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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田面田 与浙江的 二五减租 

曹 树 基

! ! 提 ! 要: 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需要做具体研究。从 1927年后浙

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 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权被分为 田

底 与 田面 的情况, 即所谓的 一田二主 现象, 但是, 由于土地来源不同,

田面田 的性质亦有不同, 既有欠租撤佃的 相对的田面田 , 也有欠租也不可

撤佃的 公认的田面田 。由于两种 田面田 的地租率不同, 所以, 在政府推动

的减租过程中, 拥有 相对的田面田 的田主积极推动 二五减租 , 而 公认的

田面田 主则反对 二五减租 。后者成为浙江 二五减租 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 相对的田面田 ! 公认的田面田 ! 永佃权 ! 二五减租 ! 浙江

!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基金研究项目 江南地区土地改革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 ! 白凯: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 1640 ∃ 1950)% , 林枫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社, 2005 年, 第 260∃ 261 页。

一 ! 问题的提出

1926年 10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二五减租 作为土地纲领的核心内容。

1927年, 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随即颁布减租法令。但是, 随着国共两党政治上

的决裂, 是年年底, 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的减租改革被正式取消; 江苏省的减租一直停留在

租额标准的制定上, 实际上亦未实行。只有浙江, 从 1927年 11月份开始, 发布了一系列减租条

例, 使二五减租进入了实施阶段。

浙江省二五减租的内涵, 最初是对所有地租减征 25% , 后来改为将地租的最高租额设定为

主要作物平均产量的 50%, 尔后再减轻25%。在 1929年修订的浙江省 #土地法% 中, 最后的地

租上限定为主要作物或正造作物产量的 37 5% , 故又称 三七五减租 。

白凯 ( Kathnyn Bennhandt ) 在研究中指出, 国民党在浙江的改革计划, 各县执行的差异甚

大, 没有一个县能够声称自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减租计划 (某些县连尝试都未曾有过) , 但是

浙江北部到处都有真正实行减租的小块地盘 。作为例证, 根据 1935年的调查, 在嘉兴县的第

二、第三两区, 当地征收的最高地租, 在 1920年代后期从每亩 1 2 石降至 0 7石以下。调查员

将原因归结为当地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现象, 而非地主的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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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写的一份题名为 #浙江省农村调查% 报告中,

关于 1940年代嘉兴县的地租额与二五减租, 有更具体的说法。兹引如下:

活 (花) 租: 这种租制采用最多, 每年由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该地该年度正产物的平

均收获量, 订定缴租标准, 农民再按标准缴租。例如 1948年塘汇乡正产物平均每亩收获量

为 2石米, 计租时收获量按平均每亩 1 2 石计算, 则其缴租标准为 0 45 石 (为正产物

37 5%) , 因此塘汇乡的所有活租佃户, 均依照这个标准缴租。

据鸣羊村的农民反映, 活租制并不是任何农民都可以得到的, 一般是比较大的佃富农、

有永佃权的或多年耕种的老佃户才能得到。以鸣羊村来说, 活租制并不像南阳村那么普

遍。∀

所谓 活 (花) 租制 , 是按照年成丰歉由佃业双方确定租额的一种租制。1948年嘉兴县塘

汇乡正产物的平均亩产为 2石米, 然计租时只算作 1 2石米。按照 37 5%的租率计算, 每亩租

米只有 0 45石, 实际只占正造作物产量的 22 5%。不过, 依鸣羊村人的说法, 这种只占正产量

22 5%的活租制, 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租制, 只有拥有 永佃权 的大佃户或老佃户才能享受得到。

鸣羊村人关于 永佃权 的说法, 其实是调查员的观点。此外, 还有 田面权 的说法。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学者冯和法的表述中, & 只有 永佃权 而无 田面权 。而在江南的乡土

社会中, 并无 永佃权 的说法, 只有 田面权 的说法。依 1929年 #民法%, 永佃权 谓支

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牧畜之地 。∋ 与此相关的 一田两主 , 将田地分为 田底 

和 田面 。在江南地区, 拥有 田底权 的业主, 有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 田底 

的权利, 承担田赋; 拥有 田面田 的 佃农 , 也有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 田面 

的权利, 但须向 田底权 人交租。很显然, 田面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 和仅仅有使用权意义

的永佃权是不同的。

吴滔指出: 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一些学者在乡村调查和相关的研究中, 之所以将田面权混同

于永佃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民国时期 #民法% 有关永佃权的法理逻辑来理解田面权惯

行。 ( 此言固然不错, 但他在论述中完全不理会永佃权的存在, 即不理会西方法理学意义上的

永佃权的存在, 也并不妥当。杨国桢指出, 一田两主中的田皮权 (即田面权) 主要从永佃权转

化而来, 而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户自由转让, 是区分一田两主和永佃权的根本标志。) 黄宗智指

出, 从永佃权至田面权, 永佃可以演化为双层土地所有权, 也可与双层土地所有权混合或共

存。两者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 ; 他们之间是 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统一体 。∗ 由此联想到

鸣羊村人所 说 的 永佃权 , 有可能是 田面权 。

根据上引资料, 南阳村的 大佃农 和 佃富农 共有16户, 共租入 1015亩土地, 共租出

20亩土地。平均每户租入土地多达 63 4亩, 规模不能算不大。在鸣羊村, 佃富农 和 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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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县塘汇乡农村经济调查% ,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浙江省农村调查%, 1952 年, 第

