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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 

曹树基 李婉琨 郑彬彬 

摘 要：传统时代的四川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 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 

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 

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 1950年底～1951年初的减租退押具有产 

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但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 民，由于 

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 1951年新增农 

业税之来源。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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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1950年代初期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是由大户加征、减租退押和分配土地三部分组成，在时间上， 

1950年年初进行了“大户加征”——采用阶级累进税制征收 1949年的农业税，成分越高，征税的税率 

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农村阶级被清晰地划分出来，地主经济也因高额税收受到严重打击。关于这个 

过程，笔者有专文论述。 

按理说，1950年秋收之后，西南地区的土地分配理应进行。可能是由于西南地区的战争尚未结 

束，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区土改推迟至 1951年秋收之后进行，同时指示西南局进行减租退押运动。②西 

南局的减租退押大体从 1950年秋收之后进行，至 1951年夏种前结束。这一运动以打击地主经济为 

目的，邓小平称此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西南地区的淮南战役”。 这样一来，土地改革便被划 

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大户加征、减租退押与分配土地。 

减租退押既可以看作是土改的一部分，又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运动。与其他地区比较，如果我们 

将划分阶级成分、清算胜利果实与分配土地当作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那么，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可 

以视为前两个阶段。只不过，依照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的叙述，“大户加征”运动中的划分大户，是为 

了更好、更多地加征公粮； 那么，清算胜利果实，在“退租减押”运动中是否有别样的含义? 

中共西南局认为，封建地主阶级剥削民众的方法有二：一为重租，二为重押；因此，减租退押就成 

①④ 参见曹树基、李婉琨：《大户加征：1950年江津县征粮运动》，《近代史研究)2o13年待刊。 
② 参见财政部农业财务司：《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见《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 

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 32—33页。 
③ 邓小平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见《邓小平文选》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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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封建地主经济的有效措施，亦成为土地改革的必要准备。① 这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陈述，其实 

大可质疑：完全可以通过一次性没收土地而被彻底消灭的地主阶级，为什么要在此前设置一个甚至两 

个“打击”的中间过程? 

所谓重租，可能是指超过佃农承受能力的租额，亦或指新政权认定的佃农难以接受的租额。关于 

轻重之争暂不讨论。从 1950年开始，江津的佃农已经不向地主交租，即使有交租者，也不过是通过大 

户加征转为政府的税收，因此，减租的意义何在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所谓押金，一般指的是佃农向业主交纳的“土地租赁信用保证金”。早在 1938年，经济学者陈太 

先指出，在成都平原，每亩押金大约为田租的60％—70％，且押金近年有上涨的趋势。② 李德英将此 

称为“常押”。陈太先称：“业主如以为佃户忠诚可靠，自己又不要拿押租作用，押租尽可以少取，是为 

‘轻押重租’。”反之则“重押轻租”。(第32508、32542页)李德英讲得更为详细：如果押金数额超过年 

纳租额一倍乃至数倍，佃农地租负担减轻，构成“重押轻租”。③ 问题在于，如果押金继续增加，以致接 

近地价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我们还能将此称为“土地租赁的信用保证金”吗?如果不是，那么，地主 

所退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前研究者均未有涉及。在研究者着力较多的东南地区，土地改革在 

1950年秋收后展开，在次年春天结束。土地改革的三个过程被浓缩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其过 

程与细节很难为研究者看清楚。此外，这一地区存留的土改档案，主要是各级土改工作总结报告，格 

式大体一致，内容千篇一律。江津却不同，土地改革的三个过程，被拉长为三个相对较长的时段，构成 

三个相对独立的运动。每一个运动都留下一批相对丰富的土改档案，辅有一批内容详实的中共江津县 

委及所辖各区委员会记录，这有助于我们从细部观察土地改革的过程，并重新讨论土地改革的性质。 

二、江津县的地权结构 

有关传统时代重庆地区的土地制度，目前未见有分量的研究。陈太先、李德英、刘克祥等对成都 

平原的研究细致入微，极具功力，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江津县相关问题的参照。此外，鉴于本文第一作 

者对于东南地区地权问题曾经有过的研究，因此，将东南地区地权与西南地区地权的讨论相互结合， 

是本文采取的研究策略。 

【一)押金制度与地权分化 

在有关研究中，曹树基等发现传统时代东南地区的地权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众所周知，江南地区土地的所有权大多被分为“田底”与“田面”，构成所谓“一田二主”，即 
一 块土地被分解两个不同的“部分产权”。然而，由于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 

即可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既便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相对的田面田”之所 

有者交纳较高的地租，“公认的田面田”之所有者交纳较低的地租，因此，“公认的田面田”存在转租他 

人收取小租的可能。④ 

其二，在浙南山区，虽然当地并无“田底”、“田面”或“田骨”、“田皮”之称谓，却有“田底”与“田 

面”分化之事实。这是因为浙南山区存在大量“活卖”，即业主将田地出售给买主，保留以原价赎回的 

① 参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等编：《邓小平与大西南(192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 364页。 

② 参见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 
社 ，1977年，第 32511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③ 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 80 

页。李德英关于成都平原租佃制度的许多观点来自陈太先，且未说明，故本文将主要讨论对象设为陈太先。 

④ 参见曹树基、李霏霁：《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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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在我们看来，业主出卖的是“田面”，保留的是“田底”。据此判断，浙南山区“活卖”的性质实 

为典卖。这说明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①这一状况，在福 

建地区也同样存在。② 

在成都平原，既不存在江南的“田底”与“田面”，也不存在浙南以及福建的“活卖”与“绝卖”。然 

而，不存在这些名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同样的制度。如果佃农所交押金增加并接近“地价”，在成都 

平原就成为“大押佃”或“大佃”；在川东地区则称为“干押租”，即“佃户一次出金若干给地主，地主仰 

此资本生息不另取地租，资本到佃户不种时仍退还”。(第32524页)很显然，“大押佃”的性质不再是 

“土地租赁的信用保证金”，而是“田面”价了。陈太先还说：“大佃直是一种变相的典当，所谓押租便 

是按市场利率计算的典当本金。”(第32517页)将其性质说得清清楚楚。 

1950年8月，《川东区关于实施(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补充规定》，⑧除了将川东区租佃关系 

分为固定租额的“定租制”、根据年成议定租额的“议租制”外，没有“押”，却有“典租制”。所谓“典租 

制”，可以理解为可以原价赎回的卖地行为。中共川东区委对于“典租制”的解释为：“俗称‘当’，如 

明佃暗当，半佃半当等。”这一表述虽不准确，却可与东南地区的“活卖”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在退 

押运动中，中共川东区委规定：“佃户尚须交纳部分租额者，按应纳租额部分减租，但租额甚微者，可 

酌情不减。”由于是典卖，所以佃户交纳地租很少，或“甚微”，这就是陈太先所称“大押佃”或“大佃”。 

可见，在中共川东区委看来，“大佃”就是典卖。 

《川I东区关于实施(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补充规定》中专门设有《关于退押问题的规定》。其 

