抑商（≠滅商）﹐防患息肉“病灶”成無藥可醫的癌症。
̙វ̶ژથݡགྷᑻ൴णᓄၷ۞ኑᗔࣧЯĎгԯ̍થຽ
۞൴णᕩ̶̝ͪ̍ົۤٺπ۞೩Ϡய˧۞൴णĎಶົ၆ߙֱ؈
َ۞ۤົன෪ڱྋᛖĄͽ࣫ഈ።ΫࠎּĎд݈ഇĎۤົϠயᄐᄐ
͟˯Ďથݡགྷᑻ۞൴णҋटٽϡϠய˧۞൴णΐͽྋᛖĒņщΫ
̝ใŇͽޢĎྺຽϠய˘ར˼ˮĎˠ˾̂ณഴ͌Ďҭથݡགྷᑻ።˳
̙ĎࢳᕢӪޫޫயϠ࣎ٺགྷᑻ଼ࣟ۞ॡഇĄࣧЯңдĔ
̙͌ˠ͔ϡ݈ഇϠய൴ण۞Մफ़Ďᄲޢځഇ̍થຽ۞ᓄၷĎᅲѣᙱ
఼̝ĄΪѣᄮᙊ˞࣫ഈޢഇથݡགྷᑻ۞ঽၗّኳĎ̖ਕϡ༊ॡ۞
၁ᅫۤົ୧ІĎ̷၁гྋᛖன෪ĄČČ就“重農抑商”反對病
態商品經濟﹑鼓勵農業發展而言﹐無疑具有進步性。200

˛ďԸ፟ࣆԯचϠய
單有集市貿易﹐沒有長途販運和專業交易的商業發展﹐形不成
發達的市場經濟。馬克思卻說“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
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如何理解﹖“獨立的商人財產作為佔
統治地位的資本形式﹐意味著流通過程離開它的兩極而獨立﹐而這
兩極就是進行交換的生產者自己。”專業“射利”越來越多﹐“它
200

“在經濟危機階段﹐城市像患了肥胖癥一樣膨脹起來。……城市較高的物質生活把
地主吸引到城市裡來﹐農村的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又把地主逼趕到城市裡去﹐因此﹐
在危機階段﹐城居的地主大量地增加了。……危機階段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品經濟的
繁榮不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而是農村凋敝的反映﹔不是一種健康的狀況﹐而是表
現為過度的臃腫。”（筆者黑體加重﹔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70~379
頁﹔參見胡如雷：《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173~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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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了貨幣流通。它已經不再是僅僅攫取生產的餘額﹐而且是逐漸
地侵蝕生產本身﹐使整個生產部門依附於它。”201 這時候﹐商人之
間的密集倒手交易﹐很容易脫離生產和消費“磁懸浮”似的“獨立
發展”﹐尤其土地﹑糧食﹑住宅等替代彈性極小的生活必需品﹐方
便囤貨居奇﹐太多上家下家你買我賣﹐在特定時點上﹐形成相對封
閉的自我循環。甚至“買者不必出錢﹐賣者不必有米”﹐買空賣空
把互通有無“病變”成追漲殺跌。結果“是歲之歉與不歉﹐盡操於
斯人之手﹐”農產品蛛網效應的週期震蕩﹐加入白圭等上下其手﹐
“瞬息之間﹐騰貴無涯”﹐“枵腹者啼飢﹐深藏者速腐﹐……貧民
握錢無處易米。”202 等同資本主義的經典經濟危機﹐飢腸轆轆往海
裡倒牛奶。
商業“獨立發展”的社會效果﹐極少數大發橫財﹐大多數生產
者和消費者﹐或者推土機壓蘋果﹐或者望地（房）興嘆﹐反正可望
不可及。譬如香港殖民地經濟﹐政府土地囤積壟斷﹐人均 GDP 三萬
多美元﹐2003 年人均住宅面積 14 平方米﹐當今世界獨一份三分之一
人口租住公屋﹐人均 11 平方米。白領中產手握令人欣羨的高薪﹐蝸
居“房奴”節衣縮食“供樓”。新加坡的人均國土面積﹑人均 GDP
和香港不相伯仲﹐1997 年人均住宅 25 平方米。兩家政府都說以民為
本﹐執政為民﹐普通百姓（尤其窮人）的生活質量雲泥霄壤。203
當然﹐大多數時候﹐“射利”的“射利”﹐種地的種地。個別
白圭“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諸多周扒皮親率員工披星戴月。你
射你的不勞而獲﹐我榨我的剩餘價值。許倬雲輕描淡寫的沒錯﹐股
票市場產權天天轉手﹐不影響企業日常經營﹔農村土地所有權集中

201
202
203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366~369 頁。
祁寯藻﹕《馬首農言‧糧價物價》﹐高恩廣﹑胡輔華﹕《馬首農言註釋》95~101 頁Ą
推薦參閱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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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農民種地。
ࣘ׀˘ֱˠᅁᗓҋ̎۞˿гĎ၁ߏ̙֭ــ௲யĎࣇ
տᔘߏаזϠய˯ΝĎٙͽБ઼۞ᓁϠயณ՟ѣк̂ԼតĄČČԼ
ត۞ߏζԝ۞ྺຽϠய۰۞ϠயຍᙸᓁߏҲ˘ᕇĎ˘ۡࢋזҪྺ֗
Њቁϲົ̖ޢΐࢺਆүĄ204

然而﹐中國歷史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作為嚴
重社會問題反復提出﹐強調的通常不光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凸顯
“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的特別荒誕﹐205 大量失地流民和大批
土地撂荒同時並存。經濟學家漫不經心﹐人口增長“農村剩餘勞動
力”。遠在地廣人稀的古代﹐ņ從我國封建社會一開始﹐就存在大
量流民。早在漢武帝時﹐就出現了‘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的嚴重情
況。以後歷代﹐關於流民的記載﹐史不絕書。”206 有時高達總人口
10％﹐甚至三分之一以上﹐207 多得令人難以置信。對比歐洲封建社
會﹐直到英國圈地運動﹐從未聽說太多農奴“亡立錐之地”。大膽
假設﹕無數家住城裡的“不在地主”﹐根本沒有“半夜雞叫”的精
神頭﹐“知兼併而不知盡地之利”﹐208 商人兼併農人的土地大面積

204

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36 頁。
《宋史‧食貨上‧農田》﹐王雷鳴編註﹕《歷代食貨誌註釋》二冊 37 頁。
206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131 頁。
207
“流民問題是古代中國的老大難問題。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經有過多少流民﹐
誰也無法統計精確。但數萬﹑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等籠而統之的記載﹐卻史不絕
書。……元代流民常達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據李洵先生研究﹐在當時全
國的六千萬在籍人口中﹐至少約有六百萬人成為流民。……漢武帝執政時﹐還制訂了
《流民法》﹐雖然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以禁重賦’﹐讓流民‘復業’是其宗
旨。”（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5﹑12 頁）
208
“富者有田而無丁﹐貧民有丁而無田﹔富為貧者逋逃之藪而檄其鬻售﹐知兼併而不
知盡地之利﹔貧者為富者佃作之客而終運地方﹐知苟活而不知盡農之功。”（陳蒙
雷﹕《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湖廣總部》147 冊 1112 卷 47 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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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荒。
當代祖國改革開放房地產﹐不單有賣不出去的“空置率”﹐更
有賣出去了沒人住的“黑燈率”。“2010 年 3 月﹐有消息稱﹐國家
電網公司近期在全國 660 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高達 6540 萬套住宅
電錶連續六個月讀數為零。”209 2009 年末﹐全國城鎮居民家庭兩
億戶。210 “黑燈率”之高﹐不可思議﹗— 值得懇請當局對現有住
宅的居住情況﹐哪怕一座城市呢﹐展開一次認真的調查研究。
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城市百姓買不起﹐上億民工住窩棚。空
著也是空著﹐怎麼不出租﹐多少賺點錢呢﹖— 見過售樓處樣板房
吧﹐精工裝修﹐窗明几淨﹐典雅家具﹐時尚擺設﹐溫馨顧客流連忘
返﹐鈔票從兜裡往外蹦﹗招呼一夥大人孩子又哭又鬧住進來﹐一把
鼻涕一把淚﹐柴米油鹽醬醋茶﹐臭鞋爛襪腳丫泥﹐大殺風景“鬻時
可以得善價”﹖領顧客來看房都不方便。再說了﹐出租住宅非常≠
開旅店。開旅店﹐相逢開口笑﹐按鐘點收錢。出租住宅﹐不僅房客選
房屋﹐而且房東挑房客﹐見面過後細思量﹐不學《麻衣相書》﹐寧願
“黑燈”多年﹐不敢輕易出租。萬一識人不明﹐拖欠房租﹑賴著不走
事小﹐拿你家開派對﹑開妓院﹑開賭場﹐四鄰不安﹐連帶刑事責任。
同樣原理投放地產﹐隔行不隔理。樣板田“放衛星”大豐收﹐
小孩全站麥穗上。出租給楊白勞﹑高玉寶﹐老的老﹑小的小﹐雞叫
24 小時不喘氣也辦不到。更何況放佃收租﹐等於從非理性殘酷“內
捲”的農民嘴裡往外掏糧食。吳敬璉指責新中產“結交官府”﹐典

209

〈新華社記者講述廣州數黑燈歷程﹐調控後變化不大〉﹐《東方早報》2010 年 12
月 12 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01212/12349093054.shtml）。
210
2009 年末全國城鎮人口 62186 萬﹐全國城鎮家庭平均每戶規模按 2006 年的 2.96
人計算＝2.1 億戶（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
公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5/content_13047677_6.htm；中
國城市發展研究會：《中國城市年鑑 2006》）。
64

型知識分子站著說話不腰疼。拔過釘子戶的開發商哪個不曉﹐離開
政府幫忙﹐發家致富＝白日做夢﹗雖然至今尚未推行土地私有﹐從
而尚未復興孔教收租院﹐看《紅樓夢》亦能知道﹐身居城鎮﹐喙吮
鄉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決非易事Ą譬如清朝淮安府山陽縣正
堂勒石刻碑﹐嚴懲不貸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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ѩೋ௫Ď͇ˠВᇙĎڱޠᙱटĄČČ
Ğ˟ğоҪĄឦϣ͘זĎలဦĎռٚຽ̝͗ϣসྤ
൸Ď֭ռ٪ˠĎٕࣄռๅĎ၁ࡌќᐺᔘĄ̈́Ҍࡌј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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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剝削農民﹐何止千辛萬苦﹐簡直千難萬險。面對滿世界
“天人共憤”﹑“實堪髮指”﹑“深感痛恨”﹐集權專制維護私有
產權正當權益﹐秉公執法﹐責無旁貸。哪裡像秦暉指摘的那樣﹐只
211

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地主罪惡種種》102~103 頁。
65

會欺負民營經濟呢﹖張居正批評秦暉生在福中不知福﹐佔了便宜賣
乖﹐入情入理﹐字正腔圓﹕
͈ಱ۰ީ̝عӀ۰̝ࡩĎ҃ˠٙͽਕчಱ҃ிం̝᚛
۰Ďޯѣഈԗ̝҅߇ڱĄڱͽ̙كҋᑭ˜ᮜಱ๕҃ٸӀᑦީĎ
ˠϺ̙̳ࠦͽީ्҃ڱృوĄߏˠ˵Ďд̝ڱͳ͵ڼ̙ٙފĎ
дใ͵̂൸̝ٙАĎনਕܜѣಱͼĔ̫ਕ؇̳чڱĎѺ
̝˘ᄊͽԆ᎕ѐ̝⊠Ďֹ̝ײС֖ޒܝٺĎ։̝Ⴭ֍ୋءٺ
عĎϤߏۧᖃͽ๕ĎೈͽڱчಱĎᔵѣܛඒт̋ం̝Ď
֗ࢷિඉ۲Ď፨߹ࡺཱྀĎࠎӀ˵Ď̙ϺͼݓĔ߇ဉͽࠎѩӓˠ
̝Ď҃˵̙ۢكĄ͈ᑈࢵ݆̙ཛ൭Ď̙扌ઘ၃়Ď҃ຎϓ̝ٺ
ᇎ̄Ďυ݆ͷ扌ઘ!!!̝۰Ďԡٺٙ̈ࡴĎ҃јٙ̂ԣ˵Ąဉងͽ̚ك
212

̝ڱેٺСĎ༊̊҃ৡ̝Ď҃˫ңᖲᛉࠎݙĔ

極權母愛無疆﹐專制皇恩浩蕩﹐貫徹落實到《大清律例》﹕
“凡地方鄉紳﹐私置板棍﹐擅責佃戶者﹐照違制律議處”﹔“至有
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杖 80﹐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
主。”213 政府拿追租的責任大包大攬﹐要麼“向由水利糧廳追
索”﹐214 要麼“由縣簽差提佃戶”。
ѩඈˠՏᎩᅮमᇴѺĎ̙ــᇳĎဌЧ͘ᘹεຽ̈́ኜᏥ·
̝ĄҌฏĎ̫͟ᅀĎ͟ځगՂĎтᄼᕃ፷Ąѣϥ˙म
212

張萱﹑孟奇甫﹕《西園聞見錄》25 卷 1~2 頁。
《大清律例˙刑律˙鬥毆上》27 卷 454 頁。“佃戶﹑雇農以及‘雇工人’冒犯地
主會被加重處罰﹐反過來則不加處罰或只予以很輕的處罰。例如﹐雇主毆打雇工﹐只
要不致殘廢就沒有任何法律責任﹐而相反的情況就要徒刑三年並杖一百。”（黃宗
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74 頁）
214
譬如“蘇州各佃戶欠繳業主租錢﹐向由水利糧廳追索﹐……各業戶以為佃戶刁
難﹐故公稟府尊即在元妙觀火神殿間壁設立催租局一所。凡三縣租務均由局中主持﹐
代為追繳﹐每辦佃戶一名﹐業主例繳公費 1500 文。”（《益聞錄》627 號﹐李文治：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4 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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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ĎࠎߙഒҌૌܝγߙҪ๊১ĎϥᄵҪͽϟ֏ĎᏜ͟ځΞд˯֗ك
˞ඕĎА৶פ౻˛ܛѺ͛ĎҪ̯;̝Ē┇˚ʹٽ͟ځमֽĎӘͽ
߇Ď̪Ҫ͗Ꭹგ٪̠Ą215