113页。引文中的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下文同, 不一一说明。

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立法院公报% 第 5 册, 第 13 期 #法规% , 1930 年 1 ∃ 3月, 第 157 页。

吴滔: #流动的空间 ∃ ∃ ∃ 清代江南的市镇和农村关系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

心, 2003 年, 第 50 页。

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第 102 页。

黄宗智: #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 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第 6 章 田面权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第 103 页。



农 共有 47户, 共租入土地 1480亩, 无出租土地。平均每户租入土地 31 5亩, 虽然规模不及

南阳村同类的一半, 但也不能算是 小的佃富农 , 尤其是其中 24 户 佃富农 共租入土地

1078亩, 平均每户租入 44 9亩, 规模还要大些。鸣羊村这些颇具实力的佃富农或佃中农, 应当

也是多年耕种业主土地的 老佃户 。因为, 按常理, 只有小佃农的土地租种权, 才是不稳定

的。这使我们感到, 同一个乡两个相距不远的村庄, 各自通行的租佃制度还是有差别的。本文

关于浙江省二五减租的讨论, 就从地租制度的差异谈起。

二 ! 两种 永佃权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根据嘉兴、嘉善、平湖、金华、衢州、绍兴、宁波七地的

调查, 将浙江境内永佃权的形成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 太平天国时, 地主逃亡在外, 土

地荒芜, 后由农民将荒田开垦耕种。地主归来后, 即发生地权纠纷, 结果所有权仍归地主, 农

民取得使用权 (永佃权) , 但农民仍须向地主交租。平常年代也有农民替地主垦荒而获得永佃权

的。其二, 农民出卖土地应急, 只出卖所有权, 使用权仍归自己所有, 按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地

租。反之, 则是地主出卖土地使用权给农民, 农民出价购得永佃权。其三, 由于长期使用, 习

惯形成永佃权。如在嘉兴、嘉善、平湖等县的一些客帮佃户经过长期使用租田而取得永佃权。

其四, 以预交一部分押金的方式, 取得一种相对的永佃权。地主不得随意抽佃, 在衢州地区称

为押揽租。∀

冯和法称: 永佃的习惯, 在浙东本十分通行, 惟在浙西仅有平湖县及海盐的少数农村, 有

公认的永佃权的存在。 & 这里的浙西, 指的是清代浙江所辖杭州、嘉兴、湖州和严州四府属县,

亦主要指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以西、以北的地区。而所谓浙东, 则指此四府以外的浙江其

他地区, 亦指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以东、以南的地区。

华东军政委员会与冯和法分别定义的 相对的永佃权 和 公认的永佃权 是两个值得细

加讨论的概念。冯和法反对将交纳 顶首 的土地, 即上文所引华东军政委员会所称之 相对

的永佃权 , 称为永佃田。他以海盐县为例, 说明 顶首 是承种租田时, 佃农预押给地主的一

种押款, 其数额远较一般押金为大, 通常上等田每亩 顶首 自十余元至三四十元不等。缴纳

顶首 之后, 如果佃户不拖欠田租, 地主不得无故随意退佃, 而佃户方面如将承种田地转佃他

人, 则新佃户须向原佃户付偿 顶首 价。由于 顶首 数额大, 往往容易被人误会当作田面

价 。按照冯紫岗的调查, 在二五减租以前嘉兴县的玉溪镇和渠东乡, 田面价每亩只值 3 ∃ 5元,

减租后, 增至每亩 10 ∃ 15元。∋ 可见海盐、嘉兴一带, 顶首 价已经超过了田面价。冯和法反

对将 顶首 的价格误作 田面 的价格, 他认为 顶首 实际上只是佃权暂时的保障, 并非

永佃权的代价。我揣测, 冯和法只是将 顶首 当作耕作意义上的 永佃 价, 而 田面 价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认的 永佃 价。在黄宗智的分类中, 前者是永佃权, 后者是田面权。

冯和法的理由是, 如果佃户拖欠田租, 地主得在 顶首 价内扣除。如果欠租价值与 顶

首 价相等, 地主可以无条件地将田收回改佃, 并不再追索欠租。事实上, 绝大多数民国时期

的调查及 1950年土改调查资料, 都认为如果永佃权人拖欠田租, 业主有权收回土地另佃。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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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永佃权情况调查% , #浙江省农村调查% , 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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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紫岗编: #嘉兴县农村调查% , 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印行, 出版地不详, 1936 年, 第 36页。



和法的另外一本著作中, 他自己也认为: 地面属于佃农, 实际上不一定能保障佃农的生活, 地

主仍可利用各种借口, 以驱逐佃农。 ∀ 在下文中, 笔者将指出, 同样在嘉兴县, 以缴纳 顶首 

为特征的永佃也可能以 一田二主 的形式出现, 这样一来, 地面 即 田面权 与缴纳 顶

首 获得的永佃权似乎没有区别。

仔细分析, 冯和法的观点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按照来源的不同, 不同形式的 田面权 