中关于“大押佃”之处理，有规定如下： 

凡由于大押佃形成之“明租暗当”、“半佃半当”之土地关系，系大押佃退还原佃户后，土地关 

系由业佃双方改为租佃关系。 

将“大押佃”与“当”联系起来，虽是相当务实的做法，但在我们看来，“大押佃”的性质是“地主” 

活卖其土地。“大押佃”退还之前，原来的“业佃关系”实为“业业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将不需要交 

租的“佃户”称为“佃户”。 

另外，陈太先还指出，成都平原存在“大佃户”与“二佃户”，亦即“大押”与“小押”，押金重(大押) 

而租谷轻的佃户，因资金不足或人力有限，而另招小佃，收其押租(小押)。(第32518—32519页)与 

江南进行对比，所谓重押轻租，不是“相对的田面田”，而是“公认的田面田”了。 

在现有的记载中，尚未看到江津的“大押”与“小押”，却看到“现佃户”与“下佃户”的记载。1950 

年年底，在减租退押运动中，群众认为：“现佃户与下佃户，同样受地主剥削，应享同等待遇。”④即群 

众认为作为田面权人的“现佃户”与从“现佃户”手中转租土地的“下佃户”一样有权平均分配地主退 

出的押金。本文不讨论“群众”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却据此而知包括江津在内的川东地区与成都平 

原的租佃形态是基本相同的。 

(二)押金制度与乡村金融 

成都平原“押”的名目繁多。有一种“嵌押”或又称“客押”：地主缺款，需要重押轻租；佃农缺款， 

① 参见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 118—131页； 

曹树基、高扬：《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期，第 28—36页。 

② 参见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 

③ 参见《关于反霸、减租退押等问题的规定，开展剿匪反特政治攻势及反对地主抽租夺佃的意见》，1950年8月12 

日，档案号：1—1—12，江津区档案馆藏。 

④ 《李市乡第七保果实分配概况》、《李市乡减租退押、各阶层人口占有土地统计、农协会、农民、士绅座谈会情况》， 

1950年 12月25日，档案号：1—1__21，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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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轻押重租。陈太先指出：“有第三者纳此押租额数而收此项押租利，让主佃双方都达到目的。”陈 

太先还进而指出，这一交易的实质是“地主向人借钱，由佃户作担保，而以租谷作为利息”。(第32524 

页)①由此可见，所谓“嵌押”或“客押”，其实是乡村金融家的投资方式之一，也就是乡村信贷市场的 

交易方式之一。 

在成都平原，佃农交纳押租之后 ，可以从地主手中收取一笔利息，称为“押扣”。陈太先认为，“押 

扣”制度是成都平原的一种特殊制度，其他的地方绝少。(第32513页)李德英在进一步说明，在川南 

的泸州、荣县等地，都是交“无利押金”。 

从理论上讲，“押扣”的利率水平应当达到当地市场利率的平均水平。上引陈太先也有同样的表 

述。然而，不知为何，精于计算的陈太先却一直没有去计算不同“押扣”的利率水平。他只是说，某 

“佃田一亩安押十两，本应按年缴租谷二石，但因佃农有押租在业主手，议定四扣，此时佃农可少缴四 

斗谷，实纳 1．6石已足”。即押金利息可以折抵租。陈太先还说，押扣过去通例为三扣五，民国十年 

(1921)以来随着一般利率的上涨而增至四扣以上，几年前因谷价大跌，曾一度增到五扣。(第32514 

页)原来，押扣是与市场利率联系的。陈太先又称：“本区习惯上加押是地主的权利，佃户例不得拒 

绝，即使押扣低于普通利率，佃农也有承受义务。”(第32516—32517页)暗指“押扣”的利率可能低于 

市场一般利率。不幸的是 ，他的这一相当粗糙且与自相矛盾的表述，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 

李德英尝试计算“押扣”的利率，她用扣谷数除以押租金额，得出“押扣率”。她举例称，某张佃的 

押租金是银 180两，每年扣谷 9．9石，押扣率为 9．9／180=0．055，即 5．5％。如某詹佃交押租银 60 

两，扣谷3．3石，押扣率亦为 5．5％。李德英称，成都平原将这样的押扣率称为五扣五，即5．5扣。② 

刘克祥在他的研究中，也将押扣率作同样的理解。⑧ 

显然，成都平原乡村百姓对于“押扣”的解释可以理解，但李德英的计算却是错误的。因为，在利 

率的计算中，单位必须是统一的。依陈太先的观点，一个大银子为 10两，折合为 14元。(第32510 

页)又依陈太先的资料，1937年，成都八县的每石稻谷价格分别如下：成都12．9元，双流 12．5元，温 

江和华阳均为 12元，新都 10元，新津、彭县和简阳均为9．2元。(第32545页)由于缺乏资料，无法算 

出成都八县的加权平均稻谷价，只知八县每石稻谷价格的算术平均数为 l0．88元，中位数为 11元。 

在陈太先在另一处又说：“同是一亩田地种水稻，一亩收谷二石，可以换钱至二十元。”(第 32380— 

32381页)两个估计数极为接近，取其中值为 10．5元。如此，在陈太先的“四扣”中，其利率应为4石 

×10．5 100×1．4=0．3，即“四扣”的利息率为30％。如果是五扣五的话，利息率则为41．3％，而 

不是李德英计算的5．5％。也就是说，只有在谷价大跌的情况下，押扣才可以涨至五扣；否则，41．3％ 

的押扣利率已经超过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确实太高了一点。如果是三扣的话，利率为22．5％，也符 

合我们对于市场利率的一般性认识。 

如此，当张佃或詹佃需要为租地而交纳押金时，他们心里是不慌乱的。如果他们手头有钱，他们 

可以从容地交出，每年可以获得 30％的利率收入。如果他们手边无钱，他们也可以通过乡村金融市 

场，融得足够的资本交纳押金。这样一来，佃户交押金的一般行为很容易转化为上文所述之“客押”—— 

“地主向人借贷，由佃户担保，扣租谷作息”。陈太先称：“佃农没有钱也要承典——为保持这一生活根 

源，借钱付押是常事，所以‘大佃’在事实上便相当于一种带强制性的典当行为。”(第32517页)在存在 

“客押”与“嵌押”，且押金利率与市场借贷利率相等的背景下，说佃农被迫借钱付押是不合逻辑的。 

① 李德英改写为：“地主向人借贷，由佃户担保，扣租谷作息。”(参见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 

平原租佃制度新探》，第81页)却未说明此分析来自陈太先。 

② 参见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第89页。 

③ 参见刘克祥：《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近代史~ 2ole年第 1期，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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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押租的性质 