就這麼費勁﹐遇見楊白勞等東躲西藏﹐仍難奏效。外籍流官幾
年一任﹐兩眼一摸黑﹐真正落實按合同辦事﹐最好當地德高望重團
結起來﹐幫忙政府人手不足﹐組建“催租局”﹑“租棧”﹑“田業
公會”等等掛靠政府事業單位。知根知底﹐輕車熟路。收到租﹐地
主和政府分成﹐公私兼顧﹐皆大歡喜。佃戶“茍不如期繳還﹐則肉
刑嚴比﹐”收穫季節“每日局中追比佃戶約一百數十起。”“局員
比繳從嚴﹐責後再行枷示。”216
順便插進來一段。秦暉 n+1 次強調“不是‘階級衝突’激化成
農民抗官﹐而是官民衝突派生出貧富鬥爭。”217“像《水滸》中描
215

“蘇省各棧口﹐由縣簽差提佃戶﹐謂之‘捉雞大叔’。”（《申報》光緒九年 11
月 17 日﹐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4 頁）
216
譬如蘇州府“前清同治二年時代﹐因為清朝官府要徵收大批的軍費﹑政費﹐蘇州
的一些大地主就請求創設‘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務如果能夠順利完成﹐在租款的項
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數字補貼官用。因此﹐清朝官廳同意了這個辦法﹐並且指派了官
吏專門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務。此後﹐‘收租局’取消改成為‘租棧’。……
‘租棧’在反動政權的支持下﹐可以自設‘監牢’﹐農民俗稱為‘人房’﹐地主有權
拘捕欠租的農民﹐也有權把欠租的農民扣押進‘人房’﹐農民俗稱這種‘扣押’叫
‘喫租米’官司。……‘田業公會’在一開始﹐就喊出了‘糧從租出’的口號﹐就是
說﹕糧是從地租裡抽出來的﹐如果官廳不幫助地主收租﹐地主就不能對官廳納糧。
‘糧’﹑‘租’都需要從農民頭上去取﹐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官廳與地主結合起來
統一向農民徵取。……在蘇州城裡﹐反動的‘縣衙門’與‘田業公會’共同的組織了
‘追租處’﹐在各區鄉﹐偽區鄉公所配合警察﹑保安隊的武裝機構﹐與地方上的當權
派地主共同組織了‘追租分處’﹐光福一帶還設立‘租賦併徵處’。地主對農民進行
收租﹐完全獲得了反動政權的配合﹐特別是有了反動武裝的支持。”（陶冶成﹑楊樂
水﹑梅汝凱﹕〈租棧 — 血腥的收租機器〉﹐《地主罪惡種種》80~81 頁）
217
“過去把‘官民衝突’說成是民間‘階級衝突’的體現﹐往往要強調地主與農民發
生租佃或土地糾紛﹐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鎮壓農民。但史實卻常常相反﹕是專制國家
及權貴層壓迫民間（包括貧富庶民）致亂﹐而在亂起時貧富民的態度可能有異﹕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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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那種莊主率領莊客（即‘地主’率領‘佃農’）造國家的
反”。218 雖然專制政府絕非什麼好東西﹐官民衝突與貧富衝突﹐究
竟誰派生誰﹐太多陳舊過時卻更容易讀懂的記載﹐與秦暉教授的歷
史截然相反。
͈ವ૱͗ϣ˿ְ̝Ďּؠϳҥ̙ءጽĒ˫˲ѣཋ۰Ď̙
ኢ̂ਗ਼̙Ď࠰ट෦Ą獨至追比佃農則不然Ďӈٕଐ၁ΞࣧĎт়
ঽѪಉ̝߇Ď҃τᎳĎᎳ҃τᒔĎᒔ҃ͽৼ১Ďৼ১̙҃·
ᗝ۰Ď҃ــѣĎͽ͇நˠଐኢ̝ĎҋآᆵـߊĎޞֽĎ
ң˜෦ෟϏலĎ҃ҖЖ̝΄ѝ˭ջĄڶϣ˘ଠҪྺĎͤගᔴԝ
窮則思變﹐富者厭亂思安﹐從而在民間內部生成次生矛盾。換言之﹐不是‘階級衝
突’激化成農民抗官﹐而是官民衝突派生出貧富鬥爭。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分野是主要
的﹐有產（或多產）者與無產（或少產）者的分野是次要的。”（秦暉﹕《問題與主
義》441 頁）
218
“以地主與佃農的矛盾來解釋‘農民戰爭’本已十分牽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租佃
關係的發達與否與‘農民戰爭’有關。而歷代‘農民戰爭’不僅極少提出土地要求﹐
甚至連抗租減租都沒有提出﹐卻經常出現‘不當差﹐不納糧’﹑‘三年免徵’﹑‘無
向遼東死﹐斬頭何所傷’之類反抗‘國家能力’的宣傳﹐以及‘王侯將相寧有種
乎’﹑‘蒼天當死﹐黃天當立’﹑‘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
之天’這類改朝換代的號召。而像《水滸》中描寫的那種莊主率領莊客（即‘地主’
率領‘佃農’）造國家的反的場面﹐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秦暉﹕《傳統十論》79
頁）。秦暉極力試圖推翻的過去說法是﹕“中國歷史上佃農的抗租鬥爭﹐在明代已發
展起來﹐福建鄧茂七的起義就是顯例﹐到了清代﹐更是蓬勃開展﹐形式多種多樣﹐有
反對地主收租的﹐有要求減租的﹐有拒絕交租的﹐有收穫後逃亡的﹐有對抗大斗收租
的﹐還有以‘謾官稻’之類的次等糧食充租的﹐抗租運動﹐在江蘇﹑江西﹑福建等省
特別激烈。無錫‘佃田者不輸租’﹐已經‘積以成習’。雩都的農民組織起來與地主
作鬥爭﹐‘小則抗租詰訟﹐大則聚黨踞搶’。福建主佃關係緊張﹐‘彼此視為仇
讎’﹐‘佃戶以抗租為長技’。抗租鬥爭使得地主不能按通常的情況收租﹐碰到了危
機﹐於是尋找補救辦法﹐把借貸方面的抵押制用到土地租佃上來﹐用押租對付農民抗
租。南方抗租激烈﹐押租制也盛行”（馮爾康﹕〈清代地主階級述論〉﹐《中國古代
地主階級研究論集》245~246 頁）。甚至聖人之府﹐“佃戶們進行抗欠鬥爭﹐經常是
一家佃戶帶頭﹐闕莊其他佃戶響應。”（詳見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
八章〈廟﹑佃戶的反抗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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ᇴѺĎ҃ᔴԝ̝৶ྦٺҪྺ۰ĎܐࢨณĄٕϣͽᔴԝҖЖ̙
˧Ďࢺග̝ĎҌѣ˘֍ڕҕඈЩϫĎࣕҪྺҕ҇ࢳ߹ĎࠦЖЄ
ཋĒᔵҗႽ҃ኳϣጡĎϣጡႽ҃เᘘĎۏϡ࠰Ⴝ҃㘄̄̃Ďυ
т୬҃̏ޢĄČČҪྺܧୟ⯦ڱ۰Ď̙ࣧਕ̙ፄ͍ᘂڼĎ
ࢦ১ᗝĎࡳᇈ̙ЃĎֹˠϚ̝҃Ж̝Ďӈ̄ٙᏜۭϔ˵Ą故歲
以一縣計﹐為賦受刑者無幾人﹐為租受刑者奚翅數千百人﹐至收禁
處有不能容者。ˬҋΟჍिϔ̝ॡĎ̫˜Ⴝᜭళ۰҃ಶỷ⅃Ďన
ٺѩѣ˭֘યཋĎك໐๔જ̝ˠ˵Ą219
઼̚۞ྺՅҖ߆Ďࠎг۞ᇃ̂۞๕˧ٙႣĄඁќďᛋચď
ΦڱďିֈĎޙдгᝋ˧̝˯Ąళϔ࿃ѣ১ඁ̙ਕϹৼ
ॡĎᅄצႾ༰̈́ᚑЖχĄдѯᛂഅѣ̣ѺዶҪྺႾ༰д˘г̈͞
ႾႯ̝̚ĄੴҘྺొݑՅ̚Щ۞โሁಶߏᘂྺϔ̝ٙĄళྺ˘
གྷႾ༰дѩሁ̚Ďࢴܮ࠰ืৼĄ220
219

“吳人惟佃農最苦。官亦必仇視佃農﹐治之如盜賊﹐乃能弋取聲譽﹐催科不勞。否
則謗詬叢集﹐逋抗賦課﹐以脅之使其去﹐猶不免於累。因是人人以恤佃為深忌。”尤
其“收租局”等掛靠政府的企事業單位﹐“租事皆聯官為聲氣﹐訴控比責﹐不必庭
質﹔隸役提攝﹐不必簽票﹔壹任有田者之所欲為而為﹐是太阿倒持之勢也。夫隸役
者﹐以狠賊之性﹐懷貪婪之意﹐而又益以驕橫之習﹐使用以捕賊盜﹑懲頑梗﹐猶賴良
有司之嚴為箝束也。今則一值冬令﹐縣署之隸役不足給使令﹐而城市酒博無賴之人﹐
悉受僱而為隸役。有田者赴鄉徵租﹐則每姓挾此輩二三人偕行﹐名曰‘差船’﹐鄉人
見者皆膽落。蓋一縣中﹐如是者多至數十也。縱數十狠賊貪婪驕橫之隸役﹐以授無位
無權豪強刻剝者之指嗾﹐而制此勤作安業懦羸可憐之民﹐以爭夫彼逸此勞兩人共有之
田之租。一不如欲﹐則掌責鞭撻﹐猶可也﹔甚者縶兩足以倒懸於船脣﹐或褫裳襖﹐拘
之鐵索﹐以凍餓於風雪之中。……邇來狡黠者又復倡為株連蔓延之術﹐佃者而或貧無
以自存﹐則執其父兄之稍可者而責之償﹐不然﹐責償於圩甲﹐甚者且責償於其戚族。
此風既開﹐流弊更不可問。”（筆者黑體加重﹔陶煦﹕《租覈》﹐鈴木智夫﹕《近代
中國の地主制》212~214﹑204~205﹑231~233 頁）
220
“無錫有 518 個村長﹐其中之 104 個﹐經調查其經濟情形如下﹕91.3％為地主﹐7.7％
為富農﹐1％為小商人。此等地主之中﹐有 43.27％為中等地主﹐56.73％為小地主。有 59
個村長﹐所有土地不及百畝﹐平均每家有地 44 畝﹔有 45 個村長﹐各有土地百畝以上﹐
平均每家有地 224 畝。於此﹐不難窺見地主在農村行政上力量之大。在這一點上﹐無錫
可為全國各地之代表。”（《陳翰笙集》50 頁）譬如“舊軍的幾家大地主﹐前後控制章
丘縣政權達數十年。”（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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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收租院﹑黑樓等等人力物力﹐極大提高“不在地
主”放佃收租的管理成本。不僅必須高薪禮聘穆仁智並諸位武功高
手﹐還得不遠萬里﹐結交土著周扒皮﹐更有流水衙門的父母官﹐統
統離不開鑽研《麻衣相書》。原本衝著“鬻時可以得善價”而來﹐
勞命傷財收點地租﹐點頭哈腰四處打點﹐層層分成所剩無幾﹐連資
金周轉的利息都不夠。更實質的問題是﹐為何開發商“秀”樣板
房﹐賣毛坯房﹖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萬一好不容易等來
下家想種棉花﹐地裡長滿半生不熟的大豆高粱﹐畫蛇添足﹐佃戶﹑
買家﹐兩頭瞎耽誤功夫。“不在地主”不是地主﹐買地為了賣地。
合乎經濟學邏輯的大膽假設是﹐地租購買年（PE）越多﹐地價越
高﹐地租佔地價的比例越低﹐越容易“黑燈率”撂荒。
誰說中國地少人多﹖“地力不盡﹐田不墾闢也。”221“富者有
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雨露降而歲功不登﹐寒暑遷而年穀無獲。富者益以多畜﹐貧者無能
自存”。222 歷朝歷代“一望膏腴之地﹐坐視為黃茅紅蓼之區”。223
漢代“富者田連阡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
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發。”224 三國東吳魚米之鄉﹐“良田
漸廢﹐見穀日少”。225 北魏“農不墾殖﹐田畝多荒。”226 金世宗
以後“甚至在首都附近出現了大量的熟荒地。”227 “宋代不立田

221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16 卷 105 頁。
“慾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有力者播種﹐一歲之後﹐均輸其租﹐如此
乃王化之本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27 卷﹐三冊 621 頁）
223
筆者黑體加重﹔徐光啟﹕《農政全書‧農事‧開墾上》八卷 113 頁。
224
筆者黑體加重﹔崔寔﹕〈政論〉﹐嚴可均﹕《全後漢文》46 卷 470 頁。
225
筆者黑體加重﹔《三國誌‧吳‧三嗣主傳》48 卷﹐《廿五史》1206 頁。
226
《魏書‧高宗紀》五卷﹐《廿五史》2186 頁。
227
筆者黑體加重﹔鄧廣銘﹕〈兩宋遼金史〉﹐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下冊 35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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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不抑兼併﹐民間土地買賣完全自由放任。”228 土地兼併狂
瀾滾滾﹐一瀉千里。229“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
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
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污萊極目﹐膏腴坐廢”。朝廷
詔令“擇其膏腴未耕之處”開荒﹐“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
不到十年的﹐限期百日﹐“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230 比當代
政府對付長期閒置土地的開發商還嚴厲。各地方父母紛紛回奏皇上
英明﹐“百姓失業﹐田多荒萊”﹐荒萊者“多美田”﹑“皆土
腴”。231“可墾辟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己有﹐雖
欲用力﹐末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役慮於菑畬
228