是不同的。那些在久远的年代里通过垦荒取得的田面权、在长期使用中习惯形成的田面权, 以

及农民出卖田底而保留的田面权, 实际上具有某种 公认 的 天然 的性质。这与缴纳 顶

首 而取得的 相对的永佃权 , 性质是不同的。樊树志认为 田面权 的第三种来源, 是农民

花高价从地主手中购买田面, 田面价等于或超过田底价。& 在我看来, 这种购买与上文所述预付

高额 顶首 所获永佃权, 差别究竟何在, 是很难分得清楚的。

佃农或他们的前辈, 勤劳耕作, 投资施肥, 改良土壤, 兴修水利, 使荒地或劣质土地渐成

良田。黄宗智称: 一个佃户把一块几乎一文不值的土地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他应该从他的

辛劳中受益似乎是适当和公正的, 因此形成了田面权的概念。 ∋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萧山县

东乡的沙涨地上, 某甲承粮, 每亩纳粮若干。某甲将土地永佃于某乙筑堤开垦种植, 某乙每年

须缴纳每亩币约二三角之租金给某甲, 而其地则可以自由处分使用收益, 某甲无权过问, 故某

乙实际成为土地之所有者, 惟充粮之责, 则诿诸某甲耳 。某乙可以将田地转佃于某丙, 某丙

缴租于某乙, 每亩纳币约三元。和一般地区不同的是, 某丙给某乙纳租称为 大租 , 某乙给某

甲纳租称为 小租 。( 虽然在地租缴纳的对象上, 萧山沙地与其他地区的 大租 、 小租 与

其他地区是相反的, 从纳租额的多少来看却是一致的。从这一点看, 土地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市

场价格, 决定了哪一种权利更为重要。在萧山县东乡沙地, 田面权显然要比田底权重要得多。

以此推论, 同样是田面权, 那些在权利分割的初始就具有优势的, 显然比日后从业主手中

购买的重要得多。那些参与垦荒的佃户或他们的后代, 那些因出卖田底转化而成的佃户, 他们

与田面的关系, 是与先辈的血汗和家族的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我理解的 公认的永佃权 即是

此意。对于此类土地, 即使佃农欠租, 如何计算欠租额的底限就成为一个问题, 也使得退佃成

为一个问题。郑康模在议及浙东地区的 绍田 时指出: 此种田面权, 有似永佃权性质, 其缴

租额, 恒较 (普) 一般佃田之租额为低, 佃农即不依额缴租, 业主亦无法撤佃。 ) 在同一资料

中, 郑康模说: 而现在浙东之一般贫困的自耕农, 常有因爱护自己的田地之心理, 不忍一旦将

耕地移转, 先行出卖其田底权, 而留存其田面权以供耕种。继而时过境迁, 田底田面即各自分

别买卖移转。租绍制之形成, 或亦有由于此。 另外, 1928年制定的 #佃农缴租办法%, 对于不

缴租的佃农, 有押租金者扣押租金; 无永佃权又无押租金者, 追租撤佃; 对于有永佃权者只是

追租。∗ 这里的永佃权, 我将其理解为 公认的永佃权 , 亦即 田面权 。由此可见, 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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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权 人即便欠租, 田底主人也很难夺田另佃。同一时期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即欠租并

不能成为田底权人 夺佃 的理由。∀ 在上引资料中, 黄宗智还举福建古田的例子加以证明。

依照冯紫岗在 #嘉兴县农村调查% 一文中的叙述, 可知确如冯和法所说, 地处浙西地区嘉

兴县的永佃权, 多为 相对的永佃权 。冯紫岗曾询问嘉兴县永佃之早期历史, 不得其解, 而民

国元年以来之永佃构成, 则非常简单, 兹转述如下:

即当佃户向地主租种时, 付给田面价若干, 购买田面, 如是佃户即可永久耕种其田,

年年缴清租米, 地主无权撤佃, 若租米不缴, 普通于三年后, 地主即可撤佃; 但纠纷甚多,

撤永佃之田, 实为易 +不, 易, 往往须闹至官厅, 始克解决。民十六年后, 地主遂设法将

田面价改为押租, 永佃改为定期租佃, 普通以三五年为期, 但未欠租佃户, 仍名永佃。须

撤佃后之田而再出租时, 始将永佃改为押租与定期租佃也。&

佃户向地主租种时付价若干, 当理解为耕作的永佃权价, 尽管也是以 田面 价的名义交

易的。但此类可以撤租的 田面田 与只可追租不可撤租的 田面田 仍然有很大的区别。我

将其称为 相对的田面权 ,这或许就是黄宗智所称从永佃权至田面所有权两极之间的一个节点。

永佃权 指的是佃农获得的土地的永久耕种权; 永佃权 不可转让; 在理论上, 如果拖

欠地租较多, 地主可以撤佃。 相对的田面权 是从华东军政委员会 相对的永佃权 转化而来

的。 田面 是可以转让的, 但因地租较高, 转佃收取小租相当困难。虽然理论上可能因欠租而

夺佃, 不过, 撤租之困难使得其与一般的 永佃 有所区别。 田面权 也可以表述为 公认的

田面权 , 即如上文所说, 田面权 人拥有田面的继承、出租、转让、抵押、典当等一系列权

利。有关上述几种不同类别租田的情况, 可参见表 1。三种权利当中, 相对的田面权 最不稳

定, 如果撤佃困难, 它就可能向 公认的田面权 转化, 如果将田面价改为押租, 致使不可转

让, 它就可能向 永佃 后退。从一般 永佃 至普通租佃的转化, 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压迫,

