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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村的状况和特点 
 

李锐1 

 

12年来的变化 

 

抗战后直到解放前的 12 年，湖南的农村像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农

村一样，有过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却更加分散；封

建剥削更加残酷；起来一批新兴的当权地主；加以天灾人祸，蒋匪无限

劫掠，农村经济达到空前破产的程度。 

在抗战前，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趋向之一，是地权日渐集中，但速

度是比较缓慢的。抗战八年期间，由于伪法币的贬值，大批商业、官僚

和金融资本都趋向于土地投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兼并就以前所

                                                        
1 摘自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人民出版社 1951年，第 58~68页。

原刊于《新湖南日报》1950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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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湖南虽不如四川之凶猛，但当时即处于湘北前线的

各县，也都有过争购的浪潮。1940 年以后，滨湖各县强挽的堤垸即达

48 个。解放战争以来这几年，蒋匪掠夺更紧，又连年灾荒，曾引起地

价下跌，和土地兼并的一般迟缓。但农民被灾荒逼迫，抛售仅有的小量

土地，因而也更造成地主垄断地权的机会，如湖南、湘中各地灾区，以

“石谷石田”强迫收买农民土地者，仍在在皆是。解放前夜，人心待变，

土地买卖多趋停顿。 

在抗战前，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数军阀官僚分子；这

12 年来，换了一批新的人物，他们是国民党的大小党棍、官僚、军阀

和商业投家，他们依靠政治权利巧取豪夺，又能在投机市场上兴波作浪，

以进行土地的吞并。在乡村中，新兴地主当权派，多是几位一体的人物，

即乡保长、党团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爷，又兼投机商人，有的更兼

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

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主，有许多也受地主当权派的压

迫而日渐没落。同时，因为土地与粮食的投机比商业更少风险，也有许

多城市的工商业者获得盈利时，不作扩大经营的打算，却抽出部分资金

下乡买田，他们认为生意不如田地牢靠，而且也可藉此取得银行钱庄等

放款、挪借的信任，这种工商业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在今年三四月减租

退压运动中，会全面暴露出来。 

在蒋匪帮日益加紧的苛重赋税下，整个地主阶级为了转嫁负担，保

证收益，对农民的剥削当然就日益加紧。首先是无限制地抬高地租。租

额增高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等；分租制者至少提高一成。

押金也是普遍提高，或者追加押租，原来不收押租的地方，也要交押。

此外高利贷的进攻也更加普遍，谷贷、青苗、会谷……辗转盘剥，农民

负债户剧增，一般达农户总数一半左右。地主更乘农民之危进行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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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额外剥削，地方捐税转嫁，也比过去加重，农民代地主缴纳征实，

更要负担全部运输上的消耗和化费。 

地主为了保证加租，租佃期限就日趋缩短，退佃成风，农民使用土

地毫无保证，随时有被撤佃的可能。租期短促，于是更加形成了土地使

用的高度分散。一方面，地主的土地分散出租给许多农民耕种，如邵阳

靖合乡有一个二百石谷田的地主，佃户多至 18 人；有的地主在买田时

就故意买得分散，以便多招佃户。另一方面，一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如

作四五十石谷田），却有六七个东家。农民在押佃重重剥削下，自然无

法安心生产，更谈不到发展生产。 

至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特别是抓壮丁和地方勒索的残

酷，更是众所周知。人祸带来天灾，天灾伴随人祸，12 年来，国民党

统治区灾荒的连续性与惨重程度，实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灾荒饥馑已

成为农村常态。湖南更是连年水旱，农村元气耗尽，广大农民陷于水深

火热之中，农村劳力与畜力大大减少，生产急剧衰落。据 1946 年国民

党政府统计，湖南荒地达耕地 40％。另一份粮食部的统计，稻谷产量

比常年产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高度集中 
 

湖南农村最显著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土地的高度集中。 

中国南方的土地一般比北方集中，湖南在南方各省又较突出，比邻

近的湖北、江西的集中程度都高。根据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湘阴和丰

乡四个保（代表滨湖区），长沙黎托乡四个保，益阳一个保（代表丘陵

区），邵阳震中乡三个保、益阳一个保（代表山区）的较可靠调查，农

村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情况，有如下表（百分比取约数，小数点以

下数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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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人口百分比 土地百分比 每人占地（亩） 公田百分比 