“宋以後各朝﹐大體也是維持這個原則﹐在制度上前後一致。”（趙岡﹕《中國
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143~144 頁）
229
“宋代是在唐代廢除了土地買賣的形式限制之後一個繼起的安定時期﹐也是國民經
濟特別是其中的商品經濟有了大量發展的時期。這時土地買賣和土地兼併﹐大有狂瀾
滾滾﹐一瀉千里之勢。……可見在宋代﹐對土地的任何干預都是辦不到的﹐豪門富室
之兼併土地﹐人們已司空見慣﹐視為當然﹐社會上不再有任何限制﹐故宋代的土地兼
併問題遂愈來愈嚴重。”（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上冊 141~144 頁）“跟宋代
官僚地主普遍三世而後衰微的情況相適應﹐加上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促使土地比較容
易進入流通領域﹐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讓渡極為頻繁。宋高宗時﹐四川立限讓典賣田
宅者納稅印契﹐一次就徵收到契稅四百萬貫﹐婺州徵收到 30 萬貫。如果以契稅
率 10％計算﹐四川印契上的田價總額就達四千萬貫﹑婺州三百萬貫。這時四川的
土地價格每畝為近四貫﹐官府賣田的定價為 8~10 貫。如果以每畝十貫計﹐四川
這次納稅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萬畝﹐婺州有 30 萬畝。雖然這些田地的買賣可能
前後相隔了一二十年﹐但加上另一部分在交易時就向官府納稅印契的田地﹐足以
說明當時投入流通領域的數量之大﹐也說明土地所有權的轉移之迅速。”（朱瑞
熙﹕《宋代社會研究》59 頁）
230
“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
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
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筆者黑體加重﹔馬端臨﹕《文獻通考‧田賦考
四》四卷考 56 頁﹔《宋史‧食貨上‧農田》﹐王雷鳴編註﹕《歷代食貨誌註釋》二
冊 29~30﹑37 頁）
231
筆者黑體加重﹔徐松﹕《宋會要輯稿》五冊 4825~48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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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232 並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城
鎮周邊水利設施完備﹑人人垂涎旱澇保收的肥田沃土﹐土地倒手越
快＝擊鼓傳花容易有下家接手﹐撂荒越多。
ܸᄬ̠ēņѺѐϣгᖼˬछĄŇ֏Ѻѐ̝̰ĎᎸᆿ૱Ďυѣ
ᖼϣҌˬٺछ˵Ą̫̙Ďྺϔ͟Ď҃ϣг͟ਣĎȈѐ̝
มĎ̏ٽᇴĄČČಱ۰ৈಱĎళ۰ৈళĄČČ積荒田土﹐在在有
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為尤甚。ČČϺѣᄲē˘ͽ
ኬϔ̙҃ጩĒ˘ͽᖏࢦ১к̙҃ጩĒ一以其地窵遠﹐難於照應
而不墾Ē˘ͽ̈ϔӧĎώుϐ̙҃ጩĄߏͽਣሰ̝г͟кĎ҃
ᘄ̝ϔ͟᎕Ď使膏腴成棄地﹐ᖏඁࠎ᎕⊠Ďٙͽऱ͟عᓪĎ҃ྺ
ϔ͟ӧ˵Ą233
гล৺̂ณࣘ˿׀г̝ޢĎੵϡ݇ࣤٺг১̝γĎــԯ˘
ొ̶˿гยཉֽĄ࣫ˠϩ͟Ѓഅыዟēņ̫̝шፘ܅Θ൘ऻ̙
؈Ďഴᇈኬଘऻ̙ҌĄᲛፘॹ۰Ďυܝ͗৯ĄČČ̫̝ϣĎళ۰
̙֖ٺਆᎳĎᖼ҃ᏮٺಱވĎ富者利廣佔而不利廣耕ŇĄ˵ѣ
ᙷҬ۞ྶēņ෴ϣ۰̂த͗މĎ然田雖買而無人為耕﹐大率買
20 頃田而所耕者不過二頃Ďͽ̝اމˠĎއྼܧથྥĎ̙ਕវ
ᐐߐͽଂְݑসĎŇČČ˘͞ࢬਆϣ۰εΝ˿гĎ˘͞ࢬࣘ˿׀г
۞г˫ֹ࠹༊ᇴณ۞˿гјࠎܧϠயّ۞ยཉ˿гĄг˧ď
ˠ˧۞̂၆ۤົϠயౄј۞ᗼߏܧ૱ᚑࢦ۞Ď˵ߏȈ̶΄
ˠ൭ଓ۞ĄČČࠤҌΟˠ˵࠻זēņҋҙࢪ̝טҖĎ̝ࣘ׀Ďళ
۰୬ਆٕ҃гĎಱ۰ѣгٕ҃ͻˠĎ͈ѣүഫĎͼا֠ڶĕ
沃壤猶為蕪穢﹐況瘠土乎﹗ᛞᙼٙͽ̙͚Ďኬٙͽ݇͟ĄŇ234

232

筆者黑體加重﹔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16 卷 106 頁。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筆者黑體加重﹔錢泳：《履園叢話》四卷﹐《清代
筆記小說大觀》3310~3311 頁）
234
筆者黑體加重﹔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20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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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斷然否認中國租佃制。事實是﹐經濟越發達﹐租地佃耕越
多﹔越是地少人多﹐良田撂荒越多。“北宋全國各地‘客戶’在總
戶數的比例最大為 90％﹐最小為不及 10％”。235 1930 年代﹐“華
北的土地出租佔耕地面積的 18％﹐而長江三角洲約佔 42％。”236
廣東“全部耕地有 60％以上是從地主那裡租進的。”237 珀金斯根
據多種調查統計全國﹐不在地主“擁有所有出租土地的四分之
三。”238 如果據此反推﹐得有多少土地撂荒﹖譬如廣東人多地少﹐
得中國近代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可耕地面積大概還不到其土地面
積的三分之一。……目前已耕地的面積還不到其土地面積的六分之
一。”239 居然荒蕪泰半﹗黃宗智埋怨“冀~魯地區大部分的租地﹐
都由住在城鎮或鄰村的地主或小土地擁有者租出。……不在村地主
很少關心並非他們居住的村莊的事務”。240 溫州炒房團兼營出租﹐
越是地段好﹑地價高﹑倒手快的高檔豪宅“黑燈率”越高。“沃壤
235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394 頁。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40 頁。
237
“在廣東﹐三分之一的農戶每戶擁有的土地不到五畝﹐將近半數的農戶完全沒有土
地﹐……例如﹐在中山的九個區中﹐有四個區擁有 70~90％的佃戶﹔又如﹐在合浦縣
的九個區中﹐三個區的佃戶佔其農戶的 90％以上。在其他調查過的地區﹐發現佃農在
農戶中所佔的比例最低為 70％﹐最高為 90％。……富農﹑中農和貧農耕種的土地的
總面積﹐幾乎有四分之三是租來的。就連富農也要對他們耕種的五分之三以上的土地
繳納地租﹐因為只有不到五分之二的土地歸他們所有。”（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
與農民》2~3﹑7 頁）另有數據﹐佃戶佔農戶的比例﹐浙江杭州 1888 年為 50~60％﹐
江西新城 1871 年為 70％﹐湖南巴陵 1890 年為 60％﹐江蘇金山 1877 年和江陰 1878
年農家佔總戶數的 80~90％﹐其中佃農佔 50~60％﹐蘇州 1884 年佃農佔農戶總數
80~90％。1905 年﹐江蘇昆山﹑南通佃農佔農戶的 57.4％和 56.9％（李文治：《中國
近代農業史資料》195~196 頁）。秦暉 n+1 次強調﹕“即使在土地確實相當集中的江
南一帶﹐像顧炎武所謂‘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之類的說法也未免誇大
其辭﹑不能過於當真。”（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74﹑75 頁）
238
筆者黑體加重﹔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18 頁。
239
“根據兩廣的地質調查”（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1 頁）。
240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81~83 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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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為蕪穢﹐況瘠土乎﹗”!
顯而易見﹐政治經濟重心區撂荒豐產良田﹐對社會經濟﹑政治
產生的影響﹐與統計撂荒面積佔全部耕地的比例﹐不成比例。241!
!

ˣďņฉഇّ۞થຽП፟Ň!
дྤώཌྷۤົͽ݈۞Ч࣎ล߱̚Ďથຽ͚੨யຽĒČČϠ
யߏ̙൴णĎఱ။ੑயಶົߏะ̚дથˠ͘̚Ďܑٕனࠎથˠ
ੑய۞প۞ԛёĄČČд˘̷ͽ݈۞Ϡய͞ё̰Ďથˠྤώߏݒ
ܑனࠎྤώ۞ࡎ۞ΑਕĒ֭ͷĎдϠயߏۡତࠎϠய۰ώˠ
ϠயϠ߿ྤफ़۞ॡ࣏Ďଐԛ˵ಶߏтѩĄ242
ϠिྤώٕӀྤώĞΟᖞԛё˯۞Ϡिྤώğι۞ᝅϠ
Έԙથˠྤώ˘ᇹĎߏ߸ͪഇ݈۞ྤώԛёĎιдྤώཌྷϠய͞
ёҁᅈͽ݈̏གྷ൴ϠĎČČ࣎ԛё۞Ӏྤώֹ࣎Ϡய͞ё
តͻĎֹЧϠய˧ᒺĎ̙҃ߏ൴णιࣇĎТॡᔘֹೌ
ၝ۞ېၗϖ˳̼ĄČČдֲ߷۞Чԛё˯ĎӀਕૉ˳ܜჯ
˭ΝĎ՟ѣдགྷᑻརڼ߆ჺୀ̝γĎ͔̦ᆃҾ۞ඕڍĄ243
241

冀朝鼎名著《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提出“經濟重心
區”概念﹐美國中國史學家瓦特（John Watt）發揚行政中心論﹐夏巴發揚經濟中
心論﹐施堅雅綜合二者﹐發揚城市中心論。無論城市興起的原因是政治還是經濟﹐城
市周邊興修的水利設置齊備﹐管理完善﹐多為豐產良田（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
期城市研究》128~137 頁）。
242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365~370 頁。
243
在“這個形式的高利貸資本”和“使這個生產方式變得窮乏”之間﹐馬克思用雙
波折號加入補充﹕“— 在這個形式內﹐它實際會佔有直接生產者的全部剩餘勞動﹐
但不改變生產方式﹔在這個形式內﹐生產者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或佔有權及與此相應
的分散的小生產﹐正是根本的前提﹔因此﹐在這個形式內﹐資本不直接支配勞動﹐也
不當作產業資本和勞動相對立 —”。在“同時還使這種悲慘的狀態永久化”之後﹐
馬克思緊接著繼續﹕“在這種悲慘的狀態中﹐並不像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那樣﹐有勞動
的社會生產率﹐以勞動本身為犧牲而發展起來。所以﹐從一方面說﹐高利貸對於古代
74

圖~3﹕投機賭博舊經濟 — 不計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和政府橫徵暴斂

西方封建莊園﹐“農奴擁有並使用生產工具和一塊土地。……

的財富和封建的財富﹐對於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發生過覆滅的和破壞的作
用。從另一方面說﹐它也顛覆了﹑破壞了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總之﹐顛覆了﹑破
壞了一切在其中生產者還是他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形式。”（馬克思﹕《資本論》
三卷 36 章〈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695~699 頁）
75

農奴生活有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244 中國古代小農經
濟﹐幸也不幸﹐時刻身處激烈的市場競爭。自耕農災年（或青黃不
接）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只好佃耕。胡如雷創“佃農最低土
地必要量”概念的核心是“無恆產者無恆心”。沒有土地所有權﹐
佃農犯不上操心水利建設﹐培植地力。高額地租逼迫佃農掠奪式經
營。並且“佃農擴大租地﹐同自耕農擴大耕地不同﹐不須要支付一
個地價﹐追加的墊支工本比自耕農所需的地價＋工本少得多﹐這
樣﹐佃農就有條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擴大租地面
積。”於是“佃農的實際耕種面積一般都較自耕農為多。”245“田
廣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故地
力不可得而盡也。”246 並且地權經常改變﹐70％的租約不定期。定
期租約中﹐88％五年以下。247 與包產到戶 30~50 年不變﹐不可同
日而語。
˿гᖼ͘১Ҫᙯܼঘ̈́ಏᆸ۞˿гٙѣ۰Ą˘࣎ϣг۞
ˠΞਕүࠎ෴۞Ҫ͗ᚶᜈдֽࣧ۞гਆүĎҭߏдګΔڌΔొ
১ࡗՏѐืՀາ˘ѨĎд̋ڌҘΔొ۞ѐˬሢטгડՏ
ѐ①ᄮ˘ѨĄՀ૱֍۞ߏ˿г෴ޢਆү۰˵ᐌ̝តೱĒٙͽ˿г
244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卷 360 頁。
“定額租制下的佃農不輕易增加租地﹐耕作比較集約化﹔分成制下的佃農更易於擴
大租地面積﹐去接近最高租地限量﹐耕作比較粗放化。”（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
形態研究》117﹑318~319 頁）
246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16 卷 106 頁。
247
“就全國而論﹐永佃制只佔租佃契約 21.1％﹐定期租約僅佔 8.1％﹐不定期租約則
佔絕大多數 — 70.8％。後者包括口頭的租佃約定。表 7~9（1936 年統計）列出定期
租佃契約的年限分佈。很明顯的﹐中國農戶偏向於一年﹑三年及五年三種年限。
87.6％是五年或不滿五年的租約﹐五年以上者甚少。”（筆者黑體加重﹔趙岡﹑陳鐘
毅﹕《中國土地制度史》307 頁）雖然由於原本荒地或原本田主抵押給地主等等原
因﹐各地都有永佃農戶﹐但在激烈爭佃﹑地租不斷上昇的情況下﹐“永佃制”很難普
遍實行（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1~253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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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ᐛᓄ෴˵ຍק˿гਆү۰۞ᐛᓄՀೱĄ248