只不过是租期长短的协议罢了。也就是说, 从 相对的田面权 退向普通租佃, 只不过是一步

之遥。需要指出的是, 在江南地区, 实际生活中并无 永佃田 的称呼, 一般意义上的 永佃

田 其实包含在 相对的田面田 之中。

表 1 ! 江南地区不同租田性质之比较

田之类别 主要形成原因 租 ! 期 转让暨出售 撤 ! 佃 租 ! 额

普通租田 协议 短 不可 可 高

永佃田 协议 长期 不可 可 高

相对的田面田 押租或购买田面 长期 可 可 高

公认的田面田 垦荒、售田底等 长期 可 不可 低

赵冈指出永佃权发展有三种形态: 初始形态: 只有耕作权, 不是完整产权, 限于特定农户,

不得转让; 过渡性安排: 逐渐可以转让, 私相授受; 最终形态: 是独立产权, 称为田皮业主,

与田骨业主合称一田二主。∋ 可惜的是, 赵冈在赋予这三种形态以确切的定义后, 并没有意识到

构成所谓 最终形态 的 田皮权 在具有了独立的产权后, 就不再是 永佃权 了。在这一

概念体系中, 赵冈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还是回到嘉兴县的讨论中来。在上引资料中, 冯紫岗称: 永佃田租额与普通 −浮种. 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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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无二 , 所谓 浮种 , 即不定期租佃, 亦即普通租田。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调查中, 田面田

的 租额较一般为轻 , ∀ 否则就不可能有 小租 的产生。这也从另一侧面点明嘉兴县租佃制

度中 相对的永佃权 与 公认的永佃权 是不同的。

冯紫岗称, 嘉兴县玉溪镇和渠东乡的水田, 分为田底和田面两部分。水田田底价格, 以每

亩 25元为最普遍。& 将泰安、保大两乡的地价与之相比, 可知这两乡的田地, 也可作同样的划

分。冯和法称: 如果佃户不拖欠田租, 地主不得无故随意退佃, 而佃户方面如将承种田地转佃

他人, 则新佃户须向原佃户付偿 −顶首. 价。 这里, 新佃户向原佃户付偿的是 顶首 而不是

租额, 即不是其他地方常有之 小租 额。又因其租额与普通租田相同, 因此, 转佃者从中获

取地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依上文的定义, 这种可以转顶而不可转佃且有撤佃可能的 田

面 , 即是 相对的田面权 。换言之, 也就是 相对的永佃权 。

平湖县存在的 大租 和 小租 ∋ 以及浙东地区的 绍田 构成浙江省 公认的永佃权 

即 田面田 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 田面田 制度中, 田面的主人拥有完整的田面所有权。

如果这一原则可以得到确认, 就可以说, 在浙西地区, 除了平湖和海盐两县外, 其他各县并不

存在冯和法所称之 公认的永佃权 暨可以自行转租牟利且无撤佃可能的田面权。简言之, 即

不存在向田底业主缴纳的 大租 和向田面业主缴纳的 小租 的田面权。然而, 根据 1950年

的调查, 在嘉兴县高照乡, 存在也被称为 转租 的 小租 : 由二地主向大地主租得土地转

租给佃户 (大部分为缺田的贫农) , 佃户除向大地主交租, 向伪政府交粮外, 尚需给二地主交二

斗米或四斗米 , ( 可见 小租 收的就是标准意义上的 田面租 。同一调查证明在余杭县、建

德县和杭县 ( 1958年并入杭州市区) 都存在因 永佃权 而产生的 小租 。) 浙西其他地方也

存在 公认的永佃权 。

在属于浙东地区的萧山县, 大租 与 小租 相当普遍, 但也同样存在因缴纳 押租 而

获得的 相对的永佃权 。∗ 另依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在兰溪县, 存在着 大租 和

小租 , /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龙游县、衢县和余姚, 以及绍兴和衢县。0

在上引著作中, 郑康模坚持认为浙西、浙东地区存在不同的租佃制度, 即浙西各县盛行普

通租田制, 其 田底 、 田面 没有分离, 而浙东则 大租 、 小租 的 绍田 制盛行, 田

底 、 田面 普遍分离。其实, 就是在郑康模自己的著作中, 我们也可见到 田底 、 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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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分离的普通租田在浙东地区其实也相当普遍; 而依上文, 大租、小租也时见于浙西, 更何

况浙西之平湖与海盐两县, 多为 公认的永佃权 制度。查以上各家之说, 这两个地区地租制

度的实质区别, 有郑康模的另一段话, 值得细细品味:

此浙江历次减租法规, 吾人认为最不满意之一点, 其再有为吾人所感憾事者, 则为十

八年时, 浙江办理土地陈报, 民政厅竟将浙东的绍田之绍权, 妄解为系永佃权之一种, 因

是浙东业佃纠纷案件, 由此而引起者, 不知凡几。∀

郑康模在此句下有一注释: 民法八四五条, 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 而绍权

所有者, 可以将土地自由出租以收取小租。 查当时的 #民法% 第3编 #物权% 第845条: 永佃

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永佃权人违反前项之规定者, 土地所有人得撤佃。 & 这一法规的

