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中国地权问题再讨论
———对刘志相关批评的回应

曹树基

内容提要: 针对刘志论文对我的误读与批评，本文再次解释传统中国的地权结构。本

文强调，在刘志论文发表之前，学术界并没有忽视地权的分割。我的产权模型解决了地租、
押金与利率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普通租佃和永佃、田底、田面与典，可以在一个统一的

框架中得到解释。摘引零星资料，以人文主义的勇敢来挑战社会科学的结构与体系，很不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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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志撰文，以“地权的分割、转移及其阐释”为题，对我的相关研

究提出批评。①针对刘文对拙著的误读，以及刘文提出的解释体系，本文再次阐释传统中国的地权结

构，并从学术范式上讨论如何展开学术批评。

一、前人没有忽视地权的分割

诚如刘文所称，地权是一个从民国至今学界一直热衷的重要话题，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因此，在

评述他人成果时，尽管不能面面俱到，但对于论战对手的研究成果，应当细心阅读，不可随心所欲。
然而，刘文这样指出前人的不足:

因“永佃权”等观念的影响，往往忽视了一田二主中佃农实际可能拥有部分地权，而将地权

全部统计为田底地主所有，认识上错误的提高了江南等地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
刘文加注曰:“以往的研究基本如此，最近的研究有的仍然如此。”查脚注，知“最近的研究”指

2013 年胡英泽的一篇相关论文。接着刘文话锋一转，认为“由于地权研究的新进展，这一问题已经有

了反思和新的探索”。然而，作为证明，刘文列举的居然是时间更早的 2003 年赵冈的论文和 2008 年

一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新进展”在“最近的研究”之前，令人错愕。
“最近的研究”真的没有注意到一田二主的结构中佃农可能拥有部分地权吗? 以前的研究者，真

的将地权全部统计为田底地主所有，从而错误地提高了江南等地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 12 条规定:“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

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可以证明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注意到

“原耕者”( 即佃农) 拥有田面权之事实，并提出了田面权折算的市场标准。我在 2010 年发表的《两种

“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②一文引陈丕显相关报告:

对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分配土地时应按田面与田底折价比例，先折后分……
至于田底、田面的折价比例，由当地农民自行协议; 如发生纠纷，则呈请县人民政府决定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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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没收范围以内的有田面权的土地，亦应由农民自己协商折价登记。①

接着，我假定市场上田底与田面的价格各占土地总价的 50%，如农民某甲耕种的 10 亩田面，就

有 5 亩属于自田，5 亩属于他者之田。所谓他田，亦即“田底权”人之田，可能是地主之田，也可能是非

地主之田。并举实例予以证明。在处理完“田面田的折算与分配”这一主题之后，我又讨论“田底田

的折算与没收”和“田面田与城居地主”这两个主题。除了指出土地改革倾向于保护田面权人而打击

田底权人外，我还依据太仓县土地改革统计数据，指出太仓县双凤区的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只是

一次“佃田变自田”的过程，即将“田面田”进行分割的过程。无锡的情况亦大体相似。
在这篇论文的“讨论”部分，我指出:

苏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是在承认“田面田”的前提下展开的，但其遵循的原则，却不能一

以贯之。主事人采取双重标准，在承认普通农民拥有田面权———大致相当于土地产权的一

半———的同时，却认定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产权的另一半———田底田，又是产权的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一份土地，居然可以将其分为一个 50%，一个 100%，合计则为奇异的 150%。土地产

权分割中产生的部分大于整体的怪异现象，造成了苏南地区地主阶级划分中的扩大化。一大批

相对富裕的普通农民，或者是富农，被拖入地主阶级的行列; 同样，一大批家境比较殷实的农民，

也被拉入了富农的队伍。
啰啰嗦嗦地引用了自己的旧作，只是想证明，刘文指出的学界不足，已为笔者 2010 年的论文所

终结。胡英泽 2013 年发表的论文，忽略了笔者的这一成果，很可能是没有检索到我在我国台湾地区

发表的论文，可以理解。2014 年，此文成为拙著《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之第七章。刘文在引