商人兼併農人﹐“不在地主”肥田沃土“黑燈”﹐不成比例地
減少土地供給﹔失地（或部分失地）農民佃耕掠奪式經營﹐高產田
種成低產田﹐平添土地需求。“惟田稀佃眾﹐供不逮求﹐於是租約
漸增﹐所耕益多﹐所收益少。”249 兩頭一擠﹐加劇租佃土地的競爭
→ 地租增加。250“然則田日積而歸於城市之戶﹐租日益而無限量之
程﹐民困之由﹐不原於此乎﹗”251
༊ҋਆྺ̂ณᖼ̼ࠎҪྺॡĎਆ࠹Тࢬ᎕˿гٙᅮࢋ۞౻જ
˧υЯྺຽགྷᒉ۞̼҃ٸѣٙഴ͌Ďεຽྺϔ๕υᄃ࣌͟ᆧĎ
гଂ҃ΞͽӀϡྺϔᚮ۞ۋΐᆐ̂དྷᙣҪᆧ১ďဳҪᆧ১Ąг১
Ϥ̣ј̱҃јď˛јďࠤҌˣјĎ̂ౌ൴ϠдП፟ล߱Ď৪ಶ
дٺѩĄ252
248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61 頁。
梁鼎芬等﹕《（宣統）番禺縣續誌》12 卷 164 頁。
250
譬如 1894~1912 年﹐奉天遼中縣地租購買年從五年變成 2.5 年。譬如 1854~1860
年﹐農戶租穀與押租利息合計佔產量的比例從 41.5％上昇 56.9％（李文治：《中國近
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6~257 頁）。
251
陶煦﹕《租覈》6 頁。
252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18 頁。“在地主經濟中心地區﹐如江蘇﹑廣
東等較富裕的省份﹐地租約佔一半的收成﹔30 年代﹐全國的地租平均值是 44％的收
成。”（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162 頁）“晚清時期﹐……‘拉鞭地’﹐亦稱
‘把牛地’﹐是最普遍的租佃形式之一。租種這種土地的農民﹐基本上沒有生產資
料﹐農具﹑牲畜﹑種籽都是地主的﹐甚至連住房也是地主的﹐農民通常只有一條趕牛
的鞭子。地主對這種農民的剝削最為殘酷﹐每年地主因出租土地和牲畜﹐而從收穫物
中拿走 60~70％。‘賠牛地’也是一種普遍的租佃形式。……地主要從收穫物中拿走
50~60％。”民國期間﹐蘇北“租率一般都在 50~70％﹐高的達到 80％。”（池子
華﹕《中國近代流民》42~43 頁）“一般說來四川的地租率高於全國的平均﹐山區的
租率尤其高。川北的地租在豐年可能高到土地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而且為了避免農
作物價格的昇降和災荒等的影響﹐地主一般收錢租。川東川北森林地的租金可以用桐
油林地為例子。主佃分配產值大概是六四分或七三分。”（陳志讓﹕《軍紳政權》
129 頁）廣東“在大多數情況下﹐地主分得 40~50％﹐有時多達 60％。”（陳翰笙﹕
《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61 頁）趙岡﹑陳鐘毅廣泛搜集資料﹐結論﹕地主出租土地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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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為了提高完租的保障程度﹐越來越多的地主要求佃
戶先交“押租”﹑“預租”﹐類似如今僱民工扣身份證或讓雇工先
交一筆押金﹐以防不辭而別﹐影響工程進度或正常經營。253 不僅如
此﹐田稀佃眾﹐市場調節“押租”直逼地價﹗254 有意思的是﹐“押
租”進步成所有權分割﹐“田地”﹑“田面”分開賣買。雖然有時
地主賣地﹐不方便即刻鏟佃﹐255 花錢受剝削的中國特色﹐直接增加
佃農負擔﹐把眾多連農具﹑種籽﹑耕牛﹑房屋都不具備的貧苦農民
淘汰出局。不難想像﹐地主放佃﹐很多時候﹐首選尚有小塊土地或
房屋的本地居民﹐以降低拖欠逃亡風險﹔或者相對富裕﹐交得起押
租﹑預租﹐有能力按時交租的中農。基本無地的貧農﹐赤手空拳的

給佃戶經營﹐採取定額地租（“硬租”）與“分益地租”各佔一半。“從西漢開始
到民國時期﹐前後兩千多年﹐凡是採取分益租制的佃約大多是對半均分﹐迄無顯著
改變。”定額地租則依據多年平均數﹐按照對半開原則﹐定一個死數﹐無論年成好
壞﹐豐收歉收﹐定額不變（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266~287 頁）。
1937 年﹐河北省平均地租率 53.7％﹐山東 49.8％（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
告綱要》）。
253
譬如 1905~1914 年﹐昆山﹑南通有押租佃戶的百分比分別高達 40.9％和 76.7％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8 頁）。
254
“到了清代﹐交錢承佃的事情就相當普遍了﹐正式形成押金制度。”押租演化成土
地所有權和承佃權買賣。“筆者曾就所見資料製出‘平均每畝押租價格表’﹐獲知押
租量大約相當於一年多的地租量﹐有些地方要比這個數量大得多﹐如四川雲陽縣彭﹑
湯二水之間的佃農多大戶﹐交租在四﹑五十石以上﹐百石以下﹐而‘壓樁之費﹐常逾
千兩或數百兩”﹐以交租量和押金量相比﹐大約每承種一石租子的土地﹐要交壓樁銀
十兩﹐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儘管筆者不知當地的田價和畝租﹐可以估計﹐這個壓樁
費將同土地價格差不多。”（馮爾康﹕〈清代地主階級述論〉﹐《中國古代地主階級
研究論集》241~244 頁）“四川是押租額最高的省份之一﹐川北的押租尤其沉重。”
（陳志讓﹕《軍紳政權》129 頁）
255
“在最有利的情況下（約佔 10％的總租佃關係）﹐佃農擁有長期的土地使用權﹐
並可以世代相傳。佃戶使用肥沃的表層﹐地主則擁有表層下的土地﹔就如在國家土
地﹑寺廟地及新開墾的邊疆地區所常見的﹐在這種制度下﹐佃農的地位相當於半有
產者。”（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第 163 頁）
78

外來人口﹐只配接手“半夜雞叫”的長工﹐幹活＝要飯的短工。
在這個背景下﹐圖~3 呈現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兩個方面分頭
加劇的諸多次級循環﹕地租（包括“押租”）上昇﹐交地主越多﹐
自己留下越少﹐越得盡量多佃土地﹐越發掠奪式經營﹐加劇租佃土
地競爭﹐需求拉動地租上昇……。地租上昇到佃農經營的極限﹐
年成稍有不好﹐佃農欠租﹑欠債還不上﹐乾脆棄地逃亡﹐徒增沃
土撂荒。256 佃農逃亡＝增加收租成本﹐進一步降低“不在地主”放
佃的興趣﹐想方設法送走欠租鬧事的房客﹐再租出去自然慎之又
慎﹐結果進一步增加豐田“黑燈率”﹐再減土地供給……
Ւϣ۞ϣ১ࢋд౷ϰᘳৼĄඁॕ˵ــдϰเ݈ᇈќĄਆ͗Ϊ
Шࣄͽᑕ;১ඁĄЯࠎ১ඁт̙ৼԆĎਆ͗ــಶ̙ਕ౷ϰĄ
౷ϰͽޢਆ͗ᄃĎٙࣄ۞ώӀಶଂᆊ̚љੵĄ5 ͡ࣄغ
ৼ১ඁĎ6 ͡ܐӈ౷ϰĎҌᏵ ٺ6 ͡غᔘĄࣄഇᔵΪߏ˘࣎͡˯
257

˭Ď҃Ӏिࢋზ࣎͡ĒЩཌྷ˯͡Ӏˬ̶Ď၁ᅫ͡˞;ݒӀ̶̱Ą

實物地租到貨幣地租﹐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歷史性進步。譬
如“聖人之府”一點不講克己複禮﹐貨幣地租與時俱進﹐佔近一
半。258 這一進步不要緊﹐農產品蛛網效應的週期振蕩﹐再多一個
256

“逃亡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反抗鬥爭形式。”除平時難以忍受﹐被迫逃亡﹐“每當
農民起義等戰亂年代﹐或遭受嚴重天災﹐就會發生大批佃戶逃亡。”（何齡修等：
《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541~544 頁）
257
《陳翰笙集》106~107 頁。
258
“在孔府的整個地租中﹐租銀的徵收佔很大的比例﹐甚至幾乎要佔到二分之一。”
（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271 頁）譬如蘇州府“最可異者﹐納租收錢
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價﹐必以市價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錢作一石
算﹐名曰折價。”（陶煦﹕《租覈》1~2 頁）不僅如此﹐訂租合同依據收穫前的城市
糧價。“而城中租棧折價甚昂﹐每石定價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適值新穀登場﹐米市驟
跌﹐每石不過售一元七八角﹐洋價短至 1070 文。鄉民載米出糶﹐持洋完租﹐以洋作
錢﹐三過其門﹐喫虧不少﹐大都剜肉補瘡。”（《申報》光緒九年 12 月 8 日﹐李文
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輯 259 頁）
79

“錢期”﹑“米期”雪上加霜。播種季節家家借錢買糧度荒（包括
種籽）﹐收穫季節家家賣糧﹐交租還債。259 “春夏之間﹐青黃不
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 260 賣糧還債時糧價
低﹐借錢買糧時糧價高。“是以小民一歲之收﹐始則賤價歸商﹐終
仍貴價歸民。”261“及春閒力作﹐借銀糴穀﹐借穀種田。穀之息借
二還三﹐銀息不過二分。穀貴﹐借銀以糴穀﹔穀賤﹐糶穀以償銀﹔
轉移之間﹐其失自倍﹐於是種田之家病。”262 利用青黃不接和收
穫季節的價格差﹐按錢計算的超高利息﹐又加兩趟錢糧互換的反復
折騰。263 裡外裡﹐商人倒騰農民種的糧。司馬遷時代伊始﹐“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恣膽張羅。264“錢期”高岸﹐“米期”
深谷。秋季穀賤傷農﹐春季穀貴傷農。兩千年一貫制﹐農民種田﹐
水深火熱。
ԇˠͳߦᄲēņΟˠѣ֏ēክྺ๋Ďෳ๋ϔ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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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
息利倍稱﹐不足以償補債。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
者﹐日以窮困。”（梁章鉅﹕《退庵隨筆》七卷 6 頁）另外﹐貧下中農往往“不得不
賣掉細糧換粗糧﹐甚至在青黃不接之時借糧度日。”（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
家》4 頁）
260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一卷 6 頁。
261
“典商囤戶坐享厚利﹐而小民並受其困矣﹐此囤當米穀之為害甚烈也。……蓋囤
當之弊﹐江浙尤甚。而囤當之物﹐並不獨米穀也。每年遇蠶絲告成及秋底棉花成
熟﹐此等商戶一如收當米穀之法﹐恣膽張羅﹐竟似小民衣食之計止以供奸商網利之
圖。”（湯聘﹕〈請禁囤當米穀疏〉﹐《皇清奏議》44 卷﹐《續修四庫全書》473
冊 388 頁）
262
李象鯤﹕〈平價禁囤議〉﹐《皇朝經世文續編》46 卷 1~2 頁。
263
如光緒年間﹐安徽壽州“春夏之際﹐每穀一石﹐值銀四錢五錢不等。至秋收時﹐
一石一斗值銀三錢三分耳。其為利甚大。”（曾道唯等﹕《光緒壽州誌》34 卷 8 頁）
264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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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霜上結冰。政府貨幣發行宏觀調控﹐“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五銖錢等價交換不變﹐摻雜虛價的通貨膨脹亦不變。美國
《經濟學》教科書定義﹕“經濟史是通貨膨脹的歷史。”266《中國
貨幣史》證明﹕“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其所受通貨貶值和通
貨膨脹的禍害﹐有中國人這樣多而深的。”267 幣值多變和通貨膨
脹﹐尤其肆意濫發紙幣﹐268 宏觀經濟籠罩全局﹐成為商人兼併農人
的無形推手﹗通貨膨脹越猛烈﹐商業積蓄越必須保值增值﹐理性理
財的土地兼併越紅火。
陳翰笙總結中國古代最發達的市場經濟﹐“農民如果有充分的
265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363~363 頁。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 292 頁。
267
“中國自漢以來﹐物價漲到萬倍的至少有五六次﹔金人治下漲到六千萬倍以上﹐其
他百倍十倍以內的上漲﹐次數更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冊 14 頁）
268
“到 1161 年時﹐國家一年就發行了一千萬張紙幣。”（約翰‧霍布森﹕《西方文
明的東方起源》50 頁）
266

81

耕地﹐有豐滿的收入﹐那麼農產越是商品化﹐農民的收入越多﹐而
生活應當更好。”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現有土地制度的
情形下﹐中國的農場越是商品化﹐人民痛苦越厲害。”269!共產黨總
結﹐“因各地金錢作用及商業作用發展的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亦不
同﹐金錢和商業之愈發展﹐農民的分化亦愈厲害﹐而且天災戰禍使
農民的生活降低而加緊農民的階級分化。窮的更加窮﹐而極小部分
的富人更加富”。270 !分家析產的解耦機制﹐按代際展開﹐只能緩
解﹑無法遏止貧富兩極加速度分化。農產品蛛網效應﹐土地買賣追
漲殺跌﹐“閻王債”利滾利﹐米期﹑錢期輾轉翻騰﹐個個狗咬尾巴
螺旋﹐層層驢打滾加碼。再加上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專制政府橫
徵暴斂﹐諸多大小惡性循環互為動力﹐自我加強﹐相得益彰﹐一部
分人迅速先富起來﹐越來越多的大多數但求溫飽不可得﹐從耕者有
其田的自耕農 → 佃農 → 雇農 → 流民游食 → 沿街乞討﹐轉輾
溝壑﹐落草為寇﹐兵荒馬亂“讓子彈飛”﹐造成更多土地撂
荒……。別說鴉片戰爭對外開放三座大山了﹐奸商﹑貪官﹑高利
貸﹑地主﹐四位一桌傳統麻將﹐足夠勞苦大眾永遠“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了。
269