要害不在于永佃权人是否能将土地出租于他人, 而在于其将 绍权 暨 田面权 误为 永佃

权 。由于 绍权 暨 田面权 人所拥有的转租权没有得到 #民法% 的保护, 浙东业佃纠纷因

此而起。

讨论至此, 可以确定浙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 田面权 了。虽然同样拥有对于田面的处置

权, 但 相对的田面权 人承担与普通租田相同的地租, 不可能通过转租土地而获利; 公认的

永佃权 人承担的地租较低, 可能通过转租土地而获得 小租 , 即 田面 之租。这样一来,

在浙西或者浙东是否存在何种 田面权 的差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为了分析的便利, 下文仍按

浙西和浙东两个部分展开对各地租额与减租问题的讨论, 希冀进一步解开两种 田面权 之谜。

三 ! 租额与减租

1. 浙西地区

在浙西地区的富阳、临安、于潜、昌化、长兴和孝丰等 6 县 12个村庄, 其每亩租谷占每亩

正产通常产量的百分数, 从 37 5%至 53 3%不等, 平均租率为 44 4%。调查员称, 这一来自调

查所得的数据, 与浙西农村业佃分租中的 四六分成 的习惯最为接近。如果地主供给一部分

农业资本, 如农具、肥料等, 业方在分成中的比例略有增加, 分配的成数视业方供给的资本数

量而定。∋ 问题是, 这一地租水平, 究竟是二五减租前的状态还是减租后的结果?

洪瑞坚指出, 在 1927年以前, 临安县的地租率极高, 约为全收获量的 55% ∃ 70%。我理解

的 全收获量 应为 正产 , 而非 全年 。此外, 每亩佃田还要收取 2 ∃ 8元的押租金。二五

减租后, 地租率渐次降低, 但仍没有达到正产 37 5%的标准。( 虽然也 有佃户得百分之七八

十的, 这大概是因为地力很薄、耕种困难的关系 。) 由此可见, 上文中富阳、临安等 6县 12个

村庄的地租率, 应该是二五减租以后的。

在崇德县, 有记载称: 该县田地分塘东、塘西。塘东多行板租, 故减租实行, 尚称顺利;

塘西则为活租 (有虚租额) , 因此实行之后, 以解释不同, 致有二十一年第一区永丰等少数乡之

发生纠纷, 后经中央派员议定办法, 其事始寝。 ∗ 所谓 解释 有哪些不同, 文章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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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所揭嘉兴县南阳村和鸣羊村的情况作为参照, 行 活租 即行 虚租额 的, 大抵与佃

农拥有 田面权 有关。于是, 崇德县永丰等乡的减租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普通租田的佃户将

地租降至正产的 37 5%时, 以前的租率本来就在这一区域的田面权人就要求将租率下调至更低

的水平, 业主不允, 冲突遂起。同一资料列举了崇德县甲子球等 6村的地租率, 其中半数不足

37 5%, 半数超过 37 5%, 但都在 45%以下, 也可以看作经过二五减租后的结果。

嘉兴县的情况有些特殊。有一种定额租, 地主与佃户在租佃时讲明租米若干, 收成非特殊

荒歉, 不准减租, 特殊丰收年景, 也不加租。此类租额较高, 1927 年二五减租之前, 在玉溪镇

和渠东乡等地, 每亩水田须缴米 1 ∃ 1 2石, 约占正产量的 60%以上, 其他各区, 租额稍低, 普

通为 0 6 ∃ 0 7石, 高者不过 0 8石, 约占正产量的 40% ∃ 50%。二五减租以后, 玉溪镇和渠东

乡的租额降至 0 6 ∃ 0 7石。 永佃田 的租额与此相同。∀ 由此看来, 嘉兴县之二五减租, 实施

范围是以前地租率特高的二三区。地租率正常的地区, 则没有进行减租。不过, 所谓正常的租

率, 虽然接近但却超过浙江省政府规定之 37 5%的上限。

按照冯紫岗的描述, 1927年嘉兴县二五减租运动的推动者, 是设立在王泾江镇上的农民协

会。农民协会单方面决定了 1927年的租额, 每亩只缴 0 525石。这一年, 嘉兴县二三区的地租

率低于正产量的 37 5%。1928年, 嘉兴县农民协会继续降低租额, 将每亩租额定于 0 4875石。

地主控告于省府, 最终将当年的每亩租额定于 0 6石余。1929年农民协会取消, 但 三七五减

租 的精神没有变化。租额最高的年份为 0 7石, 1934年为 0 625石。由此可见, 嘉兴县二三

区的减租运动, 富有成效。至 1948年,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调查, 嘉兴二