李德英称，在川南的泸州、荣县等地，都是交“无利押金”。与成都平原比较，川南的佃农放弃了 

交纳押金应得的利息。仔细分析，在一个统一的市场架构下，一部分佃农比一部分佃农更有能力维护 

自己权益的观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联系到上文中有关成都平原“常押”、“重押轻租”与“大押佃”的叙述，可以综合为：在单位面积 

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押金额的逐渐增加，佃农交纳的租谷占产量的比率逐渐减少。图 1显示，假定最 

高押金等于田面价即为大押佃，最低押金为常押，不交押金时的地租率为正产的70％，当押金逐渐增 

加，地租则逐渐减少；当押金增加至与大押佃相等时，地租为零。这一事实还可以作另一方面的理解： 

在“押扣”率不变的前提下，佃农所交押金越多，佃农所获利息越多，以利息折抵地租的数额越多，所 

交地租越少。图 1展示押金额与地租率的关系。 

大押 ＼ 
＼ 
＼ 
＼ 
＼ 
＼ ＼ 

＼ 
0 地租率 (％) 

图 1 押金 、地租与地租率的关 系 

押金额增加与地租率减少呈强负相关之事实，揭示出即便在没有所谓“押扣”的地区，只要通行 

押金增加地租减少之市场原则，就说明当地存在事实上的“押扣”。在这个意义上，将“押金”理解为 

佃农的金融投资方式之一，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依此思路，将“大押佃”或“大佃”理解为土地买卖，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1951年 1月27日中共江津县委发布的一份关于减退运动的指示称：“大押佃可酌情少退或不退。”① 

这一措施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江津县委在承认“大押佃”的土地买卖性质的同时，并没有承认 

“重押轻租”或“常押”所具有金融投资性质。减退运动的领导者对于江津县的土地产权，缺乏整体性 

的正确认识。 

其实，民国年间的经济学家陈正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为各生产部门中的资金都要算利息，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金当然也要算利息。我的家 

乡——湖北枣阳县的习惯，是押租金多，租额、租率都少；押租金少，租额、租率都大；押租金的大 

小与地租的多少成反比例。据我的调查，其他各地也多如此，例如四川双流县十亩水田，佃户每 

① 《县委关于当前减退运动的指示》，1951年1月27日，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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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纳十八石谷为租，如果押租金一百四十元，则缴给地主的租谷要减至十四石谷；因为一百四 

十元的息金，每年合四石谷。① 

陈正谟以其家乡湖北枣阳为中心，讲述土地押金制度的内涵，成都平原的双流县情形只不过是对 

枣阳押金制度的辅助证明。依照成都平原的惯例，以 140元为 100两银计，140元利息为四扣，如果 

枣阳的谷价与成都平原相同，即为 10．5元一石，则利率也是 30％。遗憾的是，李德英对陈正谟的观 

点作了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正如陈正谟所言，成都平原的押租是计利息的。”②实际上，陈正谟认为 

所有押金与租率存在反比情况的地区，其押金均是计算利息的，且其利率水平应与市场正常的利率水 

平相当。 

1950年 7月，《中央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称：“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是一种保证 

金或地主所收的预租，农民如未欠租，在退田时，地主照例是应将押金退给农民的。”现在的问题却是 

农民并未退田却又收回押金。该文件又称：“在土地改革中，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金退还给农民。 

但只将农民最后所交给地主之押金退还，不应翻老账，亦不应计算利息。”⑨如上文，在中国的大部分 

地区，押金的利息是折抵地租的。中央文件的制定者显然没有弄清事实之真相。 

1950年8月，中共JiI东区委关于《关于退押问题的规定》第一句是“押租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超 

经济的残酷剥削⋯⋯地主应将押金退还原佃户”。，④ 这一判断将市场化的金融活动定性为“超经济的 

残酷剥削”。其实，乡村借贷中20％ 0％的年利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如此， 

佃农与高利贷者身份合而为一。地主与佃农，债务人与债权人，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就 

成为一个问题。这个有趣的事实，有可能颠覆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视。 

总之，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的广大乡村 ，既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也存在一个充分市 

场化的借贷利率。押金与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此正如马克思 

所指出的：“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人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 

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 

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 

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⑤马克思对资本流动的经典描述，完全适用于中国乡村的土地市场。 

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可以想见，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 

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三、减租退押的过程 

(一)减租的困境 

1950年，中共西南局发布《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中共川东区委发布《川东区关于实施(西南区 

减租暂行条例)的补充规定》，其中内容，不一一叙说。从逻辑上讲，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地主阶 

级”就不可能收租了。然而，所谓“地主阶级”是由大大小小的土地业主所组成，其中可能包括中国共 

产党定义的以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也包括有出租土地行为的一般土地业主。他们可能是地主和 

富农，也可能是小土地出租者，甚至可能是中农与贫农。面对这么一个异常复杂的“业主与佃户”之 

①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 19页。 

② 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第85页。 

③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1_一652页。 

④ 《关于退押问题的规定》，1950年8月7日，档案号：1—1一l2，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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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尤其是面对其中大量“业主兼佃户”群体时，减租的意义何在就成为一个问题。 