用拙著时，特别说明，曹树基先生对于地权研究发表的系列论文，如某某某某文，皆收入本书，“对地

权亦成一系统性阐释”，却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我的《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一文，亦即忽

略了拙著第七章。
所以，刘文说:“一田二主地权分割的比例，应该依照不同地权的地价或地租比进行计算。例如

一块土地的田底田面地价之比为二比一，则田底地权与田面地权分别占这一土地地权的三分之二和

三分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地价和地租因供求关系、农作物价格等原因，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分割的比

例也随之变动。”这不正是我的计算方法吗?

刘文在“结论”中再次强调了过去“忽视了一田二主中佃农实际拥有部分地权的事实，所以，对传

统社会地权分配的统计，需要在地权分割的视野下，重新研究计算和释读”。这不正是我的学术贡

献吗?

如果刘志因粗心大意没有读过拙著第七章，则上述言论可以称为过失。如果刘志读过拙著第七

章，又将该章主题作为他自己的重要发现，就不知该说什么了。

二、两个“模型”之比较

( 一) 普通租佃是否形成地权分割

刘文认为我对地权的系统性解释框架，“可能也参考了物权的概念”。我申明: 我没有参考“物权

的概念”。我只是依新制度经济学，将土地产权分割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并以此对各种地权

交易形态进行解释。这一解释框架简单明了，刘志认为“仍然难称完善”。
刘文认为，普通租佃的佃户获得了土地的部分收益权和全部使用权，在曹氏将土地所有权一分

为三的解释框架中，也就与典、押租和永佃一样，都形成了地权的分割。刘文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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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收益权，是土地的收益权，还是土地上收获物的收益权? 曹文未加区分，这二者显然不

同，普通租佃佃户并没有获得土地的收益权( 后文详论) 。而如果仅仅是获得了使用权，能否视

为地权的分割? 抑或普通租佃是否也形成地权的分割?

我确实没有区分“土地的收益权”与“土地上收获物的收益权”。恕我眼拙，在刘文的“后文”中，

怎么也查不到他的进一步解释。刘文认为，普通佃户没有获得土地的收益权，只是获得了土地收获

物的收益权。我揣摸，刘文所称“土地的收益权”实指地价，即普通佃农可以获得土地收获物，却不能

获取地价。这与我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我的研究重点在押金、地租与田面的关系，所建模型不

涉及地价。在拙著的“结论”章中，本人专门论及地价与典价的关系，可为证明。所以，刘文的这一批

评不能成立。
在我看来，使用权是土地产权之一束。拥有土地使用权且同时拥有土地收益权的普通租佃，在

拙著的模型中，处于地权分化的起点。在这一点上，刘文同样误读。此外，我并不认为“不欠租不退

佃”的“永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形态，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涉及“永佃”，我的模型

中也没有与普通租佃不同的“永佃”。
( 二) 刘文的“产权—地价或地租”模型

刘文提出了一个完全与我不同的“产权—地价或地租”解释模型。刘文解释这一模型:

拥有地权，就可以获取其土地收益即地租，或者出卖时获取其土地价值即地价，地价是未来

地租的变现; 反过来，如果能获取部分或全部地租或地价，就认为占有部分或全部地权。也就

是，是否拥有全部或部分地权，取决于是否占有全部或部分地价和地租，二者互为充要条件。
刘文解释，“地权就是有价值可获益的土地权利”。他认为这一概念最贴近传统社会土地交易契