三区的地租率降至 0 45石, 只占正产量的 22 5%。

嘉兴县二三区的减租运动何以能实行得这么彻底, 冯紫岗颇感兴趣。他以为唯一可以解释

的原因在于 永佃的存在 。按照永佃规则, 如田租不欠, 即可永久耕种, 地主无撤佃之权。

今政府明令减租, 佃农如完全按章缴租, 地主固无话可说也, 如发生纠纷, 闹至官厅, 地主亦

必失败。另一方面, 佃农有永佃之权, 地主不能撤佃, 因此佃农才有如此之胜利 。& 1928 年地

主向省政府控告佃农的活动, 虽不能说是失败, 但相对于减租运动前的高租额, 却仍然可以看

作佃农的胜利。所以, 当冯紫岗与地主谈话时, 地主 均深恨永佃之存在 。于是, 今之废承

佃而成定期租佃, 废田面价而成押租, 其用意深长, 可想而知 。冯紫岗甚至预言, 一旦永佃

衰落, 田租额数将恢复旧观, 乃必然之趋势 。很显然, 这里所讲的 永佃 , 即上文所称 相

对的永佃权 , 亦即 相对的田面权 。

在 公认的永佃权 即 公认的田面权 普遍存在的平湖县, 情况则大不相同。该县各乡

的租额高低不一, 每亩起租额普遍为 1石, 也有高至1 2石的。东南乡之荡地, 每亩起租额多者

0 6石, 少者 0 3石。然就土地生产力而论, 三斗租之荡地, 并不劣于民田。有时棉花丰收,

其产品价格且驾一石二斗者之上 。如 1925年棉花丰收, 每亩可收价值 30 元以上之产品。故其

田面价全县最高, 甚至有超过百元的。∋ 从名称即可知道, 平湖县东南乡之荡地, 原本是临海之

滩涂, 即湿地, 与萧山县东乡的沙地颇类似。这类土地初不宜农耕, 佃农投入劳动、肥料, 兴

修水利后, 将其改造成沃壤。其地租额极低, 是佃农沿袭开垦之初的租额所至, 而其田面价高

涨, 则是佃农对于土壤改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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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租地, 同一资料还称: 近三十年来, 平湖县业主收租多不能照起租额实收, 大约

都打折扣。在百亩以下之业主, 约照租额收七八成; 百亩以上至千亩者, 约收六七成; 千亩以

上者, 至多收六成 (但北乡一带多收七八成) ; 少者有减至五成四成者。故每亩起租一石二斗之

地, 以六折还租 (平均每亩收六折者较多) , 计还七斗二升。 这是二五减租前的情形, 却与嘉

兴县减租后的情况相似。不过, 在租额折扣发生的时间上, 另一资料称为 近十余年来 。∀

对于平湖县那些拥有 公认的永佃权 的佃农而言, 在二五减租展开之前, 他们实际承担

的租率已经降至正产的 37 5%, 甚至更低。 及二五减租条例施行, 地主以为有例可援, 反而增

高租额, 至条例上所定限度 。例如每亩 1 2石起租之田, 依旧例七成计算, 仅须缴租 0 84石,

而依二五减租之例, 则须缴租 0 9 石。其实浙江省减租条例已有规定, 凡原定缴租数额在

37 5%以下者, 应仍照旧例收租, 不得藉词加租, 而地主竟置若罔闻, 纷纷增加租额 。&

如上文所述, 在嘉兴县的第二区第三区, 佃农减租的胜利, 可以看作 永佃权 的胜利。

据前引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嘉兴县鸣羊村的调查, 也可知拥有 永佃权 的佃农, 在减租的谈判

中, 占据着相当主动的地位。在平湖县, 甚至不需要通过政府推动, 租额已经降低至正产

37 5%及其以下。其中最典型的为平湖县东南乡那些曾经为 荡地 的高产棉田, 0 6石米的地

租约折 3元, 而棉田产值即使只以 20元计, 地租率仅有 15%。如果扣除田赋, 地主所得无几。

所以, 在这一地区, 按照同一记载, 田面价格 现时亦值六七十元。至于田底价格, 普通仅三

四十元, 尚无人过问 , 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平湖县东南乡的 荡地 地租之低, 田面价之高, 有其特殊性, 如果要与嘉兴县进行比较,

则应在两县中等水平的田地之间进行。上文已述, 按照冯紫岗的调查, 在嘉兴县的玉溪镇和渠

东乡, 二五减租以前, 田面价每亩只值 3 ∃ 5元, 减租后增至每亩 10 ∃ 15 元。而在张宗弼的

1929年的调查中, 二五减租后平湖县 近城各乡及北乡、南乡一带, 田面价值为中等, 每亩高

者六七十元, 低者三四十元 。其中 惟西乡因连年旱歉, 其田面价值仍如五六十年前 。∋ 我相

信所谓田面价值低者, 即指平湖县西乡的田面价而言, 是一个几乎不变的价格, 与嘉兴县相对

照, 平湖的田面价高而嘉兴县的田面价低。这从另一侧面说明, 在浙西地区, 公认的永佃权 

价格高于 相对的永佃权 , 亦即 公认的田面权 价格高于 相对的田面权 。

2. 浙东地区

萧山县二五减租前的地租率, 业佃之间以对分者居多数。当然, 这指的也是正产稻作。减

租以后业主所得成数降低, 或为三五, 或为四, 且有仍对半分收者, 但为数已大减, 远不如前

之盛矣 。( 二五减租在萧山县的展开, 卓有成效。

所谓对半分成的地租率, 视年成之丰歉亦有折扣。 年成丰, 则折让少, 年成歉, 则折让

多 。分区而论, 大概东乡方面丰收时为八折, 歉收时为五折, 近成一带及北乡, 丰收时为七

折, 歉收时为四折。只有西乡闸上一带折让极少, 丰收时不打折, 平常则在九折以上。以八折

为常数, 萧山县的地租率只有正产的 40%。折扣再低, 地租率亦更低。

在金华县的乾溪乡, 租额相当于全部产量的 23 5%, 相当于正产量的 40%。例如一亩上等

田产稻谷 400斤, 小麦 160斤, 荞麦 120斤, 总计 680斤, 交大租 160斤稻谷。) 这一与萧山县

116

历 ! 史 ! 研 ! 究 2007 年第 2 期 !