地主 3 47 19 8 

富农 5 13 5  

中农 30 26 2  

贫农 39 7 0.2  

雇农 10    

其他 13    
 

上表统计虽较可靠，但仍只能说明湖南土地关系的一个基本趋势。

估计实际情况与此有若干差别，因地主、富农一般瞒田较多，如将土地

最集中的滨湖区平均计入，则全省地主占有土地当更多。 

湖南农村中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学田等）特别多（一般估计

至少在 10％以上，上表中 8％肯定是低了的），实际上为地主阶级（和

部分富农）所垄断，因此上表约占人口 3％的地主，占有土地实达 55％。

据抗战期中华北各解放区的调查，华北一般山区，地主约占土地 30％。

湖北的调查材料（25个县 39个村），地主占人口约百分之三强，占有

土地约 40％左右。由此可知湖南土地集中的高度。 

湖南各县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很不一致的。按全省范围来说，可以分

作滨湖、丘陵、山地这样三种地区。滨湖区域土地最集中，如最典型的

湘阴，全县地主只占户数 2％左右，占有土地达 71％。湘阴和丰乡四个

保，地主占人口 3％，土地占 60％以上，平均每人占地约达 80 亩。滨

湖各县都有所谓“州土大王”，据国民党伪省府 1946 年“滨湖洲土视

察图”的调查报告，很不完全的查勘，“拥有一万至七万亩洲土垸田者，

有陈浴笙、王一华、聂士达、冯冬生、陈肃涛、杨丹青、张经、杨传清

等 20 余人”。其次是丘陵地区，据长沙黎托乡五个保、益阳一个保调

查，地主占人口 4％，占土地 45％（公田在内），大体可作为丘陵区的

代表。山区较为分散：湘西等地山区，地主一般占地约 30~40％；据邵

阳三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 4％，占土地 41％（公田在内）。此外，在



 5

经济、交通发达的城市附近（如长沙、湘潭），土地比较集中。偏僻山

区比较分散。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土地也比较分散。 

现将省委政策研究室所调查的三种地区，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

百分比，制表如下（取约数），以供大家参考： 
 

地区 滨湖区 丘陵区 山区 

阶级 人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地主 3 60 4 33 3 27 

富农 4 8 7 20 5 14 

中农 34 26 28 26 23 26 

贫农 42 4 36 8 44 18 

雇农 9  5  16  

其他 8 1 20 1 9 1 

  公田 1  公田 12  公田 14 
 

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地主占有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好地（这是全国

一致的规律）。湖南的土地除一般好坏之外，尚有田、土之分，（土只

能种杂粮，且产量少，一般产值只能抵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地

主是田多土少，而贫农则是田少土多。 

湖南的富农经济是并不发达的。据上表，富农占人口约 5％，占土

地约 13％，即富农占有土地的比重比人口的比重约高一倍半，富农占

有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租，如邵阳震中乡 16 保，富农出租地占其

所有地一半，当然这是较高的比例，不能作为代表。佃富农均占有一定

的数目，上述丘陵区调查，佃富农约占富农人数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山区和滨湖区约占七分之一。佃富农占有的土地很少。富农经济不发达

的最主要原因，是湖南租佃制度太发达，地主收租比自己经营划得来，

收益可靠些。近年来由于粮食值钱，也有地主收回部分土地自己经营的，

但不普遍，总数也有限。 

中农的人口比重与土地比重相当，这与过去华北和其他各地情形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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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中农中佃中农人数很多，据上述调查，大约占中农总数三分之一