约与习惯中“业”的意涵。换言之，如果将此句中的“地权”理解为“土地产权”，且其对应的权利为

“地租”或“地价”，属于常识。
如果将这一框架用于处理一田二主，是不是就应该有“田面的地权”与“田底的地权”; 抑或解释

为“有价值可获益的田面权”或“有价值可获益的田底权”，等等。刘文又将“地权”解释为土地的所

有权、产权、物权。这样一来，“有价值可获益的地权”也就是“有价值可获益的所有权”或“有价值可

获益的产权”或“有价值可获益的物权”。很显然，简单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复杂。
如果以此作为对我的模型之修正，我重申一遍，我的模型只是一个关于地租、押金与田面关系的

模型。不是说地价不体现权利。对于田底主而言，权利的体现是地价而非地租。
依刘文同意且引述的德姆塞茨( Harold Demsetz) 权利束概念，将刘文所指“有价值可获益的地

权”理解为“土地产权”的一束———收益权，所有的解释就变得流畅起来。在交纳“押金”或购买田面

形成的一田二主结构中，田面主与田底主分享土地产品的收益权。在土地出典后形成的一田二主结

构中，田面主( 即承典人) 独享土地产品的收益权，田底主( 即出典人) 仅仅拥有“有价值但不可从土

地产品中获益”的田底权。比较而言，“地权三分”模型较“地权—地价或地租”模型更简洁，更好用。
刘文举英山县例，假设某交纳土地承包金若干，获取了若干年的承包权，即承包期内对土地收益

的权利。土地承包金为承包期地租的变现，与购买土地的地价是未来地租的变现，实质同等，相当于

支付了承包期的地价，如果转租或转包，则可以获取地租和承包金，这一点不同于普通租佃。
这一解释，其实也已包涵在我的模型中。如果交纳土地承包金后还需交纳地租，所谓“土地承包

金”就是“顶首”或“押金”。押金交得多，地租就少; 押金交得少，地租就多。如果交纳土地承包金后

不需要交纳地租，是为“典”。顶入、押入或典入土地均可以转让，地租收入亦随之转让，形成不同于

普通租佃的一田二主。
( 三) 地权三分模型的数量表达

我将土地产权分解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后，又建构起一个简明的数量模型，解决了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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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与利率的关系。普通租佃不交押金，地租一般为土地正产的 50%。佃农或“田面主”所交押金越

多，所交地租越少。因此，交纳押金后的实际地租率，就成为佃农或“田面主”交纳押金的一个函数。
用 Y 代表交纳押金后的实际地租率( 押后地租率) ，用 X 表示交纳的押金数量。C0 是亩产; C1 是田

面权的年度总收益; C2 是市场利率，代表佃农交纳押金的平均回报率; C0、C1 和 C2 均为常数。可以

用方程式表示如下:

Y = ( C1 － X × C2) /C0
假定 C0 为亩产 400 斤米; C1 为田面权年度总收益 200 斤米，亦即 50% 的地租率; C2 是 20% 的

市场利率，就有公式: Y = ( 200 － 0. 2X) /400。当达到绝对田面时，5 倍左右的年度地租，就是实际买

卖过程中的田面价，或者说是实际的典地价。来自石仓及成都平原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刘志的“地权—地价或地租”模型不是一个量化的解释，在处理“押租”“顶首”“典”等复

杂的地权交易形态时，面临一系列解释上的问题。详见下文。

三、“典”与“一田二主”的关系

“典”是有回赎权的转让，也称为“活卖”，是中国传统土地交易形态中的重要形式。刘文一方面

承认“典”与“活卖”在交易形式上存在区别，另一方面强调产权登记与纳税不能作为实际拥有地权的

认证原则，所以并不认为二者在地权分割和转移问题上有什么不同。可见，刘文认同多数学者的观

点，“典”即“活卖”。
( 一) 对田面价格的两个误读

刘文认为，与其他人相比，我提出的“典与押租都形成了地权分割”观点更为妥当。不过，他随即

批评我错误地“将典、押租与一般的一田二主混为一谈”，“虽然自成一解释体系，但误解甚多”。刘文

举出我在浙江石仓与四川江津的 3 个案例，作为批驳的对象。概括言之，刘文不同意石仓典卖中存

在“田底”和“田面”的观点; 不同意石仓业主出卖的是“田面”，保留的是“田底”; 不同意四川江津“大

押佃”是田面价的观点。刘文也不同意我的“根据经验，绝对的田面价，约为土地实际价格的 2 /3”的

观点，更不同意我将此引申为“田面价格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刘文归纳说:

显然，曹树基先生将典视为一田二主，将典价视为田面价，而且是“绝对的田面价”。但是田

面价果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吗? 一般的一田二主，其田面价———在曹的解释框架中就是“公

认田面”的价格，理论上可以是零和整个这块土地地价( 包含田底、田面的价格) 之间的任意数。
准确地说，在我的模型中，典价，亦即“绝对的田面价”是全部地价的 2 /3，而田面价，亦即“公认

的田面价”才是典价与“相对的田面价”之间的任意数。刘志应当仔细阅读拙著图 14 － 1 中的模型及

其解释。可惜，刘文再次误读我文。
在地租率与押金的函数关系中，绝对的田面价是根据田面的年度总收益、市场利率、亩产与押后

地租率等参数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这 4 个因素是大致稳定的，所以，便可以估算出田面价格，这

也就是我提出的“相对固定的值”之内涵。
为证明我的错误，刘文摘取浙江平湖的一则材料:

一九三一年以前，田底价格高于田面价格的三分之二，当时田底租额每亩为六斗到一石米。
一九三一年至日寇侵入平湖前这一阶段，田底价格仍高于田面，有时也呈相等现象，当时田底租

额每亩五斗到七斗米( 田赋由田主业主负担) 。敌伪统治时期到一九四七年，田面价格高于田底

价格三倍到五倍。一九四八年田底田面价格与一九四七相仿，当时田底租额每亩一斗到二斗，

但田赋由佃户交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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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反问:“公认的田面价可以高于绝对的田面价，前者主人需交租，而后者不用，这又如何解

释?”刘文进而断言，我将典价视为田面价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绝对田面”之类说法，也就成了无本之

木、无水之源。
不得不指出，刘文对该材料的解读充满了错误。本材料所述价格信息，均是田底价与田面价的

关系比，而我所提出的典价，即“绝对的田面价”，是指土地价格的 2 /3。就同一块土地而言，“公认的

田面权”交纳的押金一定少于承典人付出的典价，其所得地租回报也就一定少于承典人。如此，“公

认的田面价”怎么可以高于“绝对的田面价”呢?

更不可理解的是，刘文竟然将原材料中的“田赋交纳”误解为“交租”。交纳田赋是财政体系中土

地业主对国家的纳税责任，而地租是地权结构中佃户对业主承担的义务，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主

佃关系中，究竟由谁向政府交纳赋税，往往是双方协商的产物。本案之所以由佃户来承担，只是双方

对于纳税行为的一个约定，并不涉及田底权的变动。在典与田面权的关系问题上，刘文的反驳是没

有根据的。
( 二)“典”不是一田二主吗?

刘文自认为驳倒了我的观点，随后确立了自己关于典之地权分割与转移的解释，并分析了典与

“一般的一田二主”的区别。刘文强调: “典形成地权的非永久性转移”，“即形成非永久性的地权分

割”，并将此当作自己的新发现。其实，民间对于此类交易最贴切也最准确的表达是“活卖”。这也是

学界叙述典交易的惯用词汇。所谓非永久性，不就是“活卖”吗?