∀

&
∋

(
)

段荫寿: #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 , 第 22692 页。

段荫寿: #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 , 第 22693 页。

张宗弼: #浙江平湖农业经济调查报告% , 收入冯和法编: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 第 594 ∃ 595 页。

萧振亚: #萧山县租佃制度研究% , 第 30513∃ 30514 页。

#浙江省永佃权情况调查% ,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浙江省农村调查% , 第 221 ∃ 222页。



相似的地租率, 相信也是二五减租以后的结果。

依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兰溪县租额占收获量的 60%以上。这一租率是否有折扣,

调查员没有交代。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调查员称, 当地人并不认为租率太高, 因为, 兰溪县

普遍实行三熟制, 稻后种麦或豆, 豆麦后再种玉米, 所以比到全收获量时, 还不算十分奇

重 。∀ 其实, 在浙东地区的南部, 一年三熟所在皆有, 何以兰溪县高达正产 60%的租额仍不为

重。依我的判断, 这一租率即便真实, 也是个别的。而且, 这一租率是减租前的租率。在兰溪,

减租似乎进行得不太顺利。&

同样根据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衢州境内, 以龙游为中心的地区, 永佃田大约占

全部田地的十分之三, 普通的田, 则占十分之七。∋ 这里的永佃田, 由于存在缴纳给业主的 大

租 和缴纳给 永佃权 人的 小租 , 属于 公认的永佃田 , 即 公认的田面田 。

在年成歉收时, 龙游县的业主与佃农分租, 在平常年份, 则依各村习惯按最高收获量 400

斤的标准来勘酌年成的丰歉, 而定四成、五成、六成的标准。通常情况下, 地租率占收获量的

一半以上。不过, 永佃田 的租额却要低得多, 平均只占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详情

见表 2。

表 2! 龙游县 永佃田 与普通租田地租率 单位: 斤

村 ! 名 全收获量
永佃田 普通租田

租额 百分比 ( % ) 最高 最低 普通 百分比 ( % )

楼下村 350 90 25 71 240 120 180 51 42

三元村 320 80 25 00 200 140 160 50 00

潼溪村 280 80 28 57 200 100 160 57 14

灵石村 280 20 7 14 180 100 150 53 57

石亘村 300 90 30 00 240 120 180 60 00

泉塘下 280 80 28 57 200 120 160 57 14

举峰村 300 70 23 33 200 120 160 53 33

新五村 300 90 28 12 240 140 180 56 22

! ! ! ! 资料来源: 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浙江省农村调查% , 第 35页。

表 2中所列是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 1934年所做之调查, 理应反映二五减租之成效。调查

员称: 民十六年以来, 浙江是二五减租办得最有成绩的地方, 但据一般的估计, 即使依照二五

减租的办法, 每亩有二石以上的收获时, 佃农净得才能高于地主。二石以下, 佃农收入逐渐减

少。若到一石, 佃农所得真可怜到万分。不但劳动无报酬, 甚至连成本收不回来了。 亩产二石

指的是稻米, 表2中的全收获量则是稻谷, 通常一石稻折半石米。楼下等 8个村, 没有一个村庄

的亩产量超过二石, 普通租田的地租率也就全部超过 50%, 最高者多达 60%。然而, 令我不解

的是, 如果表 2反映的是减租后的租额, 那么二五减租前, 普通租田的租额难道还会更高?从 永

佃田 方面考虑, 地租率远远低于 37 5%的政府标准, 或许这才是减租的最大成效? 龙游县的

情况令人想起嘉兴县鸣羊村, 二五减租难道真的只是对 永佃田 减租, 而不对普通租田减租?

针对龙游县的情况, 洪瑞坚指出: (民国) 十六、十七两年初行减租之际, 纠纷蜂起, 自

十八年设立佃业仲裁会后, 纠纷渐少, 推行颇为顺利, 及二十一年改归司法机关兼理, 受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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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劣之包围, 减租遂难实行。查该县租佃, 亦有大小租之分, 大抵减租后照旧租额每百斤扣除

十余斤至二十五斤不等, 因此大租可收二十五斤左右。刁恶业主, 因有从中破坏减租运动, 而

顽农之怠工掺秕, 亦时有发生。 ∀ 依此言, 龙游县曾经推行过二五减租, 多数永佃田亩的租额

是在 100斤的基础上减少了 10 ∃ 20斤。表 2中的数据与洪瑞坚所言基本相符, 是可靠的。

在同一份调查报告中, 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员只将东阳县的族田耕种者, 当作承