“地權集中﹐農民離散……失地的農民﹐隨著地主的集中而增加起來。他們因為搶
租地主的田﹐不得不屈服於高額的田租。田租又隨著苛捐什稅增加。佃農因為不能應
付不斷增加的田租而淪為雇農。但又因為農場經營面積的狹小﹐被僱的人數不多。所
以破產的農民﹐大批的離村。”（原文黑體小標題﹔《陳翰笙集》197~198﹑202~203
頁）不僅如此﹐“貧農常因窮困和傭工的需要﹐迫不得已採取極不合理的耕作型式﹕
他會過分集中於經濟作物﹐……不少貧農農場﹐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經營式農場
一倍的勞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劇遞減的邊際報酬。他們之中有的過分集中於單一的經
濟作物﹐因此﹐收成豐歉和市場價格昇降的風險﹐會使他們長期的平均收益受到損
失。”（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303~304 頁）譬如廣東番禺“佃農
以稻田所入不逮他植﹐多好雜植果蔬。於是米粟不足食﹐多仰給外省外洋。”（梁鼎
芬等﹕《（宣統）番禺縣續誌》12 卷 164 頁）
270
〈1928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案〉﹐章有義：《中
國近代農業史資料》4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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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如此﹐歷代王朝莫不如此。272 需要強調指出﹐傳統麻將比
不上當代投機賭博新經濟。現代化遊戲花樣翻新﹐房地產泡沫破滅
了炒股票﹐股市泡沫破滅了炒期貨﹐期貨泡沫破滅了炒外匯。金融
市場衍生工具五彩繽紛﹐選擇多多﹐大壓小一副牌﹐鋤大地﹑鬥地
主﹑爭上游……﹐且有的玩哩。古代農業社會﹐產業層次單薄﹐糧
食投機和土地買賣玩到頭﹐冇得戲換﹐勢必重新洗牌。
如何洗牌﹖現代文明﹐有限責任。企業破產﹐個別羞愧的跳
樓﹐多數皮厚的毫髮無損。所羅門兄弟死翹翹﹐雷曼兄弟死翹翹﹐
“法人”去世﹐哥兒幾個照常喫香的喝辣的﹐喘口氣﹐隨時有興
趣﹐重新註冊個企業捲土重來。273 就算群眾“股蟻”傾家蕩產﹐社
會保障一應俱全﹐甚至還有香港政府按人頭派紅包﹐執政能力聞所
未聞。古代野蠻﹐直來直去動真格兒的。《威尼斯商人》兩肋插
刀﹐楊白勞暢飲鹽鹵﹐重新洗牌＝性命相拚。一般王朝初期﹐人少
地多﹐糧貴田賤。新政府招徠流亡﹐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經濟復
271

楊錫紱﹕〈陳明米價之由疏〉﹐《清經世文編‧戶政 14》39 卷 23 頁。
歷代地價上漲﹐都有人口增長因素﹐不過地價上漲比人口增長快得多。譬如﹐雍
正後 50 年時間﹐地價上漲 20 多倍。根據梁方仲的數據﹐1721~1766 年（康熙 60 年到
乾隆 31 年）﹐中國人口從 2562 萬增加到 20809 萬﹐增長八倍（梁方仲﹕《中國歷代
戶口﹑田地﹑田賦統計》10 頁）。
273
譬如“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輸掉了整整 45 億美元﹐幾乎將華爾街整個拖入深淵”。
15 個月以後﹐1999 年 12 月﹐發起人約翰‧麥利威瑟又籌到 1.5 億美元﹐“重新揚帆
遠航了。”（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 285 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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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安定團結至中期﹐人口增加﹐繁榮娼盛。“社會生產力較前大
大發展﹐生產品較前大大增多﹐交換流通的頻率也較前大大增加。
在這種前提下﹐土地買賣的頻率﹐也自必加大。”274 “後承平寖
久﹐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焉。”275 接下來老一套﹐歌舞陞平文恬武戲﹐貪官長袖善舞﹐奸商
多錢善賈﹐地價越買越高﹐泡沫越炒越多。“民多逐末﹐地多拋
荒。”276 一方面“不在地主”越來越多﹐良田“黑燈”越來越多。
高價買地“套牢”＝“泡妞泡成老公﹐炒股炒成股東”﹐再說有老
婆睡覺﹑股息分紅﹐喫虧蝕本的情理相同。一方面失地農民越來越
多﹐租越收越高﹐地越種越薄﹐稍有天災人禍﹐欠租逃債“奔迸流
移﹐不可勝數”﹐277 最後用十室九空的代價改朝換代﹐秦末的陳勝
吳廣﹐西漢的赤眉綠林﹐東漢的黃巾軍﹐隋末的瓦崗寨﹐唐末的黃
巢﹐宋末的宋江方臘﹐元末的紅巾軍﹐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清末
的太平天國﹐一直到共產黨領導農民革命推翻現代化三座大山﹐概
莫能外。
εΝҋछྺಞ҃јࠎ˘࣎৷ო۞ัྺĎඈࢬٺᓜछໝ۞
ྻĄЯѩĎళྺົ̙ᜪ˘̷гկկԹҝ۞̈ྺಞĄጐგд;১
ĞٕৼඁğޢٙೀĎົ˼͞ѺࢍгඕЪछलྺүᄃൺഇไ
274

“也就是說﹐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率﹐也在增大。”（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
399 頁）
275
《宋史‧食貨上‧農田》﹐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二冊 35 頁。
276
梁章鉅﹕《退庵隨筆》七卷 3 頁。譬如明朝“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
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故家家豐足﹐
人樂於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增﹐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
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
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
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
之﹐已六七分去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110~111 頁）
277
《晉書‧食貨誌》﹐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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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Ꮵќˢֽჯ˘छ۞ϠࢍĎԓဦؼቤࠎ۞̍ܜ
ྻĄߏ˘ໂ̙ᘦ۞ؠϠ߿͞ёĄ˘όГዎצᑅ˧ — ኢ
ߏኬඁΐࢦĎξಞᆊॾ۞ࢫچχᑝĎ߆ᝋ۞ᑿϡĎጼۋ൸ࣥĎԺ
ٕ͇խ — ޝܮटᙹٽᖬĄ࣎Ηய̼˞۞̈ྺགྷᑻ۞ԛјĎϒ
ߏ઼̚ྋྺ݈ٸՅᇴ͵ࡔͽֽ̂ఢሀજᎿ۞ඕၹّૄᖂĄ278

恩格斯曾經概括雅典歷史﹐市場經濟商品交換﹐在游牧﹑農業
和手工業兩次社會分工之後﹐“它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
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
ι౹ౄ˞˘̙࣎ଂְϠய҃ΪଂְயݡϹೱ۞ล৺ — 商人Ą
дѩ̝݈Ďล৺ԛј۞˘̷൴ბĎౌΪߏᄃϠய࠹ᓑᘭ۞Ēιࣇԯ
ଂְϠய۞ˠ̶ј˞ᅳጱ۰ેҖ۰Ďٕ۰̶ј˞ྵ̂ఢሀ۞ྵ
̈ఢሀ۞Ϡய۰Ą྆ࢵѨன˘࣎ล৺Ďιॲώ̙ણᄃϠயĎҭ
ԆБဳ˞פϠய۞ᅳጱᝋĎ֭дགྷᑻ˯ֹϠய۰ڇଂҋ̎ĎČČ˘
࣎Ϡล৺Ďৌϒ۞ۤົϠᖪล৺ԛј˞ĎČČιд͛ځॡഇܮ
˞פດֽດၷ۞гҜ၆Ϡய۞ດֽດ̂۞ڼᝋĎۡזޢ
ιҋ̎˵Ϡயҋ̎۞ய!—!ݡฉഇّ۞થຽП፟ࠎͤ。279

請注意﹐恩格斯闡述“週期性的商業危機”﹐尚未金融海嘯﹐
說的是公元前歐洲首次發展的“古典”市場經濟。一百多年過去﹐
278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317 頁。
“隨著商品生產﹐即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交換的生產的出現﹐產品必然易手。
生產者在交換的時候交出自己的產品﹔他不再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會怎樣。當貨幣以及
隨貨幣而來的商人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介人插進來的時候﹐交換過程就變得更加錯綜
複雜﹐產品的最終命運就變得更加不確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們誰都不知道誰在做
什麼。商品現在已經不僅是從一手轉到另一手﹐而且是從一個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生
產者喪失了對自己生活領域內全部生產的支配權﹐這種支配權商人也沒有得到。產品
和生產都任憑偶然性來擺佈了。……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
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
規律﹐以自發的力量﹐在週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起著自己的作用。”（原文黑體﹔恩
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 162﹑171 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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擯棄恩氏老古董﹐吳敬璉“編者按”寫黑體字﹕“市場經濟是引領中
國經濟再鑄輝煌的必由之路。”280 市場調節農產品生產﹐蛛網效應
週期震蕩﹐“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281“農夫連車
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282
市場調節土地要素﹐“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283
商人兼併農人﹐“荒地面積日益增加﹐無地農民﹐日漸眾多。”284
1922 年﹐九億畝土地撂荒﹐佔全國耕地和園圃面積一半以上。285 失
地流民兩千萬。286“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287
280

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 60 年〉﹐《財經》2009 年 9
月 28 日﹐74~103 頁。
281
《管子˙國蓄》﹐姜濤﹕《管子新註》481 頁。
282
蘇軾﹕〈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蘇東坡全集》下冊 463 頁。
283
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五條〉﹐《陸宣公奏議》99 頁。
284
“中國有兵兩百萬﹐大多數是來自無地耕種的貧農。”（《陳翰笙集》58 頁）
“當兵喫糧”成立眾所周知的口頭禪。“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喫﹐成
千上萬地當兵去了。”（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154 頁）
285
“據日本東亞同文會出版的《中國年鑑》所載﹐1914 年﹐全國荒地面積已達
358236867 畝﹔而到 1918 年時﹐則已增加到 848935784 畝了。又據農商部統計﹐1922
年全國荒地面積﹐計為 896216784 畝﹐佔全國耕地和園圃面積的半數以上（按農商部
1915~1921 年的統計﹐在中國 21 行省間﹐耕地和園圃總面積計為 1745669003
畝）。”（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155~156 頁）“如民國 11 年農商部所發表的全
國荒地面積﹐總數達 896316784 畝﹐較民國七年又增加 47381036 畝。再如民國 19 年
內政部統計司根據民國 18~19 年 10 月 21 省 567 縣的呈報﹐估計全國荒地面積為
1177340261 畝﹐……據天津《大公報》及西安《民意日報》20 年調查 19 縣所得結
果﹐每縣被荒廢不耕的田地﹐平均佔總耕地面積 70％”（筆者黑體加重﹔鄧雲特：
《中國救荒史》129~132 頁）。
286
“據 1935 年偽農業實驗研究所調查﹐在有報告的 1001 縣中﹐農民離鄉總數當年至
少在兩千萬人以上。”（《中國農業地理總論》59 頁）。“又據 1935 年對 1001 個縣
的調查﹐農民流離逃亡者至少有兩千萬以上﹐以至‘戶鮮蓋藏﹐途有餓殍﹐年富力強
者﹐多鋌而走險﹐致盜賊起於郊野﹐哀鴻遍於村原﹐耕者離其阡陌﹐織者離其機杼﹐
扶老攜幼﹐逃亡四方’﹐引起社會的不安定。”（上海《大晚報》1935 年 6 月 28
日﹐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13 頁）“據估計﹐在 1933 年﹐就有 5％的總農戶和
9％的男女青年﹐離開自己的家鄉。”（奧斯特哈梅爾﹕《中國革命》174 頁）
287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一卷 8 頁。
86

有可耕的土地而不耕﹔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ĒࢶപďᇃэďѲ
ᐝඈ۞ᅙҖᅙཱི̚ુ᎕̂ณ۞ఱ။ྤώ̙҃ਕᑕϡྺזຽϠய
˯ΝĄྺߏܮՅϠயᙯܼᄃྺՅϠய˧۞Ϭ࠼Ąਆгٙѣᄃਆг
ֹϡ۞ࡦĎ˜ߏ࣎Ϭ࠼۞ॲώࣧЯĄ288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
ഫࢴ̝ϔϏႽᕩྺ˵ĄϔళĎо֢ϠĄళϠ֖̙ٺĎ̙֖Ϡ̙ٺ
ྺĎ̙ྺ̙гĎ̙гᗓฏᅅछĎϔт౧ᘙĎᔵѣݱஎ
289

ѰĎᚑࢦڱЖĎ൘̙ਕ༰˵Ą

沿著這條古道“再鑄輝煌”﹐繁榮娼盛乾柴烈火﹐待到楊佳﹑
鄧玉嬌呼嘯成群時﹐刁民成暴民﹐市場調節還能把人肉料理成家常
便飯哩。不但“人相食”﹑人肉充軍糧的記載史不絕書﹐易子而食
的物物交換﹐經濟規律成明碼標價的人肉市場。譬如黃巢菊花開
罷﹐盛唐餘暉照耀﹕“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市中賣人
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290 金克木盛讚吳敬璉﹕
ˠ҇ᆊΪѣ҇ۓᆊ۞̶̣̝˘Ąຐֽ̙֍ߏЯࠎקѣᐹ
КĎ҃ߏϤٺˠ҇ͧ҇ۓटזٽĄˠտౣͧۓкĄߏֻՐఢޠ
ՙ۞ؠᆊॾĄ291

˝ďņᐝᄏͧᐝϩܜԣŇĔ
ԧ઼˿ົۤޙދг෴۞хдߏгᆊхд۞ૄᖂĎ҃гᆊ۞х
дώ֗ߏ˘࣎̂۞Ą၆఼ٺ࿅ᔉ෴˿г҃൴णјҋਆྺ۞ྺ
288

“田租﹑稅捐﹑利息的負擔與生產力的背馳﹐充分的表現著這個矛盾正在演進。”
（筆者黑體加重﹔《陳翰笙集》120 頁）
289
筆者黑體加重﹔《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冊 72 頁。
290
司馬光﹕《資治通鑑》254﹑263 卷 5490﹑5684 頁。
291
金克木：《文化三書》171~172 頁。
87