不仅如此，按照刘文的逻辑:

土地出典之后，在典期内，土地的收益以及使用、支配等权利都归土地典入者即承典人。如

果典期到后回赎，则地权又转移回出典人。如果出典人不再回赎，要么典期延长，要么找价即承

典人加价支付完成绝卖，有时找价是分多次完成。
所谓“典”，指的是有回赎权的转让。一般而言，典价低于地价，在石仓，典价约为地价的 2 /3。正

因为如此，所以土地出典之后，在典期内，承典人与出典者分享地权。
承典人享有土地的产品收益权、土地的使用权，却没有完整的土地处置权。也就是说，在典期

内，承典人不可以出卖典入的土地，因为，出典人还是国家赋册上登记的纳税者。当然，出典人也无

权出卖典出的土地，因为，承典人拥有田面的处置权。典期内的土地同时具有两个主人，称为“一田

二主”。刘文对承典人权利的解释是错误的。
对于出典人而言，土地出典之后，在典期内，出典者虽无地租收入，但仍保留有土地的部分处置

权。引用刘文的话，田底权仍然是“有价值可获益的地权”。只不过，田底权人不是通过地租获益，而

是通过“加找”或“断卖”田底而获益。刘文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理论。
刘文继续说:

此外，各地普遍有“典不拦卖”“拦典不拦卖”的民间习惯。就是土地出典后，承典人可以干

涉出典人不可再典，但是不能干涉出典人出卖土地，即土地出典后，在典期内原田主仍然可以出

卖土地。①

对于“拦典不拦卖”的正确解释是，在典期内原业主“仍然可以出卖土地”，其实只能出卖田底，而

非全部土地。此正如在典期内，承典人也可以出卖田面，而非田底或全部土地。民国时期民事习惯

的调查者，并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将“出卖田底”错写为“出卖土地”。从税责转移的角度看，田底即代

表土地。尤其是在不承认“一田二主”的民国法律中，更是如此。相关分析，仍请参考本人有关两种

田面田与浙江二五减租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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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强调典在时间上未永久的转移或分割地权，不同于一般的一田二主。其理由如下:

因为地权未能永久的、彻底的转移或分割，或者可以理解为，出典人保留了典期后的部分地

权以及这部分地权收取地租的权利，所以，虽然典期内地租全归承典人，但这只是典期内地租的

分配，只能反映典期内地权的转移，不能反映整体地权的分割，地权并非全部转移给承典人。
什么叫“部分地权”? 其实就是“部分处置权”。什么叫“这部分地权收取地租的权利”? 其实就

是“部分收益权”。只不过，出典人在土地典出后虽然保留了部分处置权，但失去了所有的土地产品

收益权，刘文又错。典期内“地权”没有全部转移给承典人。这正是我的观点。因为，出典人保留了

部分处置权。
刘文继续说:

出典人与承典人双方关于地权的分割比例，不能直接以典期内地租的分配比例来衡量，应

以典价和地价计算，承典人占有的地权比例等于典价与地价之比。
上引文中刘文既然承认: “典期内地租全归承典人”，也就意味着不存在“典期内地租的分配比

例”。我以石仓为例，说典价一般为地价的 2 /3，正是承典人与出典人各自拥有的土地产权的比例。
典期过后，出典人要么回赎，要么延长典期，要么承典人加价支付完成绝卖。这正是不同比例的权利

的市场表达。依据典价和地价的比例来界定权利界限，不正是我的观点吗? 即便从地租的角度来阐

释双方的权利分配，不仅成立，也同样是我模型的内涵。刘文一再将我的观点当作自己的发现。
( 三) 薛暮桥的观点

刘文援引薛暮桥的观点称:“与曹树基先生将典价称为田面价、视典为出卖田面保留田底相反，

薛暮桥、刘瑞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农村调查时，认为典‘实际就是活卖田底’，即原田主活卖田

底。传统认识中，将田底权视为土地所有权，所以后者的观点相对更为符合实际。”为便于准确评述

刘文的分析，兹将薛氏原文转引如下:

土地典当，实际就是活卖田底。它同抵押制度不同，因为后者按照借款数额偿付利息，前者

按照土地数额偿付地租，实际已从借贷关系变成租佃关系。广西很多地方，借钱不易，只有典当

土地，成为一般农民逐渐失地的第一步骤。①

薛暮桥是从广西农村借贷现象中来讨论典当制度的。农民借钱不易，只有典当土地才能获得亟

需的现金。试问，假如典出土地真的是“活卖田底”，即地租收益仍然全部归入农民，即原业主，也即

田底主，那么纯粹的“田底”对承典人( 即放款人) 还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薛氏想表达的意思是，农民