在江津县档案中，很少见到有关“减租”的单独论述。几乎所有的“减租”都是和退押联系在一起 

的。在不多见的几份单独的“减租”材料中，有一份来自江津县第四区的材料值得细加讨论。 

非地主、富农我们要照顾他们业佃双方的生活情况，酌量少减或不减。例如：地主有十口人， 

只有田十石租，而承租的是富农，那末就不必减，但假如地主是中农，佃户是贫农，就可以减一半， 

至于地主如果是反动的 ，就必定减。 

总之，减租对象是地主，其余的都要业佃兼顾酌量实际生活情形去减。① 

1949年后，大地主的佃农实际上已不交租，所以，上文中的地主其实都是小地主。如果是政治反 

动的小地主，就必定要减其租。如果是政治上不反动且人均占地较少的地主，且承租的又是富农，则 

不必减租。如果业主是中农 ，而佃户是贫农，则可以减一半。这意味着，在贫农优先的前提下，可以不 

考虑中农生活是否困难。这一表达中的最大问题，不仅小地主要减租，中农也要减租，减租对象不完 

全是地主。然而，上引文之最后一句强调减租对象只是“地主”，与上引文中的“业主”有明显冲突。 

不仅如此，地主之租也不好减，减地主之租，还要兼顾业佃的实际生活。言语抵牾之处，反映了减租的 

困境。 

在江津县 13区，一份材料这样记载： 

刘仁田今年减租退押又负担公粮，刘仁田的原租额为 7．5石，实产 9．3石，二五减租应减 

5．6石，原租百分之三十五的最高额为3．25石，应减租为4．05石(老石)，占原租额 55％，除耕 

种资本 1．75石，公粮0．35石，佃户净得4．15石，为不减租所得的59倍，应退顶手 88石，加减租 

退押共得 115．06市石，为今年不减租退押实收之379倍。 

刘仁田实产9．3石，租额7．5石，地租率高达 80．6％。这一超高的地租率虽然不见于其他地区， 

却在成都平原及四川地区为常见。陈太先提供了一份统计表，为节省篇幅，仅以温江县为例，叙述如 

下：正产出产价25．2元，缴租价20．4元，押租钱总0．266元，缴租价加押租钱总20．666元，以此除以 

出产价即得地租率为0．82，即82％。(第32549页)⑧细细究之，表中“押租钱总”皆为小数，陈太先没 

有交待此数从何而来。如果交此数当作押金之摊薄，以0．2元计，约为 l4元常押摊薄7O年之结果， 

其意仍然不明。根据这份统计，成都八县地租率高达 81．1％。 

四川的佃农真的要付出如此高的地租吗。陈太先说：“如果押租额高达七十元，则按四扣计息， 

佃户已不要缴纳租谷。此时租佃关系即所谓‘大佃’之制。”“四扣”的利率为30％，计算所得地租为 

21元(70×0．3)，与上引资料中的温江、成都两县每亩租价相近。 

尽管陈太先强调“押租对于租率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第32543页)却将押金利息当作佃农的支 

出，而不是收入。因为，在他看来，佃农的押金是借来的，而借来的押金是要支付利息的。我们的算法 

不同，仍以温江为例，该县缴租价为出产价的81％(20．4／25．2)，在常押水平下，佃户交 14元押金，以 

四扣计，每年可得4．2元利息，从地租中扣除4．2元，实际交纳地租只要 16．2元，实际地租率为正产 

的63．8％。虽然这一地租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已经大大接近正常的50％的地租率。需要说明的 

是，这一仍然较高的地租率，是在交纳押租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考虑到“客押”的存在，则佃户确实 

① 《第四区减租总结》，1950年(日期不详)，档案号：1—1—15，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江津县农代会议总结》，1950年 11月30日，档案号：1—1—1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 李德英将“押租钱总”当作“押金年利息率”。李德英可能认为这份资料中的0．149—0．568的利息率太大，自作 

主张地缩小 10倍，即将 0．266改为0．0266，依次类推。参见李德英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 

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 1期 ，第 108页。如果“押总钱总”真的是利率的话，作为百分比的利 

率岂能与缴租价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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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担地租率高达80％。 

再回到刘仁田案的讨论中来。上引文中“二五减租应减 5．6石”，无从理解。9．3石的35％约为 

3．25石，应减租实为4．25石，上文算错。另外，此额是为原租额7．5石的56．7％，而不是 55％，上文 

算法，稍有误差。扣除耕种资本、公粮后，刘仁田净得3．95石，而减租前刘仁田实际收入为 9．3／(7．5 

+1．75)=0．05石，减租后的收入为不减租时的79倍，而不是上文的59倍，上文又错。 

此外，在本案中，产量为9．3石的土地，其“顶手”高达88石，即为9．5年的总产量，亦即接近十年 

的总产量。此令我们猜测，本案中的“顶手”，已经不是“押金”，而是地价。在退押运动中，刘仁田有 

可能是将购买土地的货款从卖地者的手中全部退回，且仍获得耕种此块土地的“佃权”。藉此运动， 

刘仁田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高收人。 

考虑到“大户加征”对于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因此，对地主阶级的减租事宜，就不需要多加考 

虑。实际上，减租的最大麻烦，是在普通农民，即地主、富农以外的农民之间进行。这些没完没了的生 

活琐事，以及讨价还价，没有政治意涵，上不了台面，构不成“减租”运动的伟大成就。所以，在我们所 

见“减租退押”文件中，只有刘仁田案。不幸的是，这唯一的个案，数据的真实性还是有问题的。 

(二)农民之间的退押 

退押是“减租退押”运动的主体，涉及退押的材料要远远多于减租。其中最多的资料，是各区乡 

有关退押的会议记录及工作总结。如上所述，退押要解决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以及田底权人与 

田面权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押金退给谁就是一个产权关系整理的过程。 

由于押租制度的普遍存在，中农、贫农之间也普遍存在押租行为。如在大桥九保退押业主46户 

中，中农、贫农占33户。紫云七保退押业主 80户中，中农、贫农占73户。 于是，中农与贫农成为退 

押的主力。1950年 12月，一份有关六区李市乡七保的材料说：“本保地主有21户，除了解放前当过 

保长有贪污和欺压佃户的地主刁象用确定进行斗争说理外，” 其余的20户地主及5户富农均用谈 

判的方式进行退押。34户中农、贫农则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需要退押的中农、贫农户数超过地主的 

户数。 

例如，江津县二区德感乡木光村共有 193户，退押90余户，其中退出一二斗的即有三四十户。 

据此推测，普通农民之间的退押，类似于一场游戏，甲将一二斗押金退给乙，乙将同样数量的押金退给 

丙，丙又将差不多的押金退给甲。这个模型化分析，扩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也是可以成立的，只是 

参与的人数更多而已。如予不信，请看下文： 

一 般的中农都有押金退，所以由本人自愿的退⋯⋯又有一部分无有押的中、贫农而本身要退 

押，但实际上又退不出来，就由主佃双方协议。一般应得押金的贫雇农都说，我~tiA-家要活动 

点，不要。在这样的原则下进行减退。如贫农龚灯普应退出押金3O石，佃户是中农郭德艰，佃户 

比主人活动点，就完全没有退。如中农赖树清应退与贫农袁明高一石押金，主人比佃户好点，并 

且赖树清有押金退，所以全部退与袁明高了。⑤ 

能够得到甲手中退出押金的中农，愿意将得来的押金退与乙，“得押”与退押相互抵销，这三人之 

间可能不存在问题。只是如果没有“得押”的中农、贫农如果需要退押给他人的话，就存在退不出押 

的问题，这时就需要主佃双方协议解决。如果应得押金的贫雇农生活条件比应退押者的生活条件好， 

就会主动放弃押金。文中“活动点”，指的是手头宽，不怎么缺钱，或不怎么缺那么一点钱。如贫农龚 

① 参见《过去减租退押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1951年2月7日，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③ 参见《六区李市乡七保进行减租退押的几个问题》，1950年 12月 12 H，档案号：1一l一1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④ 参见《县委会讨论记录》，1950年(日期不详)，档案号：1—1～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七保几天工作的总结》，1950年12月13 H，档案号：1—1—21，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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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普的日子过得比中农郭德艰要好，就没有要郭德艰退押；赖树清日子过得比袁明高好，就将押金退 

给袁明高了。在七保退押工作队看来，在乡村实际生活中，退押与不退押，有时并不是一个产权问题， 

而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只不过，这一说法与我们研究所得并不符合。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是一 

个“契约社会”，产权明晰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 

普通农民之间的退押其实不是退押运动组织者的初衷所在。退押的对象是地主。然而，木光村 

的情况则是，“打到地主头上，大的退的少，小的被打击，廿余户只退一石二斗，十天退出40多石”，仍 

然是小户居多。在我们看来，经过严厉的“大户加征”，大户的油水已被挤出，许多大户已经拿不出押 

金。十天的时间，全村仅仅退出40多石谷子，以至于木光村所在二区区长刘介生说“和征粮一样”， 

意即退押像“征粮”一样，不采用暴力，则无押可退。 

(三)诉苦与斗争 

正因为出现暴力退押，就引出本节的核心问题，经济性质的“减退”运动如何转化为诉苦运动，暨 

如何转变为一个以“诉苦”为表征的政治运动? 