ϔֽᄲĎгᆊҫΝ˞ࣇ˘࣎࠹༊Ξ៍۞ੑಱĎ҃ొ̶ੑಱώֽ
ߏΞͽϡٺϠயါ͚۞Ąԓ୕˯ࠎچҋਆྺ۞ҪྺĎ˵ົԯ˘۞ؠ
གྷᑻ˧ณᐼ౯ֽĎͽ;͚ܮгᆊĎଂ҃ഴ͌˞ࣇ۞Ϡயါ͚Ą
гᆊ۞ྵѝனĎߏԧ઼۞ົۤޙދপᕇ̝˘Ď˵ߏԧ઼ົۤޙދ
ٙপѣ۞˘࣎གྷᑻ˯۞ன෪Ą292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293 土地是最主
要的生產資料。中國獨特的小農經濟﹐不僅需要市場交換互通有無﹐
深耕﹑施肥﹑複種﹑倒茬的複雜耕作﹐需要土地私有制﹐調動農民開
墾﹑愛護﹑培植土地的積極性﹐“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工﹐
以助地力”。294“有恆產者有恆心。”尤其盛唐以前﹐無垠荒莽可以
墾殖﹐“耕者有其田”﹐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有學術意義的是﹐中
國山地丘陵﹐大陸季風﹐物種豐富﹐災害頻仍﹐精耕細作的園藝農業
（包括日本﹑臺灣）﹐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多種經營﹐土地的規模效益
有限。從漢代到近代﹐每個勞動力平均耕地 15 畝﹐與美國家庭農場
（1925 年）平均 873 畝﹐不可同日而語。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超過
家庭經營的自耕能力﹐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295 包產到戶改革至
今的實踐證明﹐即使翻地﹑收割等生產環節實現了機械化﹐多種作
292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97 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 145 頁。
294
王充﹕《論衡‧率性篇》﹐《論衡註釋》一冊 109 頁。
295
1909 年﹐法國家庭農場平均 135 畝。寧可說“漢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耕地 15
畝。……與 20 世紀 30 年代一般中國農場的實際狀況﹐相距並不很遠”。華北平原
“按照 30 年代的農業技術水平﹐本區一個成年男子可以耕種 15~30 畝地。……30 年
代﹐耕地面積的 84％﹐仍屬小規模家庭式農場。”（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
會變遷》58~59﹑66﹑84 頁）戰國李悝所謂“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西漢所謂
“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江南水田“上農不過任十畝﹐……張氏楊園
集農書云吾里上農一人止能治十畝﹐故田多者輒佃人耕植而收其租。”（陶煦﹕《租
覈》6﹑10 頁）總而言之﹐“無論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在農業制度上並無多少規模
經濟可言。”（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70~73 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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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園藝式種植﹐從灌溉到日常打理﹐適合家庭經營。過度分散零
碎的田地連片集中﹐≠能和大面積種植單一作物的美國農場接軌。
換句話說﹐市場機制把土地調節成“富者田連阡陌”﹐古今均非中
國特色農業的福音。
《經濟學》教科書教導﹕“我們都不願意頭蓋骨比頭皮長得
快”。 296 布羅代爾胡說八道﹐市場經濟廣泛深入﹐“這就是中國
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重大原因”。297 這不﹐眼瞅著身首異處
了﹐阿 Q 往判決書上﹐連個圈都畫不圓。就這麼低素質﹐不僅經營
商品經濟﹐而且交易不動產。沒有註冊公證﹐缺乏清產核資﹐不用
律師會計﹐債務契約﹐地權轉讓﹐隨便抻張馬糞紙﹐白紙黑字不
識﹐姓名不會寫﹐胡亂按個手印﹐喜兒要不回來了。春暖花開﹐典
當長滿蝨子的破棉絮值幾個錢﹖寒冬臘月沒錢贖回﹐人命關天﹗難
怪文盲時常矯情地主當時說的和後來寫的不一樣﹐市場經濟盲目超
前﹐猶如現在誰也看不明白的保險合同千頭萬緒。古代比較當代﹐
香港年年評選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港口城市寸土寸金﹐沒有土地私
有制﹔金融中心任買任賣﹐港幣價格永遠固定。
囿於農業剩餘繁殖資本主義的假設﹐以往剝削分析﹐注重土地
產出的收益分配。未曾經歷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金融危機＋金融海
嘯﹐不易想像兩千年時間﹐農民玩命“內捲”﹐牙縫裡省下點錢﹐
296

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 183 頁。
“店鋪和流動商販都數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缺少了高級機件 — 商品交易會
和證券交易所。倒也有那麼幾個交易會﹐但都是邊緣性的﹐在蒙古附近或廣州﹐給外
國商人開的﹐這也是監督他們的一種形式。箇中的因由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政府反對
這些高層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級市場的毛細血管式的流通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已經夠
用了﹐不再需要動脈與靜脈了。出於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因﹐或二者兼而有之﹐中國之
（商品）交換是一方無峰無丘﹑削平了的地盤。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
重大原因”（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第 19 頁）。世界上誰見過“不再需要
動脈與靜脈了”的毛細血管流通﹖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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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賣貴買土地﹐無數次往返﹐持續付出的鉅大代價﹔商業“射
利”﹐金融盤剝﹐土地理財買進賣出﹐周而復始﹐無端消耗的社會
財富。現代化投機賭博新經濟﹐錢買錢來錢生錢﹐互換一錢不值的
印刷品﹔中國古代投機賭博舊經濟﹐廣大貧下中農找善人們賣買土
地﹐去過一段時間“鈔買鈔”的紙幣﹐出入的全是真金白銀。
從農業社會進化工業社會﹐需要花費社會財富的大量積累。與
滿清圈地同期﹐英國圈地運動“羊喫人”﹐中國土地兼併“商喫
人”。東西兩家都“喫人”﹐英國“率獸食人”工業革命。對比中
西方歷史﹐最明擺著的不同是﹐歐洲市場經濟欠發達﹐尤其欠缺土
地買賣。歐洲土地分封﹐很難自由買賣﹐包括奧斯曼帝國﹐298“沒
有無領主的土地”﹐299 沒有平民求田問舍的餘地。“分封制本身就
是對土地買賣的一種限制。”300
ދӖ၆ٺҊ˭ҋϤᖼொď˿ދ༊ѣٙᜪԟĄ̙გߏ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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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進入 17 世紀﹐蘇丹們從他們的諸侯國家中收取貢賦﹐但是在他們自己的領地內﹐
他們土地的大部分分割成採邑﹐即武士所持有的獎賞。採邑主從這塊土地上獲取自己
的收入﹐為蘇丹收稅﹐經營市政管理﹐控制基督教奴隸﹐但是沒有權力轉讓土地﹐或
者將其傳給孩子。”（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114~115 頁）
299
朱寰﹕《亞歐封建經濟型態比較研究》第 21 頁。
300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第 88 頁。
301
“如果從形式上看﹐這完全是按封建封土分封的辦法行事﹐但實際上它卻是一樁土
地交易﹐在買方與賣方之間有一定地價之轉移。”（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
究》146 頁）
90

“耕者有其田”﹐《天方夜譚》無從談起。“農奴的命運和奴
隸的命運﹐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之處。”302 連稱呼“都是羅馬人對奴
隸的稱呼。”303 和土地打綑作價﹐有時比牲口還便宜。304 “西歐
的農奴法許多內容脫胎於羅馬的奴隸法。農奴的財產份地都被認為
是主人的﹐農奴不能隨便處分。”305 不同在於“他和土地的聯繫很
緊﹐在中世紀的條件下土地轉移並不容易。所以買賣農奴在封建西
歐究屬少數﹐並未形成活躍的農奴市場﹐如奴隸制下的奴隸市場那
樣。”僅此而已。306 即便到了封建社會晚期﹐農奴耕種的份地日益
固定﹐甚至進化成按時交租的佃農﹐司法統治的階級地位﹐仍舊不
302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 382 頁。
“莊園上的勞動者﹐有各種稱呼﹐如 familia﹐servus﹐fascalini 等等﹐這都是羅馬
人對奴隸的稱呼。”（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61 頁）“失去了本來意
義的非自由人常常被稱作為奴婢（mamcipia）﹐這個（中性名詞）概念表明﹐它原本
並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領主佔有的動物進行解釋的。領主可以任意支配他們”（漢
斯‧格茨﹕《歐洲中世紀生活》157 頁）。
304
“在 11 世紀﹐一個法國農奴值 38 個蘇﹐而一匹馬值一百個蘇”（布瓦松納：《中
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150 頁）。
305
“所以從理論上說﹐西歐農奴的份地也是沒有保障的。”（馬克垚﹕〈從小農經濟
說到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研究》185 頁）
306
“農奴人身不自由﹐在權利能力上﹐受到什麼限制呢﹖因為各地習慣不盡相同﹐所
以這些限制也不完全一樣。但大體說來﹐可說農奴缺少的就是遷徙自由﹑買賣土地和
其他重大財物的自由﹑支配自身勞動的自由﹑婚姻自由﹑財產繼承自由等等。……農
奴人身屬於主人﹐主人可以隨意處置﹐可以將其買賣或者轉讓﹐連帶土地或者不連帶
土地都可以。另外﹐在公法方面﹐農奴也缺少自由人所具有的某些權利。……從中世
紀的法學家直到晚近的西方學者﹐都強調農奴人身的不自由﹐強調他們人身屬於主
人。法國的農奴被稱為 homo de co-rpore﹐即人身屬於主人之人。1166 年法國一個修
道院長談到某人是他的農奴時說﹕‘他從頭到腳都是我的。’強調的是該農奴的人
身﹐即身體屬於他﹐這仍是沿用羅馬法上奴隸是物的概念。英國 12 世紀的文件《棋
盤署對話集》談到英國的農奴（稱維蘭）時說﹕‘按照這個國家的習慣﹐維蘭不僅可
以由他的主人從這一份地轉移至另一處﹐而且他的人身也可以出售或用其他辦法處
置﹐因為他本身以及他為主人耕種的土地均被認為是領主自營地的一部分。’也是強
調人身屬於主人。所以布洛赫說﹕‘農奴就是世代相傳地人身屬於主人的人’。”
（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98~199﹑201~202 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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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望中國佃農之項背 — 後者只要有錢﹐包括中六合彩﹐隨時可以
買地當地主。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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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戰爭連綿不斷﹐政治翻雲覆雨﹐分封﹑再分封﹑謕
奪﹑聯姻﹑繼承﹐經過多年沉澱﹐歐洲的土地和政治﹑司法﹑管理
307

1290 年﹐英國《土地完全保有權條例》宣佈﹕“從今以後﹐每個自由人隨意出售
土地或寓所或它們中的一部分是合法的。”以後﹐1506 年的《用益權條例》取消了上
述規定。1511 年頒佈的《遺囑法》又批准了這種權利。自由人買賣土地幾經周折﹐問
題是“在 13 世紀的英格蘭﹐有五分之三的人口為不自由身份。”（沈漢﹕《英國土
地制度史》5﹑29 頁）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夕﹐“農業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的進步。”法
國阿圖瓦省（Artois）“阿特西（Artesian）的貴族和傳教士們擁有所有土地的一半
多﹐而相比之下農民排第三。60~80％的農莊擁有土地不到五公頃（這意味著同樣數
量的大多數農莊經營者為其他人打短工）﹐四分之一的戶主為僱傭勞動者。”（查爾
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122 頁）
308
“農民土地的買賣﹑轉讓﹐按理須取得封建主的同意﹐而封建主為了保證自己有勞
動力耕作自營地﹐避免因土地分割轉移而使其負擔的義務不能完成﹐一般說來對農民
土地轉移要加以限制。……還有一種限制農民土地轉移的力量﹐就是農村公社。公社
可能是出於保護小生產者穩定的要求﹐對其成員土地轉移加以限制。……英國農民﹑
特別是農奴買賣土地的記錄﹐在國王法庭﹑莊園法庭的卷宗中都零星可見﹐其時間都
是 13 世紀時事。……在封建的英國﹐由於法律不承認農民﹐特別是農奴有土地所有
權﹐因之農民土地買賣的法律形式表現得十分曲折。正規的方式是土地交易應取得領
主同意﹐並通過領主進行﹐即由賣方把土地交回領主﹐而領主再把土地轉交買主令其
領有﹐並負託有關義務。……應該指出的是﹐中古的英國﹐對農奴說來﹐土地出賣和
出租在法律形式上很難區分﹐史料記載上有時也很難分別二者。這是因為農奴沒有土
地所有權﹐他只是對領種的土地可以終身領有耕種（當如實際上可以繼承）。因此即
使是他買來的土地﹐也仍然是一種終身領有地﹐和他繼承來的土地﹐租佃來的土地﹐
法律名義上並無區別。”（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234~239 頁）縱觀本
文諸多引述﹐實在整不明白﹐秦暉怎麼會從這本書裡讀出﹕“現在歐洲中世紀史學的
時髦卻在力圖證明莊園制不過偶爾有之﹐在時空兩方面都不佔很大比重﹐農奴只是農
民中一小部分﹐遠不如佃農為多﹐土地買賣及地權流動十分頻繁﹐等等”﹖
92

以及血統出身錯綜複雜﹐糾纏不清。即使有了資本主義﹐從自然經
濟進化到市場經濟﹐理清產權﹐任重道遠。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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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封是封建地產運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威廉征服英國後﹐其總佃戶為了按
領有土地面積完成規定的騎士軍役數﹐就要把自己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給下屬。……一
些大封建主為了得到擁護自己的臣下﹐擴張自己的勢力而分封土地﹐或分封土地給僱
傭作戰者作為報酬﹐或者土地買賣以再分封形式出現。所以再分封有一種不斷發展的
趨勢。”（馬克垚﹕《英國封建社會研究》137 頁﹔參見林恩‧桑戴克：《世界文化
史》下冊 320~321 頁）蘇聯學者調查英國中部﹐11 世紀末﹐“地產一般只有兩個階
梯﹐即國王封給總佃戶﹐總佃戶再分封給下屬封臣。”到 1279 年﹐分封的層次繁衍
成五級。另外﹐“當時封土繼承十分頻繁﹐因中世紀時本來人的平均壽命就短﹐封建
主又多好勇鬥狠﹐大多死於非命﹐所以更時常發生封土繼承現象。有人根據交納繼承
金的記錄統計了 1218~1242 年間一百件地產繼承的情況﹐……有 40 例都在六年以
下﹐而 57 例都在十年以下﹐差不多佔到總數的三分之二。……如果封臣死亡而沒有
繼承人﹐則其土地收歸上級封君﹐這也會導致地產轉移。如果遺留的是女繼承人﹐則
隨著她的出嫁地產會轉移。如果有幾個女繼承人﹐則其土地往往分割繼承﹐分散入數
家之手。而當時缺少子嗣現象也比較多見。據統計 1066~1327 年間﹐210 個英國的男
爵領﹐只有 36 個能維持其男系達兩個世紀以上。”（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
研究》13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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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拎不清爽的產權﹐即便貴族破落賣地﹐誰家牛郎織女敢
買﹖更何況“土地買賣的流行”﹐必須饒上依附土地的農奴﹐“包
括城堡以及其上面的司法權﹑統治權等。”311 所以﹐驚天動地的英
國圈地運動﹐封建主奪佃養羊﹐毋須耗費金錢。更重要的是﹐直到
封建成為歷史﹐農田的流動性拖泥帶水﹐始終未“成為被追逐的財
富”。換言之﹐西方商人賤買貴賣“循環互市”的勁頭﹐比《醜陋
的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鬱金香都炒糊了﹐312 農村土地買賣從
未長成比工商回報率更高的搖錢樹。313 甚至在行會和城鎮發展起
來的重商體制下﹐“土地依然是不許買賣的﹐英國和法國同樣如
此。直到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時﹐地產還仍是法國社會特權
的來源﹐甚至此後英國有關土地的《普通法》還在根本上帶有中世
紀的色彩。”314 除了個別傑出的封爵﹐平民海盜發了財﹐衣錦還
鄉﹐很難也沒興趣“以本守之”。眾多不甘心錦衣夜行的﹐經常在
城裡鐘鳴鼎食﹐蓋豪宅﹐逛妓院﹐辦商社﹐開工廠﹐幫忙瓦特鼓搗
310