左右。滨湖区佃中农数超过自耕中农数，2 丘陵区约占自耕中农三分之

一以上，山区略占五分之一。佃中农占有土地当然很少。因此一般自耕

中农，每人不只占一个人土地。滨湖区中农平均每人占地在四亩以上，

丘陵区、山区一般均不及二亩。 

总的说来，3％的人口，占了 65％的土地；而 60％以上人口，只有

不到 10％土地。到过湖南农村的人，并不需要作多少调查，就会感到

土地是如何集中，阶级划分是如何明显。有人说，湖南没有什么富有阶

级，只有大贫与小贫，只有中产阶级，这自然是很可笑的荒谬的说法。 

 

贫雇农赤贫户多 
 

湖南农村第二个显著地特点，就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赤贫户特

别多，毛主席在大革命时就透澈地说到这种情形：“据长沙的调查：乡

村人口中，贫农占 70％……。70％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

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

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 20％。半无业，

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

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

占 70分中之 50。”3 毛主席当年的调查仍旧概括了今天湖南农村的这

个特点。今天的情形与大革命时长沙相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前表，贫农人口为 39％。雇农为 10％。“其他”13％中，多

为手工工人、小商贩、担脚的和根本无职业的赤贫户等，因此雇农和赤

贫户在农村中实占人口 20％左右。全省贫雇农赤贫户总数在 60％以上，
                                                        
2 附带注明：后表滨湖区中农人口高至 34％，或是由于将若干上贫农错化成佃中农了。 
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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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达 70％。因为在土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雇农赤贫户特别多，

如滨湖垸田中佃农一般占 90％以上，如将此平均算人，全省贫雇农赤

贫总数就不会止于前表的 62％。广大的贫农占有土地是极少的，只有

7％（华北调查是 19％，湖北 20％）雇农赤贫“既无土地，又无资金”。 

造成贫雇农赤贫特别多的原因，基本上自然是由于封建剥削厉害，

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历年天灾人祸所致。抗战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

贫农下降为赤贫者，显然日益加多。12 年来，湖南壮丁被蒋匪帮征调

者，据伪政府统计自 1937年至 1945年约 178万余人，其中虽有部分逃

回，但总数还是惊人的；近年来因灾荒不断，离村人口也日多；同时农

村人口死亡率很大，这些农村减少的巨量人口，自然主要都是贫雇农，

因此前表贫雇农赤贫统计仍在 60％以上，亦可说明中农下降贫雇农日

益增长的趋势。 

贫雇农既不能靠耕作糊口，便多另求生活，所谓作田只是“赚间屋

住、留个窝巢”而已。他们补助生活的办法多从事副业生产，学习手艺

（泥木匠等），打零工、长工、担脚、抬轿、作土种菜等。女人也尽量

纺纱绩麻拔野菜，以资补助，但因战争损毁，交通断绝等原因，副业及

手工业都很难维持，因此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最低的生活，有的逃

亡觅食，有的城市求生，有的便只得在饥寒病中走向死亡。湖南农民的

血泪和惨苦，不到农村去看看是难以逆料的。 

这支占农村人口 60~70％的贫雇农大军，就是今日农村一切改革的

主力，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也最为迫切。因此如何解决贫雇农特别是 20％

左右的赤贫的土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许多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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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

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十省为 40％，南方 12省占 70％；湖南

为 77％。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

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上似乎比华北某

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实际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

租制度，这是北方一般少见的。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

制度普遍存在。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本质上，

这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

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

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

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

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这

不过是地主因时制宜便于剥削的花样而已。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

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

放给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

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奸诈手段，七扣八扣，直至化为乌有。 

地租以额租最普遍，分租不流行，额租一般是按租约上书写的出租

田的产量，主佃对半分。由于押金轻重及其他原因，又有主佃四六、六

四、三七、七三等不同形式。不缴押租田地，收获多东七佃三，也有东

八佃二甚至东九佃一的。然而通常租约，额定产量多高于实际产量，因

此名义上是对半，实际上地主收的成数要高过定额。如果以押金利息计

入地租，则实际地租就比额定租率更要高得多。押租愈重，实际地租愈

高。 

至于其他的额外剥削，简直就没有办法写得清楚。1950 年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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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阳专区的《湘中日报》，刊载一篇统计材料，地主的剥削花样有