上引中共川东区委《关于退押问题的规定》论述了针对不同退押对象所采取的不同退押办法，大 

致可分为：恶霸全退；一般地主分期退；中小地主酌情先退一部分；小土地出租者无力退还者，今年可 

不退；采用的也是阶级成分累进制，成分越高，退的比例就越大。 

在江津县召开的农民代表会议上，农民代表普遍对退押比减租更关心，“讨论退押时一般农代情 

绪最热烈”。 究其原因，大户减租已经不再需要，小户减租，可以在秋收后立马进行，佃农只要少交升 

斗就可以了。退押则不同，就一般情况而言，“常押”的押金或许可以退出，“重押”与“干押”与卖地 

无异，“地主”无法退押。这也就是 1950年底江津县农 民普遍面临的问题：“地主拿不出来怎么 

办?” 在我们看来，卖地所得资金，要退还买家，确实是件困难的事。不仅如此，还由于 1950年春天 

的征粮，“征粮征没了，地主退不起”。 

“地主拿不出来”是一个经济问题，却连带产生与之不相关的“诉苦”运动，其间的逻辑联系颇为 

怪异。例如，1950年底的一份总结材料中说，“各区普遍进行了谁养活谁启发农民的阶级教育”，但细 

读之后，并不知道农会是如何“启发群众穷人是如何穷的，富人是如何富的”。虽然也有具体的案例， 

如四区管海洲等7人诉苦时说，“因没饭吃把孩子活活地饿死了”，却仍然没有看出这一惨案与“押 

租”的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四区农代会上，群众对恶霸地主朱明德提出了44项罪恶事实，他 

本人承认的有 l3项，我们归纳为以下几项：1．隐藏武器手榴弹和军用望远镜；2．通匪做小偷；3．用手 

枪伤人；4．抗交 1949年公粮，组织抗粮；5．破坏农协，破坏减租退押；6．自己逼租一石六斗，帮人逼租， 

帮人抽佃；强奸妇女7人；7．砍伐森林共60余株；8．吸食贩卖鸦片。 退押运动中的“诉苦”已经脱离 

对于地主剥削的控诉 ，转为对地主所有“罪恶”的清算。 

这是因为，将“诉苦”与退押联系在一起，确实是有困难的。在本文的逻辑中，苦者应为卖田者， 

而不是买田者，买田者诉卖田者之苦，是很难说得通的。在现实中，这样奇怪的诉苦居然发生了。请 

看以下案例： 

高牙一保八甲曾义成，于1946年佃地主廖海涛的土地，租额每年27石五斗，押金 200元，当 

时可买黄谷96市石，后又每石加押金三十元，共加八百二十元，三十五年加四百元，共一万一千 

元。三十四年又每石加一斗谷子，共十市石多，地主廖海涛加押时，所有佃户都一齐加，规定时间 

① 参见曹树基：《石仓契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 1辑第 1册(代序)，杭 

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页。 

② 《县委会讨论记录》，1950年(日期不详)，档案号：1—1 ，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④⑥ 《江津县农代会议总结》，1950年11月30 El，档案号：1—1—1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十一月十七日至卅日全区工作回报总结》，1950年11月，档案号：1—1—19，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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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齐，如逾限三天后就加子金计算。① 

如果200元押金能够购买黄谷96市石，每石黄谷价值只有2．08元，低得实在离谱。查《第一区 

第四届农民代表大会总结》，说的是同一个案子，200元押金，“当时可买黄谷老量二十石”。 每石 10 

元，与上引文中 1937年的价格相近。加押的同时还要加租，就令人有点匪夷所思了。本个案应该是 

编造的，目的是激发乡民的仇恨。 

再看一案。七保地主龚永芝应退 30余石押金，但他就是不退，理由是拿不出押金。农会知道他 

儿子过去干过土匪，未自新，他本人也通匪。因此，农会抓住此点向他进行斗争，以人民法庭作为威 

胁，结果30余石押金全部退出。 这一方法，或许可以称为“威胁退押法”。 

还有一案，王老太婆是大地主，应退押金百余石，农民向她要押金，她说没有，后来调查出她过去 

曾逼死过使女，因此专攻她这一点，结果迅速将押金大部退清，并说：“只要不要她的命即可。” 这一 

方法，仍然是“威胁退押法”。不幸的是，农会的恐吓可能过分了，另一份涉及同一地区的文件称：“王 

老太口开始退 81石，已退 78石，差4石。后来又说区干说还欠3O石，王老太口而吊死了。” ‘区干” 

是区政府的干部之简称。 

很显然，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暴力退押全面展开。材料显示，暴力退押是由中共地方领导决定的， 

并不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还在 1950年 l2月，在江津县分区书记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对于地主的斗 

争，“我们要坚决退，不到80％不能减免缓⋯⋯对开明人士可拉下，打的必须坚决打，狠狠的打，只有 

打坏的，才能分化他，人民法庭要即时批核⋯⋯打击主要的，打得准狠”。 15气十分严厉。 

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在全县展开，有一份材料讲叙农民惩治地主的办法，计有以下 l3种，可以称作 

“百样皆出”：1．叫地主学习生产。如四保叫地主夜间早上，因天气冷下水 田捞浮萍草。2．修路挑煤 

灰。3．泼冷水。4．使抄木拉。5．吊。6．轮流口训。7．假枪毙。8．使硫磺合大椒燃着熏地主。9．脱衣 

服，冻地主。l0．叫地主把衣服脱了抱石柱子。11．叫地主睡板凳。头枕一根，脚一根，中间空着。12． 

地主打地主。13．叫地主给佃户贫农叩头。 文件还记载一个退押的个案，几个勇敢分子用罚跪、甚至 

跪瓷碗，扒衣服、泼冷水等方法来搞，“结果是既斗不服地主，也退不出押金”，“四保地主周子升，因泼 

冷水而死，他的老婆在街上大喊大叫，农会退押逼死人了，扩大了地主的叫喊市场。全乡统计：扒衣服 

者24人，跪者 18人，泼冷水者 13人，吊者5人，泼冷水死者 1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文件中，见有大批地主向佃农诉苦。如永安乡地主杨洪口的女人请佃户到 