为了借贷，通常会将土地典出。所谓的活卖田底，应是指土地典当; 田底应为代指，不可理解为地权

分化后的“田底”。薛氏试图以此强调，典当或活卖土地是一般农民失去土地的第一步。以地权分化

后“一田二主”的逻辑来阐释薛氏的“活卖田底”，应被看作一个从田面到田底的完整的土地交易过程

才是妥当的，即农民最初出典的是有经济价值的田面，之后因无力回赎，而不得不绝卖田底。关于这

一点，请参见薛氏关于胶东地区土地买卖关系的严谨论述。限于篇幅，此不展开。②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民国时期各种农村地权问题的调查报告，属于二手文献。以其中未经

严格定义的概念，来批评今天的研究者，很不妥当。

四、押租与“一田二主”的关系

( 一) 押租的地权形态

刘文认同包括我在内的前人的观点: 押租不同于普通租佃，押金计息扣抵地租。娄敏以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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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江津为例，进一步揭示了以押租制度为特征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高度融通。作为风险较低

的一种金融投资手段，押租大大加速了地权的分化与流转。
市场化的“重押轻租”，其实质就是货币资本对土地市场的渗透，导致租佃关系中收益分配比例

发生变化。如刘文所言:“押租形成地权分割的充要条件是，押金算利息且以利息抵扣地租，亦即押

租要比普通租佃或押租金仅是信用保证金时少缴地租。”押金额度与地租额度之间的反比例关系，可

看作地权分割之充要条件。此处的地权分割，即土地经济收益上的分配，也正是一田二主的地权形

态中的地租收益分配比例。遗憾的是，刘文以脚注形式对该观点进一步阐释时出现了失误。他说:

如果押租金算作利息，但利息地主直接支付给佃户，则押租不产生地权分割，因为押金未对

地权形成支付。还有一种情况，虽未明示押金算作利息抵扣地租，但是实际上这种交易以地主

直接让渡利益的形式而存在。例如，陈太先调查成都平原的租佃，新都通行“无利押银”，但是

“新都水田都是‘大良田’，每亩实当一亩五分，而地主收租仍照一亩计算，其余五分田的出产就

可当作押租制利息的抵补，给予佃户，所以实在也有押扣。
地主直接支付利息给佃户，是实证还是假设? 如为假设，则完全割裂押租机制中金融市场与土

地市场之间、借贷关系与租佃关系之间的融通关系，与刘文上述观点形成了逻辑上的紧张。如果地

主直接支付利息，那么佃户缴纳的货币，究竟是借贷本金还是租佃的押金? 如果是借贷本金，双方的

交易则非押租关系。在有关押租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娄敏发现，资本持有者之所以愿意将资本投入

土地市场，根本原因在于此类投资始终是以不受物价或币值影响的实物地租为基础的，因此，风险系

数相对较低。① 所以，脱离地租分配比例的变化来讨论押租的性质，显然是错误的。上引陈太先调查

报告也明确显示出，押金事实上改变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表面上看“押银无利”，但地主收

租过程的让渡利益，恰是佃户押金利息的抵补，实际上就是地权分割的表现。
( 二) 押租不是“一般的一田二主”
刘文以相当大的篇幅来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论证押租与典的相似性，以此强调押租与典同样

不是“一般的一田二主”。究竟何为“一般的一田二主”，刘文未能给出清晰的概念界定。为厘清“一

般的一田二主”与“押租”( 也包括“典”) 之间的区别，有必要对刘文的反对理由进行深入分析:

押租相当于佃户典入了田面权，如同典有回赎一样，押租也有退佃或撤佃的后续交易程序，

因此，押租与一田二主相比有所不同。
典与押租，都未在时间上永久地形成地权分割，其承佃人与押租佃户的权利是从原田主的

地权中派生出来的，而非独立的完整的权利，地权的分割不够彻底。相比一般的一田二主，其田

底田面主可以分别独立的任意处理其地权而互不干涉影响，典与押租对地权分割不够彻底主要

反映在: 承典人和押租佃户只能转典或转佃土地，但都无权出卖土地; 有的情况，转典或转佃的

权利都要受到原田主的限制。
刘文认为，与“一般的一田二主”相比，承典人与押租佃户均未获得独立且完整的“地权”，且典交

易与押租关系中的原田主的权利大大超越承典人和押租佃户的权利; 而在“一般的一田二主”结构

中，田底主与田面主可以分别独立地任意处理其“地权”而不互相干涉。
其实，这只是刘文想象的“一田二主”。如果成立，则需展开实证性研究。在拙著第五章，有一批

来自浙江嘉善县的诉讼案件，揭示田面主虽可自由经营土地而不受田底主的干涉，但由于田面权益

与田底权益密切相关，因此，如有欠租，田面主并不能随意转让田面。娄敏关于江津县破产案的实证

研究表明，田底主如果不征求田面主的允许，同样不能出售田底权。这是因为，新的田底买主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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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一块仅有纳税责任而没有地租收益的土地。① 因此，田底如欲出售，田面主是优先购买者。这表

明，田底主与田面主的地位相对独立，却也相互依存。由此可见，典与押租导致的“一田二主”与刘氏

强调的“一田二主”，在地权形态上并无本质的差别。

五、讨论

纵观全文，刘文欲从两个方面修正我的观点。其一，针对我的模型中没有讨论地价，刘文提出了

“地权—地价或地租”模型; 其二，刘文发现“一般的一田二主”的特征在于其地权分割“永久彻底”，

与押租及典形成的一田二主不同。
其实，刘文的“地权—地价或地租”与我的模型并不冲突，只是我认为与田底相关的地价问题并

不复杂，不必置于模型中讨论。刘文的“一般的一田二主”造成地权分割的“永久彻底”，已为我与娄

敏的研究所否定。如欲颠覆，刘文必须提供更多的证明。事实上，刘文的这一“发现”对于我阐述的

地租、押金与田面的关系并无影响; 从中导出的“一田二主结构中佃农产权需要重新计算”的观点，则

是我的成果，不是刘的观点。
这令我想起 2017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黄柘淞对拙著第十章的另一批评。② 娄敏的相关回

应表明，黄文对吾文充满误读，所有批评皆不成立。③ 其中最离谱的，莫过于黄氏将我对江津“重押”
“大押”即为“出典”的解释说成是他的观点，又强说我认为“重押”“大押”为“卖地”。这是另一种形

式的蛮横。
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已不仅仅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学，也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所谓“社会科学的

历史学”是指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 而非概念) ，运用多学科知识及技术手段，对史料进行分析、归纳，

再提出新的概念或概念体系的文本写作过程。这一研究方法，要求对资料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强调

对于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于工具的适用性、可靠性与先进性也有很高的要求。总之，在掠取与误

读大量存在的前提下，采用辩论的姿态，以人文主义的勇敢来挑战社会科学的结构与体系，很不

合适。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 Ｒights:
Ｒesponse to Liu Zhi's Criticism

Cao Shuji
Abstract: To answer the misreading and criticizing in Liu Zhi's paper，I expla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
ownership structure.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division of land rights was not been ignored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Liu Zhi's paper. My property rights model s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rent，deposit
and interest rate. In this model，the common tenants and permanent tenancy，subsoil and topsoil，and Dian
sale have a unified explanation. It is inappropriate to quote the fragmentary data and challenge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humanistic courage.
Key Words: Land Dian Sale; Topsoil; Subsoil; Land Ｒ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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