120种。以下举出大家较熟悉的几种。例如虚报田数，长沙叫“写冒庄”，

宁乡叫“纸上开田”，就是租约上的田数比实际要多，所以有的租额名

义轻，而实际上很重。例如欠租转为高利贷行息，以牲畜杂物作押。例

如“粪厚加租”，佃户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户用

地主塘里的水，每石田要交多少谷租。例如指仓交租，租谷要送到地主

指定的地点去，耗费劳力很大。例如交租“车谷”时，风车重绞，每石

要多车四五升。例如送礼（副产物剥削），送租鸡、租鱼、租肉、稻草、

豆子，山里有什么就要送什么。例如请酒，请“春酒”、“新米酒”、

“看禾酒”、“写批酒”。例如大斗收进，小斗借出。例如无偿劳役：

抬轿、舂米、挑水、晒谷、打鱼、修房、红白喜事，每年少则十几工，

多则三四十工。……这些额外剥削，农民讲一天一晚也讲不完。 

高利贷在湖南是很普遍很复杂的，这 12 年来特别残酷，这里不多

赘述。 

在这样严重的残酷的剥削下面，农民往往 90％以上的正产收获都

被压榨去了，不但难以进行再生产，连生命都无法延续。这就是农村破

产，一切春荒、夏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

要长年吃糠、吃草的根本原因。 

 

统治手段毒辣 

 

湖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与思想上统治手段的毒辣，在全国也是很突出

的。他们既有北方地主野蛮的特性，又有南方地主狡诈的特性，他们利

用衙门保甲（政权），团防土匪（兵权），祠堂宗法（族权），公私学

堂（学权），庙宇会门（神权），近 12年来，更是借国民党的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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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会）、特（务），将农民束缚得紧紧的。 

农村的乡保长，不是地主亲自出马，必由他们幕后操纵。像师长赋

闲时办团防，六七十岁的猪仔国会议员争做保长，这在别处都是很少见

的。为了掌握学田公产，搜刮农民油水，湖南地主最善于采用办学校、

办善堂、修桥补路、积谷“防饥”，这一套名利双收的办法。湖南农村

的祠堂、庙宇和学校特别多，这都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好工具。伽蓝、观

音帮地主办了不少事情。祖宗族法恰好迷糊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读书

先生”在农村分外受人尊敬，湖南地主的会打官司，善于告状，也是特

点。至于圈子会门，扶乩立壇，更不知欺骗笼络了多少农民。 

湖南地主阶级的野蛮统治，在滨湖和湘西表现得最为突出。滨湖是

“强管洲，霸管水”的世界，谁有权有势，谁就可以占地挽垸。争夺洲

土时，佃户被双方“州土大王”驱使互相残杀，最野蛮者有将对方佃户

抢来杀掉，用锅子煮人肉吃的。湘西土匪恶霸地主，自筑寨堡，自设岗

卡，自立公堂，烧杀劫掠是家常便饭。湘西流行的说法是：“有枪就有

势，有势就有官。” 

所以有人形容湖南地主阶级，说他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

“半新半旧”、“亦官亦商”、“舞文弄墨”、“好事生非”，“上承

曾左衣钵，下受蒋匪熏陶”确实是一点不错的。 

解放后，地主阶级的阴谋花样极多，办假农会，勾结土匪，挑拨离

间，请客送礼，利用家族，施美人计……有些干部就上过当。 

与地主阶级这种残酷剥削，毒辣统治，以及蒋匪帮劫掠镇压相对称

的，是具有革命传统的湖南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特别高涨，他们对土

地的要求十分迫切，这在解放后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减租和生产

救灾等运动中，都热烈表现出来。这些情形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