家里哭穷，求佃户不要说押金。地主聂云禄帮助佃户犁田，要佃户摸着良心说话。石门地主杜王氏与 

佃户发生肉体关系。地主赵立群请佃户吃酒，说不能实报顶首。 在以上四例中，以地主杜王氏与佃 

农发生肉体关系最为极端，她们希望少报押金或不报，是因为她们退不出押金。百般无奈之下，只能 

用自己的肉体与佃农作交换。 

总之，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是建立在概念化的阶级剥削理论之上的。如果真的要退押，首先要解 

决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以及田底权人与田面权人之间的关系。押金退给谁，本来是一个产权整 

理的过程，中共江津县委通过诉苦发动群众，企图将“减退”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们的努力部分地取 

得了成功。关于这一点，可以详见表 1的解释。 

① 《江津县农代会议总结》，1950年 11月30日，档案号：1—1—1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第一区第四届农民代表大会总结》，1950年 11月17日，档案号：1—1一l4，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④ 参见《六区李市乡减退工作总结》，1951年 1月 12日，档案号：1—1—16，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关于李市工作》，1950年(日期不详)，档案号：l一1-_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⑥ 《分区书记会议录》，1950年12月，档案号：1—1—8，江津区档案馆藏。 

⑦⑧ 参见《八天来的工作简要回报》，年月不详，档案号：1—1—17，江津区档案馆藏。 
⑨ 参见《十一月十七 日至卅 日全区工作回报总结》，1950年 11月 ，档案号：1—1—19，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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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实分配与 1951年农业税 

(一 )押金再分配 

1950年 8月7日，中共璧山地委翻印了总名为《关于反霸、减租退押等问题的规定》的一系列文 

件，作为即将开展的减租退押运动的指导。这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反霸斗争中一些问题的规定》、 

{JlI东区关于实施(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补充规定》、《关于减息问题的规定》、《关于退押问题的 

规定》、《关于果实分配问题的规定》。(!)综合起来，这些文件有以下几点值得多加讨论。 

《关于反霸斗争中一些问题的规定》中所界定的“恶霸”主要是政治上当权、有罪恶、群众痛恨的 

地主，“可没收其本人财产的一部或全部⋯⋯赔偿受害农民，特别是受害最重的苦主，和分配一部分 

贫苦农民，适当地解决其土地、牲口、口粮等物资，这样既名正言顺，又可争取各阶层的同情”。② 反霸 

斗争的主题，除了镇压外，就是对受害者的赔偿，其次才是将恶霸财产的一部分适当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在其他三个有关减租、减息与退押的相关规定中，所涉人员或是业主与佃户，或是债权人与债务 

人。如《关于退押问题的规定》就规定：“对恶霸分子以及能够全部退出的地主，应立即将押金全部退 

回原佃户。”很难想象，一个土地业主，会将一个不是佃户的他人作为自己的减租对象或退押对象；同 

样，一位债权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一个非债务人减息。 

然而，《关于果实分配问题的规定》却一反上述逻辑 ，规定：“凡是反霸斗争之财富，基本上应以全 

体农民之需要与贫困程度为分配标准，不要分参加农协和不参加农协，不要分积极与落后，这样才能 

防止富农路线和单纯救济观点。”赔偿的主题已经不见。另外，该文件又规定：“凡减租退押一律归佃 

户所有，但对个别佃富农所得果实较多，应根据情况适当调整之，只能是个别的，不能因口口口之财富 

混为一谈，这样才能保证所得财富投入生产。”这一规定将退押的对象扩大到非押金交纳者，意味着 

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异。 

从运动实际展开的过程看，退押的果实已经扩大到非押金交纳者了。在六区李市乡七保，有记载 

称：“减租退押的果实，不是退一户叫佃户拿去，而是由农协暂时保管，待减租退押完成后再行分配。” 

怎么分配呢，“中贫农原则上应全部归中贫农，佃富农经动员后可拿出一部，以照顾无租可减，无押可 

退的(或很少)贫雇农”。③ 佃富农拿出多少呢?在新市乡第七保，有记载称，为了照顾无押可退的贫 

农，“佃富农拿出三分之二，商讨决定适当分配”。于是，富农曾德臣在感谢共产党、毛主席退押的同 

时，表示“我愿意拿出三分之二分给无押可退的贫雇农”。另一个富农陈洪发也表示“愿拿三分之二 

分给农会穷兄弟们”。 

其实，中农与贫农都需要拿出退出的押金给其他人。有一份材料说：“分配如果实可从佃农退出 

押金一部或大部分给从事生产的贫苦农民。”贫农口意兴说：“我退了五十石，押过去等于是丢的(是 

下佃户)。今天得毛主席来领导和农会的团结退出来了。我愿评出二十石来给贫苦无押可退的兄弟 

们分。”⑤就是在李市乡，“中农分得过多者，应自愿的丢出一点，以调济无租减、无押退的贫雇农”；贫 

农漆义兴，“这次得到押金50石，愿再拿出20石来分给雇贫农”。⑥ 

① 参见《关于反霸、减租退押等问题的规定 ，开展剿匪反特政治攻势及反对地主抽租夺佃的意见》，1950年 8月 12 

日，档案号：1—1—12，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关于反霸斗争中一些问题的规定》，档案号：1—1一l2，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 《六区李市乡七保进行减租退押的几个问题》，1950年 12月 12日，档案号：1—1—1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④ 《新市乡第七保分果实的情况介绍》，1950年 12月28日，档案号：1—1一l2，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第七保果实分配概况》，1950年 12月25号，档案号：1—1—21，江津区档案馆藏。 

⑥ 《李市乡果实的分配是这样的》，年月不详 ，档案号：l一1—16，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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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农、中农与贫农在农会和党的教育下，自愿拿出数量可观的押金分给其他贫雇农之事，我 

们心存怀疑。一份材料讲到退押中全县的逼死人现象，全县逼死 198人，其中就有中农与贫农 19人， 

工商业及小土地出租者 9人。中农 、贫农之间的问题主要是“退押(主要是吊脚的)而追交押金逼死 

人。① 所谓“吊脚的”，主要指居住在外乡，而土地在本村的农户。可能是因为不是本村人，可以不讲 

情面，普通农民之间的“逼退”也可能表现得凶狠与残酷。由此可见，退押运动不过是一项以退押为 

由头的乡村财产清算。不仅涉及地主，而且涉及普通农民。 

(二)谁是得益者 

江津县各阶层在退押中的得益情况，详见表 1。 

表 1 江津县退押受益阶层分类统计② (单位：稻谷斤) 

原表说明：1．调剂数分两项：A．调出给别人的(如富农)；B．今后调剂果实的，如雇贫农，应对准成分填写。2．统一 

以粮食计算，以市斤为计算单位。 

从江津全县的情况看，佃户阶层是退押运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其中以佃中农得益最多，佃贫农次 