馬克垚﹕《英國封建社會研究》139~140 頁。
“到 13 世紀﹐對封土轉移的法律限制已大為放鬆﹐事實上可以自由轉移。大約
1220 年之後﹐買賣土地的契約又復使用﹐可見土地買賣的流行。許多發了財的商人也
購買土地。如 1220 年左右﹐土魯斯的一個商人買了聖塞寧修道院在某村的全部土地
以及上面的 32 戶依附農民。1265 年﹐一個克呂尼商人以出借八百里弗爾為代價﹐從
勃艮第公爵處取得一塊封土﹐包括城堡以及其上面的司法權﹑統治權等。”（馬克
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149 頁）
312
“投機往往具有傳染性﹐像無從解釋的跳舞狂席捲中世紀的村落一樣。對荷蘭鬱
金香的狂熱愛好曾使一株鬱金香的價格高於一幢住宅﹐在南海公司掀起的投資浪潮
中﹐許多公司出售高價股票﹐而這些公司的名稱只能在‘以後公佈’。”（薩繆爾
森：《經濟學》中冊 64 頁）
313
“估計經商（海上貿易）可獲利潤 30~40％﹐而如轉而購買土地﹐則只可獲利
5~10％。”（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358 頁）
314
卡爾‧博蘭尼﹕〈自我調節市場與虛構商品﹕勞動﹑土地與貨幣〉﹐許寶強﹑渠
敬東﹕《反市場的資本主義》17 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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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機。蒸汽機﹐包括後來的火車﹑汽車﹑飛機﹐起步都是費力不
討好的神經病。315 鬱金香直截了當 G→G’﹐可惜不可持續發展。
南海公司等等一連串泡沫破裂之後﹐只好捏著鼻子鑽研 G…G’﹐
從生產過程“倒霉事”裡擠榨油水。
圖~4﹕第一臺蒸汽機

資料來源﹕達特茅斯名錄（Dartmouth Directory）網站 http://www.dartmouth.org.uk/Det
ails/The-Newcomen-Engine.html。

315

“在英國的紡織業中﹐靠馬力的工廠只需要一千英鎊創業資本﹐靠水力的工廠需要
三千英鎊﹐靠蒸汽機的至少需要一萬英鎊。”（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205 頁）
95

ࡻ઼൴Ϡд 14ď15 ͵ࡔ۞˿г۞ޘטតࢭĎᔵԛё˯˵ߏԛ
ј̂гயĎֹ˿гޘะ̚Ďଂ҃ᔘன˞˿гҫѣ۞ໂ̼Ď但
是全部過程卻不是通過買賣程序實現的ĎপҾߏޢഇ۞гྻજĎ
ԆБߏֹϡᇷ˧߱͘ૻט̶дྺϔ͘̚۞˿гࣤဳ࿅ֽ۞Ďะ
̚ͽޢĎ˿ֹܮгགྷᒉᄃྤώཌྷ̍ຽϠயᓑᘭֽĎೱ֏̝Ď՟
ѣજϡۤົ۞ᓁྤώүࠎгᝋᖼொ۞͚;߱͘Ď҃ߏБొԸШ̍
ຽĎᖼ̼ࠎயຽྤώĄٕ۰ՀវгᄲĎ在整個圈地運動中沒有使
用貨幣﹐Ϻӈ˿г۞ޘטតࢭĎ՟ѣֹྤώε。316
ྺຽࢭ۞ௐ˘၌Ďߏͽໂ̂۞ఢሀĎည؇ў˘ᇹĎବੵֱ֤
Ҝཉд̍үϣг˯۞̈ޏĄధк౻જ۰Яѩజ࢝ࢋזՅᗉݱξΝ
ವԱᖟ֗۞ಞٙĄČČ16 ͵ࡔ對人民大眾的暴力剝奪過程ĎČČ
ņৠཐٙѣᝋŇዎצऺ۞ࣝĎˠ֗Ϡዎצճᇷ۞Пच
ॡĎΪࢋ֤ߏޙ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υࢋĎ߆ڼགྷᑻጯ۰
ಶົϡкֲཌྷ۞ҽᐖᐝཝΝ࠻ޞιĄČČ˘ޢѨ̂ఢሀ剝奪
農民˿г۞࿅ĎޢĎߏдٙᏜ清理地產Ğclearing of estatesĎ֤
၁ᅫߏԯˠଂ˿гநΝğ۞Щཌྷ˭ซҖ۞ĄČČᙯ ٺ19 ͵ࡔ఼
Җ۞͞ڱĎԧࣇ྆Ϊࢋो蘇德蘭女公爵ซҖ۞ņ清理”үࠎ˘࣎
ּ̄˵ಶૉ˞ĄҜϠੑѣ۞ˠۏĎ˘ӈҜĎಶϲӈдགྷᑻ͞ࢬ
ซҖॲώ۞ڼᒚĄБэاϔ̏གྷϤ࿅Ν۞ᙷҬ۞࿅Ďഴ͌ ז1.5 ༱
˞Ďனдсՙ͕ࢋԯБэᖼ̼ࠎێѿಞĎ從 1814 年到 1820 年﹐
1.5 ༱اϔĎ̂ࡗΒӣˬ˼࣎छलĎրгజᜭు˞Ď๏ໝ˞Ąٙѣ
ࣇ۞Յརౌజᗼ˞Ďൎᒎ˞Ēٙѣࣇ۞ϣгౌᖼ̼ࠎێಞ
˞Ąࡻ઼۞һ̀؇ેҖĎᄃ˿اϔ൴ϠࡎĄ˘࣎ҁˠ١
ᗓฟĎజ፵Ѫд̈۞ޏধͫ̚ĄҜෳˠĎЯѩಶԯ֤ଂᅈ
ӈࠎͩٙѣ۞ 79.4 ༱英畝土地ҫࠎ̎ѣ˞ĄČČņநˠϔĎᜭ
ుˠϔĎညд࡚߷፫߷۞ਣ߈Ђፘ͢ᕍ˘ڒᇹĎ༊үࣧ۞ؠ
Ď༊үྺຽ˯۞˘υࢋĎϤгࣇଯҖĒፆү۞ซҖߏπᐖ
316

筆者黑體加重﹔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 1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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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發達多多﹐“神聖所有權”神聖
多多。天文數字的社會財富﹐消耗在“非生產性的土地投資”。318
持續一個無底黑洞﹐“吸功大法”農業剩餘。直到 1933 年﹐Carl
Riskin 計算中國“剩餘 GDP”佔全國 GDP 的 27％﹐其中三分之二
來自農業。用於新式工業投資的﹐不過“剩餘 GDP”的 2％。319
絕大部分去了哪裡﹖
̈ྺຽдιҋϤ۞˿гٙѣᝋඕЪд˘۞гٙ͞পѣ۞ၑ
ঽ̝˘ĎಶߏϤٺਆ۰υืԸྤᔉ෴˿г҃யϠ۞ĄČČ˿гٙѣ
۰ҋ̎ࠎᔉ෴˿г҃Ըˢ۞ྤώĎ၆ֽᄲĎᔵ˵ߏϠि۞Ը
ྤĎҭᄃԸдྺຽώ֗˯۞ྤώ୮ᙯܼĄιߊ̙ߏдྺຽ˯ેҖ
ᖚਕ۞ྤؠώ۞˘ొ̶Ď˵̙ߏдྺຽ˯ેҖᖚਕ۞߹જྤώ۞
˘ొ̶ĒČČЯѩĎࠎᔉ෴˿г͚҃ఱ။ྤώĎ̙֭ߏԸˢྺຽ
ྤώĄ၁ߏ࠹ᑕгഴ͌˞̈ྺдࣇ۞Ϡயᅳાώ֗̚Ξͽ͚
੨۞ྤώĄ࠹ᑕгഴ͌˞ࣇ۞Ϡயྤफ़۞ᇴณĎଂ҃ᒺ̈˞Г
Ϡய۞གྷᑻૄᖂĄֹ̈ྺዎצӀ۞ሹࣤĎЯࠎд࣎ᅳા
̰Ďৌϒ۞ܫϡ˘ਠᄲֽߏͧྵ͌۞Ąӈֹᔉ෴۞ߏ̂ϣఄĎ
͚˵ߏྺຽ۞˘࣎ᅪᘣĄ͚၁ᅫ˯ྤώཌྷϠய͞ёߏ
Ϭ࠼۞Ď၆ྤώཌྷϠய͞ёֽᄲĎ˿гٙѣ۰ߏӎๅĎፋ࣎ᄲ

317

原文黑體﹔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780﹑795﹑803~808 頁。
在中國華北農村﹐“本區的經營式農場﹐並沒有發展到具備資本主義企業最主要
特徵的階段﹕成為一個為積累資本而積累資本的單位﹐從而推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雙
方面的新的突破。它仍舊束縛於小農經濟﹐是出租地主再生產的一條途徑﹐也是把剩
餘轉回非生產性的地產投資的一條途徑。”（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
遷》307 頁）
319
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D. H. Perkin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9~83 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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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ѣᙯܼ۞Ďኢ۞˿гߏᚶֽٚ۞Ďᔘߏᔉ෴ֽ۞Ďͅϒ
ౌ˘ᇹĄտౣߏҋ̎ќ˭г১ĎᔘߏυืГԯι;ග˘࣎ٯ٪ๅ
ᝋˠĎ̙ົд১гྺಞώ֗۞གྷᒉ˯͔Їңត̼Ą320

傅築夫贊成馬克思。“中國的土地兼併是走向資本主義的嚴重
障礙﹐……土地兼併並不是資本與土地結合﹐而是社會總資本的消
失。”321 逆定理不常真。不敢說﹐倘若中國沒有土地兼併﹐商人賺
錢再接再勵﹐早八輩子水到渠成資本主義。足以肯定的歷史經驗
是﹐生產要素過度市場化﹐土地買賣投機賭博﹐直接削弱小生產者
的經營條件﹐一再打破古代農業社會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脆弱平
衡。土地天然供給有限﹐喫飯活命不可或缺﹐不宜過分流動。
˿гώ֗ѣᆊࣃĎٙͽົည፟ጡٕࣧफ़˘ᇹ༊үྤώΐˢזய
ݡϠயᆊॾ̚Ν۞ᛇĎд̈˿гٙѣ۞טಞЪĎՀᆖचкг
˞ֽ˭ؠĄČČ˘̷၆̈˿гٙѣ۞טԲҿĎౌޢᕩඕז
ᕇē私有權是農業的限制和障礙。˘̷၆̂˿гٙѣᝋ۞࠹ͅ۞Բ
ҿĎ˵ߏᇹĄд࣎ಞЪĎԧࣇ༊ౌࢋԯѨࢋ۞߆ڼ҂ᇋ٦
ฟ。土地私有權在農業生產和土地本身的合理經營﹑維持和改良面
前樹立的限制和障礙Ďд࣎ಞЪĎ̙࿅ߏ̙Т۞ԛё൴णቪ
˞。322

中國土地買賣成為全民參與的理財賭場。雖有政府重農抑商﹐
揉搓買賣的頻率時緩時急﹐土地兼併造成的撂荒和游民﹐釀成“週
320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910~914 頁。
“在中國﹐貨幣是作為購買土地的資金才傾注到農村中去的。用貨幣購買土地﹐只
是為了獲得土地的所有權﹐絕不是向農業投資﹐形式上錢是用在土地上面﹐但是這既
不是在農業中發揮機能的固定資本﹐也不是在農業中發揮機能的流動資本﹐僅僅是作
為土地的代價﹐當作支付手段用的。所以它對土地的買者或賣者﹐都不能發揮資本的
作用。”（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 154﹑179~180 頁）
322
筆者黑體加重﹔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947~951 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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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的商業危機”﹐一次又一次天崩地裂﹐推倒重來﹐恐怕也該算
祖國科技﹑金融﹑資本積累一應俱全﹐遠超歐洲﹐獨步全球﹐近代
落後挨打的原因之一。萬一英國海盜滿載而歸﹐亦如鄭和手下一樣
回鄉置地﹐現代化的資本主義萌芽﹐興許也會被利大＝弊大的市場
經濟﹐連搖籃一塊兒吞噬哩。不信﹖近代中國對外開放﹐“外國的
商業無疑加速了財富的積累﹐在中國的條件下﹐這種財富的積累只
是加強了土地的集中。”
ଂ 18 ͵ࡔ̚ཧ ז19 ͵ࡔ̚ཧĎᇃڌ၁ᅫ˯ߏ઼̚˘Шγથ
ฟ۞ٸгડĄٙѣซ˾۞ገͯο̽Ďͽ̈́ٙѣ˾۞ਮཧძ
ባĎӮ఼࿅߶Җ̝͘ĄČČЩ۞Җથ˵ధߏңᅾĎ۞БЩߏ
ӓِĞ1769~1844ğĎࡻ઼ྥϘҘ̳Φࠎ˞ࡔهĎ˞פܮ
ņِŇ઼࣎̚ЩфĄፂĮОޘฎಡįჍĎņԯҋ̎֙๔౻
જ۞ќᘥࡗ 2600 ༱࡚̮ග˞۞̄࣎Ď ̖̄ܜ16 ໐ŇĄҭ
ߏ᎕ჸ۞ඊᗝੑಱ̏གྷഴ͌˞Ď̚ధкజϡٺᔉཉгயٸ
ๅќ১Ą
ያг১ࠎϠ۞гďያ̣܅ˣ۞ܝඁќ࿅߿۞ءဈᅧĎያ
ፆᓂᆊॾࠎϠ۞થˠ෴ᏱĎͽ̈́ያ࿅۞Ӏि࿅߿۞Ӏ۰Ď
ࠤҌͧ༊ᗽᕝྤώ۞ְࣇ̺ඕᔘࢋღĄҭߏֱˠ᎕ჸ۞
ܛĎ正如海外華僑匯寄回家的金錢一樣Ď̂ౌՀᇃھгតј˞г
யĄ˿гะ̚۞࿅Ϊਕֹ˘݈ྤώཌྷ۞ྺՅགྷᑻޘטϖ˳х
д˭ΝĄČČܕፉЇع߆ִݑགྷᑻᜪય۞ܠ༃Ćᖠপд۞Ĳ̚
઼ᄃᏂ୧ĳЊಡӘ̚Ď把中國看成一個“非資本主義化”過程進
行得特別迅速的國家。323