之，佃富农更次之。不过，从户均或人均“得押”的情况看，佃富农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次则佃中农及 

富农，再次则佃贫农及中农。在“自愿”、“教育”，或“动员”得押者让出部分押金后，佃富农的受益数 

大大缩小，反映在户均与人均水平上，缩水率达到 30％。佃中农的户均与人均受益量略有减少，而佃 

贫农则略有增加。从佃富农手中减去的706万余斤粮食，主要补给了雇农与贫农，富农阶层也稍带受 

益。不过，既便佃富农让出了30％的“得押”给了其他阶层，但他们无论是户均得押还是人均得押仍 

然是最多的。 

这就说明退押运动的基本框架仍然是清理产权关系。虽然“诉苦”将其方向扭向政治运动，虽然 

佃富农“自动”或“不得不”拿出了30％的得益，但他们仍然是最大的得益者。这一结果距离共产党 

要求的穷人翻身，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们的疑问是，直到 1950年年底，中国共产党为何不能对乡村 

地主阶级采取更为直接、彻底的政治行动?要知道，1950年 6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已经公布，对于地主阶级采取彻底剥夺的手段，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仔细研读各种文件，发现退押运动还有别样的用意。1951年元月 3日，璧山地委韩专员总结工 

作时称：“押金主要是收现金、粮、布，土改应分配的财产不得顶替，农民非必须品少要，实物的计算必 

须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折合计算。”~1951年3月 1日，中共江津县委指示称：“押金应以要金银、粮 

① 《江津县委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1951年 4月 22日，档案号：1—1_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璧山专区各县减退中的几种统计表等》，1951年4月22日，档案号：1—1_2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 《韩专员传达谢政委总结》，1951年 1月3日，档案号：1—1—24，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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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民币、布匹、棉纱为主，地主衣服应在退到一定程度后再要。要严禁乱要地主木器，评价应实事 

求是，防止太高。”①在 1950年代初期，金银、粮食、布匹、棉纱都属于硬通货，是支撑人民币信用之基 

础，也是朝鲜战场重要的军用物资。衣服与家具则是不重要的。 

就在同一个月，江津县委的工作报告称：“由于目标明确，追出来的是金银人民币及少部谷子，十 

二区金钢乡复查中，追出银子 1 300两、银元 500个、金子 7两、谷子 100石、人民币 1 000多万元。三 

区油溪镇追出了金子77两，十区双风乡是靠近贵州的大山里，也追出了7．7两金子，71石谷子。十 

二区的五个保六天的时间追出了人民币2 000万元。” 江津县委关心的只是硬通货。 

另一份报告提到全县农民“共得果实218 068 903斤，其中退押 117 246 956斤，反恶霸为6 488 794 

斤，清匪为3 578 264斤”；“从退出押金质量上看，金银、人民币、棉纱、布匹占35％，粮食占25％，其他东 

西占39％。开始时，部分保要木器太多，叫地主穿了空子”。⑧仍然是强调要硬通货，而不要家具。 
一

份《关于反霸减租退押中分配果实的规定》称：“所有在反霸斗争中清出之图书文物、古玩等带 

有历史价值者，一概不要损坏，应由政府代文(化)部门机关保管，以资保护中国历史文物古迹，不致 

遗失破坏⋯⋯所有反霸、减租、退押、退出金银等，由政府分期酌情收购，防止金银流通，避免紊乱市场 

和金融。”( 有材料记载：“提倡宣传(要公开宣传)将所分得的一半果实存放公家、银行，以免立即付 

款，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 政府的目的很明确，要将斗争中所获硬通货尽可能多地收人手 

中，以加强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于是，在江津县，区一级的乡村银行也开始收兑金银了。例见表 2。 

表2 1950年及 1951年1—3月油溪人民银行收兑金银⑥ 

原表说明：1950年尚未计算在内，为数不多，所列数字不够准确，仅供参考，油溪本镇约占55％。原表的加总错为 

44 518．4万元，表 2纠正。 

另一份报告还称，“白沙镇退押为 1 989 769斤，投入生产的约占50％，存入人民银行的占 13％。 

七区仁沱乡农民共得果实为2 579 625斤⋯⋯存人人民银行的95 832斤，占3％，占农民得到押金(减 

租除外)1 539 845斤的30％”。⑦存入人民银行的实占3．7％，占押金6．2％。报告的计算皆有错误。 

这样一来，真相似乎明朗。如果立即采用暴力手段消灭地主阶级，所获财产仅仅为地主阶级“占 

有”的土地，其积聚财富的效果肯定不及退押。如上所述，退押主要在经济层面展开，索要财物有着 

充分的理由与依据。当然，在实际退押运动中，索要的对象并不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至于佃富农得 

益，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在 1951年秋天征收农业税，采取全额累进税制，⑧足可抵销佃富农退押 

中之所得 

① 《县委对于当前工作的指示》，1951年3月 1日，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江津县委三月份工作报告》，1951年3月 。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 《江津县委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1951年 4月22日，档案号：1一l—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④ 《关于反霸减租退押中分配果实的规定》，年月不详，档案号：l—l一1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⑤ 《十二区各乡汇报综合》，年月不详，档案号：1—1—1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⑥ 《江津县委三月份工作报告》，第55页，江津市档案馆：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⑦ 《江津县委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⑧ 《政务院关于1951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称：“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仍沿用 1950年9月中央人民 

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新解放区农业税，以户为单位， 

按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农业收入累进计征收。”即每人收入越多，应纳税额越高。参见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 

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86—89、19O一19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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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的个案并不是孤立的。关于退押的经济 目的，邓小平的一段话可为证明： 

西南金子的数量我们没有材料统计，但银元估计在一亿以上。我们⋯⋯发了通令允许他们 

用银元折交公粮。从发通令到现在 已经三个多月了，据财经委 员会的报告，只折收了六十万银 

元，贵州只收了三块银元，结果地主交的还是粮食，而不是银元。这个情况证明，大量的银元还没 

拿出来，在谁的手上呢?工商界没有，农民也只有一两块，还是都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拿出一 

部分银元来退押，也就解决问题了，由此说明是退得起的。 

人民币缺乏信用，禁止银元流通的同时，退押目标直指银元。一份文件称：“一般群众也⋯⋯都 

信赖银元并乐于使用它⋯⋯我们短时期内缺乏充足的物资支持人民币，而人民币在群众的信仰亦尚 

未完全建立起来。”为什么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收兑银元呢?同一份文件有以下记载： 

西南银元数量很大(据估计有七千万至一亿)，又多保存在地富、官僚、军阀及部分资本家手 

里(一般群众虽有，但为数不多)，若收兑势必大量增加发行，发行增多必引起物价高涨，群众受 

害更大。故决定在严禁银元时，银行不予收兑(牌价仍为六千元)，采取硬性冻结方针(为了照顾 

群众困难，遇必要时亦可考虑届时在某一地点压低牌价进行有限制的兑换办法，但须经财委批 

准，任何地方不能 自作决定)。这样做可能有些群众甚至少数干部不满意，认为是不照顾群众的 

困难，各地必须详细讲解清楚，克服盲目的要求与盲目的仁政观点。② 

采用兑换的方式可能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引发人民币贬值，进而引发通货膨胀，采取超低价收 

购与硬性冻结的方式，结束银元的货币使命，从而使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虽然不怎么“仁政”， 

但西南军政委员会明确表示不要这样的“仁政”。鉴于此，对于退押中各地逼要金银，且金银由人民 

银行收藏的做法，就能理解了。 

(三)退押与 1951年农业税 

有关江津县退押的品种、数量及金额可以详见 1951年4月 20日完成的表 3。 

前八项退押物品中包括粮食、金银、人民币、猪、羊、棉纱、铁和其他流通商品，共占全部退押品的 

59．3％。其中稻谷与人民币所占比重为最大，再次则“流通商品”，折合稻谷 616万斤，究为何物，语 

焉不详。我们理解为可以迅速变现的物品，但不包括衣服与家具。总起来说，这八项退押物品最值得 

重视，折合稻谷多达6 810万斤。 

1950年江津县农业人口多达818 176人，( 每人平均可以分得稻谷 140斤。如果仅以稻谷算，则 

每人平均分得稻谷 36斤。这一算法与表 1中的计算大不相同。表 1中的人 口只有46万余，大概只 

是参加斗争或分配果实的人口。看来，乡村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没有参加斗争，属于被分配果实者。 

这总量为 68 101 350斤稻谷的八项退押物品意味着什么呢?查江津县历年农业税情况，知 1950 

年全县农业税为稻谷79 310 333斤 ，税率 15％；1951年 144 156 373斤，税率26％；1952年98 033 971 

斤 ，税率 15．4％。，④ 1951年税收增加量为64 846 040斤。这令我们产生联想：退押中的果实，成为 

195 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 

① 邓小平：《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 

庆 ：重庆出版社，2006年 ，第 219页。 

②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禁用银元的指示》，1950年 1月 7日，见贵州省档案馆 、贵州市档案馆编 

著：《贵阳解放》(下)，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 315—3l6页。 

③ 参见江津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江津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 154页。 

④ 参见《江津县一九五。年至五二年度农业税征收情况表》，1953年8月29日，档案号：1—1一l29，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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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的合计总数与表 1中的数据不符，是因表 1的原表中，分项数据加总时有误。小麦的价值应高于稻谷， 

但原表并未对小麦作增值处理，因数量不大，本表不予特别处理。 

假定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在退押运动开展之前，中共江津县委一定会给各区下达退押任务。 

1951年 2月 14日的一份报告称： 

减退工作于50年 12月开始(县基点于11月中开始)至今共经历两个多月了，全县共已行动 

的乡53个，保318个，已经分配果实的保 235个，占全保的73％，口口的30％。已经行动的乡保 

减租数为 斤，退押数 斤。只退押数相等于50年公粮的两倍。李市乡出公粮 200万斤，退押 

数为500万斤，已退的有300万斤，超过公粮之半倍。一般保均超过两倍，就是平均每人(总人 

数)可得200斤。② 

有趣的是，在不知道“已经行动的乡保减租数”与退押数的情况下，江津县委已经知道了退押数 

是 1950年公粮的两倍。实际上，这就是县委下达的退押任务。这 318个保的具体任务数虽然不知， 

两倍于1950年公粮则是确定无疑的。具体而言，李市乡已经完成退押任务 1．5倍，而“一般的保”， 

要求都是达到 2倍。 

上文已述，1950年江津县农业税为7 931万斤，其两倍则为 15 862万斤，据表 1，全县退押实际完 

成 11 491万斤，是为计划总数的72．4％。如果按照错算的数据——完成退押 11 724．7万斤，则完成 

计划总数的70．9％。事实上，直到 1951年 2月 14日，江津县委并不确切地知道全县能退出的押金 

数。一份工作总结说： 

我们估计全县能退出押金数为一亿三千一百六十万斤，就目前的四千万斤，已退数斤三分之 
一

。 只要进一步努力，再加镇压比较及时，是可以完成的。③ 

已经将最初的两倍即15 862万斤，降至 13 160万斤。看来，退押任务是确实存在的。至1951年 

3月，江津县委加快了退押的步伐，有报告称： 

三月干部会后，运动发展很快。50年 11月至51年1月，三个月我们动了328个保，占40％ 

① 《江津县已退出的押金种类统计表》，1951年 4月 22日，档案号：1—1_29，江津区档案馆藏。 

② 《过去两个月减退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1951年2月14日，档案号：1—1—23，江津区档案馆藏。 

③ 《工作总结》(原件无标题)，1951年2月14日，档案号：1—1_23，江津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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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了搞减退的保)，二月中到三月中，1个月口动了，退出的押金，过去3个月4 000万斤，最 

后一个月是 6 000万斤，合一亿多斤。为什么会这么快呢?主要是我们一手抓住两个武器：即发 

动群众与镇压反革命，地主气焰迅速下降，农民顾虑减少，觉悟迅速提高。① 

这里所说1亿多斤，与表3中的数据基本符合。在完成任务不佳的情况下，由于江津县委采取果断的 

政治手段，加强镇反，所以，在1951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一个月中，退出的押金超过之前的三个月。 

(四)中央的策略 

至此，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江津县委依据什么确定退押数额?这是江津县独有的做法，还是 

全国性的现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i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 

美援朝战争的需要，陈云提出要尽力增加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 

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江津县农业税的增加，就是这一计划的产物。陈云继续说，这样一 

来 ，“农民的负担，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一点。这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为什么不能向其他阶层 

的人口多征税呢?陈云认为： 

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现 

在还穷，文化人现在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上半年买了二十亿斤小米的公债，油水 

也不大了。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后或减租后，已得到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低于工人， 

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和土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 

请特别注意其中的“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后或减租后，已得到了好处”一句。陈云讲这句话的 

日期是在 1950年 11月 15日，也可能是在 11月27日。这时，江津县的退押工作试点才刚刚开始，四 

川及西南地区的农民虽然还没有得到好处，但陈云知道这些农民一定会得到“好处”。因为这时，陈 

云已经将农民一定会得到的“好处”计入了 1951年的新增农业税。 

五、结 论 

在四川地区的广大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 

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 

租”完全相反。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 

减租退押具有产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然而，在谁是剥削者并不清楚的情况下，减租退押无 

法进行。在引入“反霸”概念后，采用“诉苦”斗争的政治手段，达到从地主手中夺取粮食与金银，以达 

到支持人民币信用的经济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普通农民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民，由于 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 

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 195 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不 

仅如此，陈云的讲话还有力地证明，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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