更有理論意義的是﹐面對今天“市場”們鼓噪的歪理邪說﹐值

323

筆者黑體加重﹔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5~6﹑11 頁。
99

得重溫《資本論》狠批重商主義﹐324 再三強調“商人資本的獨立發
展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程度成反比例這個規律”。
тڍથݡགྷᒉྤώఱ။གྷᒉྤώТૈॺۏຽ۞ડҾĎ̙࿅
ညૈॺۏຽТহێຽᄦౄຽ۞ડҾ˘ᇹĎ֤ಶޝĎϠய
ྤώཌྷϠயԆБߏ˘аְĎপҾߏۤົயݡдۤົЧјࣶ̝ม۞
̶੨ĞኢߏϡٺϠயঐᔘߏϡ࣎ٺˠঐğĎϖᅈυืѣથˠ
ᅙҖछүಫ̬Ďಶညࢋಙ҇υืѣহێຽĎࢋࡍҗυืѣڇ྅ຽ
˘ᇹĄ
Ϥٺઈ̂۞གྷᑻጯछтďՂလဦඈˠ҂၅۞ߏྤώ۞ૄώ
ԛёĎߏүࠎயຽྤώ۞ྤώĎ҃߹఼ྤώĞఱ။ྤώથྤݡ
ώğְ၁˯Ϊߏдιώ֗ߏՏ࣎ྤώ۞ГϠய࿅̚۞˘࣎ล߱۞
ॡ࣏̖ΐͽ҂၅ĎЯѩĎࣇ࿃זથຽྤώপঅᙷ۞ྤώĎ
ಶౝˢ˞ӧဩĄ҂၅யຽྤώॡۡତ۞ᙯٺᆊࣃԛјďӀማඈ
ඈ۞ࣧநĎ̙֭ۡତዋϡٺથˠྤώĄČČҭߏĎ่̙થຽĎ҃ͷ
થຽྤώ˵ͧྤώཌྷϠய͞ёனѝĎ၁ᅫ˯ιߏྤώд።Ϋ
˯ՀࠎΟҁ۞ҋϤ۞хд͞ёĄČČથຽֹϠயֽѣࠎϹೱ
ᆊࣃ҃Ϡய۞ّኳĄČČથˠྤώ۞Їң˘൴णĎົֹܳϠய
ֽѣͽϹೱᆊࣃࠎϫ۞۞ّኳĎֹܳயݡֽᖼ̼ࠎથ
ݡĄČČથˠྤώ۞൴णಶιώֽ֗ᄲĎᔘ̙֖ͽܳјᄲ࣎˘ځ
Ϡய͞ёזΩ˘࣎Ϡய͞ё۞࿅ഭĄČČ࠹ͅгĎ在商人資本佔優
勢的地方﹐過時的狀態佔著統治地位。這一點甚至適用於同一個國
家﹐在那裡﹐比方說﹐純粹的商業城市比工業城市有更多類似過去
的狀態。
થຽ၆Ч̏ѣ۞ďͽ̙ТԛёࢋϠயֹϡᆊࣃ۞Ϡய
ᖐĎౌٕкٕ͌гྋវүϡĄҭߏι၆ᖞϠய͞ёտౣдк̂
324

“G－G’﹐貨幣生出貨幣。在資本最早的解釋者重商主義派口中﹐就是用這一句
話來描寫資本的。”（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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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ޘྋវүϡĎࢵАפՙֱٺϠய͞ё۞િొّ̰
ඕၹĄ֭ͷĎ࣎ྋវ࿅ົጱШңĎೱήྖᄲĎ̦˴ᇹ۞າϠ
ய͞ёົആᖞϠய͞ёĎ̙פՙٺથຽĎ҃ߏפՙٺᖞϠ͞ё
ώ֗۞ّኳĄдΟ͵ࠧĎથຽ۞ᇆᜩથˠྤώ۞൴णĎᓁߏͽ
ζᔴགྷᑻࠎඕڍĒČČдΟᘲĎᔘдВޢ۞טഇĎથˠྤώ
൴ण̏൴णזΟ͵݈ࠧٙϏѣ۞ޘĎ҃д̍ຽ൴ण˯՟ѣព
ЇңซՎĒČČ̙ߏથຽֹ̍ຽ൴ϠࢭĎ҃ߏ̍ຽ̙ᕝֹથຽ൴
ϠࢭĄ
Ӏྤώ۞൴णથˠྤώ۞൴णĎ֭ͷপҾఱ။གྷᒉྤ
ώ۞൴णĎߏᓑᘭд˘۞ĄдΟᘲĎଂВ઼ϐഇฟؕĎᔵ
̍͘ᄦౄຽᔘᅈᅈҲٺΟ۞πӮ൴णͪπĎҭથˠྤώďఱ။
གྷᒉྤώӀྤώĎ̏ݒགྷ!—!дΟԛёቑಛ̰!—!൴णז
˞ᕇĄČČӀྤώѣྤώ۞ࣤ݇͞ёĎҭ՟ѣྤώ۞Ϡய
͞ёĄ325
дֱ֤ϡΟᖞགྷᒉ͞ёଂְ̍͘ຽٕྺຽ۞獨立Ϡய۰य़ᙝĎ
ѣӀ۰ٕથˠĎѣӀ
ྤώٕથຽྤώĎϠᖪҬгӛפࣇĄࣤ݇ԛёд˘
࣎ۤົ̰۞ڼгҜĎ排斥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326

商業資本﹑金融資本都是資本﹐≠資本主義﹐屬於分析資本主
義社會時﹐“會全然不考慮那些習見的﹐可以說是洪水期前的資本
形態”。327 傅築夫撰三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詳加論證馬
325

筆者黑體加重﹔馬克思﹕《資本論》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361~372﹑671﹑676 頁。
326
原文黑體﹔馬克思﹕《資本論》一卷 551 頁。
327
“使用價值決不能看作是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各別的利潤﹐而是
牟利行為的無休無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衝動﹐這種熱情的價值追求﹐是資本家
和貨幣貯藏者共有的。但是貨幣貯藏者只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卻是合理的貨幣貯
藏者。”新舊資本家都是一門心思賺錢﹐所以﹐“人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我們在分析
101

克思“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程度成反比例這
個規律”。
д߹఼࿅̰хд̂ณ۞ఱ။ԛၗ۞ྤώĎ֭གྷ૱߹ٺજ
ېၗĎ即人們常說的游資Ď̙ඕЪϠய۞ྤώ!—!ӈ߹જдϠ
ய࿅̝γ۞ྤώĎ༊Ϊਕଂ̙ઃ۞߹఼ֽ̚ᆧതιҋ֗۞ᆊ
ࣃĎೱ֏̝ĎΪਕଂ̙ઃ۞෴ክ㘄ෳ۞߿જֽ̚ᔇפᆊॾ۞मᗝĎ
үࠎྤώᆧത۞˘शĄٙͽĎ它的基礎完全是建立在供需
關係的失調上ĎČČ̙ඕЪϠயď˵՟ѣ࠹ᑕ۞Ϡயᄃ̝࠹ඕЪ۞
થຽྤώĎҋ̎д֤྆ϲгďࡎг!—!ٕᐹ๕г൴णĎ၆
઼ϔགྷᑻٙயϠ۞ᇆᜩĎΪਕߏঐໂ۞ᗼүϡĄ!
ޝពĎᆧത࿅ΪਕߏӜӛ̈Ϡய۰۞ჼҕֹ̝҃ߜ
Ďֹ֭ϠயዎצᗼֽԆј۞ĄČČᓁ̝Ď̙ኢߏซҖ˿гࣘ׀
ᔘߏགྷᒉӀĎ၆ፋ࣎ۤົགྷᑻٙ۞үϡౌߏঐໂ۞ᗼү
ϡĎಶߏࠎ̦ᆃ઼̚Οથຽ൴णďથຽྤώ᎕̂Ď
ֹ҃ͅፋ࣎ۤົགྷᑻ̙൴णď൴̙ਕ࿅ഭྤזώཌྷล߱۞ࣧ
ЯٙдĄ328!!

馬克思主義背氣過時了﹖蘇聯解體﹐幽靈徘徊。1894 年﹐為了
闡明“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程度成反比例這
個規律”﹐馬克思多次點名古羅馬﹑威尼斯﹑熱諾亞﹑荷蘭﹑中
國﹑印度﹐並且以俄為例﹕“同英國的商業相反﹐俄國的商業就讓
亞洲生產的經濟基礎原樣不動。”329 聯共（布）發動十月革命﹐計
資本的基本形態﹐資本決定近代社會經濟組織的形態時﹐開始會全然不考慮那些習見
的﹐可以說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原文黑體﹔馬克
思﹕《資本論》一卷 141﹑153 頁）
328
筆者黑體加重﹔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卷 566~568 頁。
329
馬克思﹕《資本論》三卷 374 頁。傅築夫撰〈再論資本主義萌芽〉﹐展開描述威
尼斯﹑熱諾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長大成資本主義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 186~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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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經濟崛起超級大國﹐打敗法西斯﹐對陣美麗尖。遺憾美中不足﹐
心儀錦上添花﹐盼望更上一層樓﹐老毛子聽信了“市場”們呼悠的
“休克療法”﹐大刀闊斧改革開放﹐不惜祖國分裂的代價與國際慣
例接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結果﹐“俄羅斯的資本同俄羅斯的生
產分了家﹐”社會急劇兩極分化﹐迅速集中的財富用於投機﹐不用
於生產。“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叫‘皮包裡的資本主義’﹐就是用錢
生產錢。”330
連美國教授黃宗智都明白﹐“不要把商品經濟簡單地等同於向
資本主義過渡。”331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錢生錢的 GDP 再多﹐
“射利”決非生產力。中國古代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土地兼併）和
美國當代最發達的市場經濟（金融海嘯）都能證明﹕商品生產必須
等價交換。只有等價交換﹐才能公平競爭﹐促進分工和技術進步。
商品交換必須商業發展。賤買貴賣＝不等價交換﹐侵犯等價交換。
根據主觀預期作多或拋空﹐原本超脫生產過程“倒霉事”﹐白圭~
索羅斯~主權基金的循環互市“獨立發展”大發了﹐自我實現投機
泡沫﹐扭曲價格信號﹐閒置要素資源﹐破壞生產生活。公平效率的
交易極致＝賭博。賭博不是經濟﹐禍害經濟。投機賭博舊經濟﹐耕
者無其田。投機賭博新經濟﹐居者無其屋。“常駐流動人口”到底
“常駐”還是“流動”﹖GDP 持續高速增長﹐“石屎森林”高聳入
雲﹐332 建造廣廈千萬間﹐天下寒士乾瞪眼﹗恨計劃經濟≠愛市場
萬能。前者好賴是經濟﹐後者市場成賭場﹐G→G’欺負 G…
G’。
世間萬物﹐有利必有弊。因為市場經濟太好了﹐所以市場經濟

330
331
332

衛建林﹕《憂鬱的俄羅斯在反思》218 頁。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307 頁。
香港管水泥形象稱“石屎”﹐群樓高聳叫“石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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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壞了。333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核能發電﹐造福人類﹔核能爆
炸﹐毀滅眾生。利用核能﹐必須謹小慎微密封﹐千方百計隔離﹐
安全係數百年一遇﹐如履如臨﹐嚴防死守。在這個常識意義上﹐
值得完整理解中國古代興農興商﹑重農抑商的歷史。從計劃經濟
改革開放﹐駕馭市場經濟為人民服務﹐不能不認真探索“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原理和機制﹐貼切體會陳雲老成謀國﹐形象概括
的“鳥籠經濟”。334

333

“1939~1940 年﹐一市石平均售價為 22 元﹐秋後低至 17 元﹐翌年春季高達 36
元。凡有餘糧的農民均盡可能把糧食貯存到春季高價脫手。……其他小農也都賣
米﹐以應付家中開支和還債。有 39 戶在新年前米就賣完了﹐其中 26 戶被迫在以
後米價高時再買進。例如楊計的三口之家﹐只種三畝地﹐為增加收入而外出傭工
40 天。秋收 4.9 石﹐即以平均 22 元的價格賣出四石。開春後米價節節上漲﹐楊
計又要一點一點地買進﹐最後不僅賣出的數量又重新買進﹐還多出 0.6 石。楊計
以及處境相似的其他 25 戶﹐每家賣出 2~12 石不等﹐其中大部分人在冬季和開春
後又以高價買進 0.5~2 石。……謀利的小農在滿足家庭消費後出售餘糧﹐因糧價
上漲而獲利﹐現金收入更多。為謀生的小農賣糧是為了在新年前能滿足生存最低
需要﹐並無能力謀利。在糧價上漲後不得不買回的小農﹐等於是以自己消費必須
的糧食為質﹐支付利息來借錢。”（滿鐵上海事務所資料﹐黃宗智﹕《長江三角
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07 頁）
334
“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
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
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
‘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另外﹐‘籠子’本身也需要經常調整﹐比
如對五年計劃進行修改。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好經濟﹑市場
調節﹐這些只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陳
雲﹕〈實現黨的 12 大制定的戰略目標的若干問題〉﹐《陳雲文選》4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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