租者, 而不认为他们拥有 永佃权 , 尽管族人租种族田的期限是无限期的, 且其中的一些 狡

黠者 , 将承租之族田转租于他人, 并从中取得利润。& 时人估计东阳县的永佃田约占全部田地

总数的 40% , 应当是不包括族田的。 永佃田 租率约为产量之三成, 普通租田则为五成。东阳

县 永佃田 的租率, 略高于龙游县。据此也可以推测, 在二五减租前, 龙游县 永佃田 的

租率约为正产量的 30%。此外, 洪瑞坚称在东阳县的少数乡镇, 如三区同济乡等, 间有实行二

五减租。∋ 但浙江省复兴委员会在同份调查中认为, 二五减租, 迄未推行 。( 这样, 可以确定

东阳县永佃田之租率大约为正产额的 30%。

在永嘉县, 永佃田 的租额较低, 通常只占收获量的 30% ∃ 40%。依龙游和东阳县的情况

推测, 这一低租额, 与 永佃权 有关, 而与二五减租无关。)

上引浙江省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同一份调查报告在议及永嘉邻县的地租问题时这样说:

青田的永佃, 俗名田皮, 当佃户初向业主租田时, 付佃洋若干, 取得佃权, 此后佃户

或因穷困, 或因人少, 可转售及转佃他人。转佃者, 年收谷若干, 名曰皮租。正租须纳粮,

而皮租则否。故一般人竞趋于皮租之购买, 而农民一田二租, 遂愈趋愈穷了。

缙云西乡, 农田缺乏。佃田习惯, 佃户须先付佃洋一二十元于业户, 名曰买田脚, 谷

租照例缴纳, 如佃户不愿继续承种, 亦可转售于人。现此风稍杀。另立田皮田骨之名, 买

田皮者种田, 买田骨者收租完粮, 或买田皮者另售于人, 则每年收谷, 三股均分, 佃户、

田皮、田骨, 各得其一。

仙居西乡, 亦称田皮, 只可收租, 不能别佃。∗

青田、缙云、仙居三县的情况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其一, 如上文所议, 浙江东南部地区的 永佃田 的租率在二五减租前, 也只占正产三成,

导致低租率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 应当是由这种 永佃权 的 公认的 性质所决定的。一个

区域的 永佃田 低租率的形成, 足以使以后形成的 相对的 永佃田地租也成为低租率, 只

不过, 购买这种永佃权需要付出的资本就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市场竞价的过程, 非人为的力量

所能控制。

其二, 为了遏止这种 畸形 的土地买卖, 民国政府 #土地法% 规定, 禁止那些只拥有相

对的 永佃权 人将土地转佃给他人。很显然, 青田、缙云两县的此类永佃权, 就属于 #土地

法% 禁止的土地转佃。

其三, 在仙居西乡, 田皮 只可收租, 不可另佃 。我的问题是, 不能另佃, 怎么收租? 调

查员可能将 只可自耕 误作 只可交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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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减租的困境

至此, 关于浙江 相对的永佃权 与 公认的永佃权 , 亦即 相对的田面权 与 公认的

田面权 之间的差别已经证之凿凿, 不容置疑了。在那些存在 相对的永佃权 的地区, 此类

租田的地租率与普通租田没有什么差别。二五减租在浙西地区, 首先就是从 相对的永佃权 

地区开始的。由于 永佃权 的保障, 使得此类地区的佃农成为二五减租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在那些存在 公认的永佃权 的地区, 无论浙西还是浙东, 二五减租之前, 地租率已经低于正

产的 37 5% , 即低于二五减租的目标。当一个地区此类租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二五减租实

际已经变得毫无必要。相反的是要提防业主借二五减租为名提高地租。此可以平湖县和海盐县

为例。当一些地区的此类租田仅占当地租田的一部分时, 则可能出现此类租田的租额基本不动

或稍有下调, 而普通租田的租率基本不动, 或者即使有所下调, 却仍然高于正产 37 5%的情况。

此可以龙游县和东阳县为例。在存在 公认的永佃权 的地区, 永佃权 人的利益, 体现在业

主所收地租与普通佃农所交地租之间的差额上。如果 公认的永佃权 人将土地转佃, 他们将

获取 小租 之收入, 如果他们不将土地转佃, 而是自耕, 那么他们将享受较普通佃农更低的

地租率。也就是说, 无论 小租 是否存在, 这些 公认的永佃权 人的利益都是必须得到保障的。

按照二五减租的规定, 正产 37 5%的地租率是减租运动的终极目标。从逻辑上讲, 如果强

行将大租小租合计之额降至正产 37 5%的标准, 大租额一定要降至正产的 37 5%以下, 以下多

少方为合适, 在我看来, 须在 永佃权 人即田面权人的基本利益得到保证时方为合适。具体

而论, 可以平湖县的数据作为讨论的标准。因为, 与龙游一带的情况相似, 平湖县也是 公认

的永佃权 盛行的地区。依时人的调查, 二五减租前, 平湖佃农将田面转租他人时, 每亩可收 5

斗米的 小租 , 这在当地成为惯例。∀ 另一调查者认为当地的 小租 为每亩 4斗米。& 以正

产亩产 2石米计, 5斗米的 小租 额相当于正产量的 25%, 4斗米则为 20%。经过二五减租

后, 如果 大租 额占正产 30% , 合计大小租额则占正产总量的50% ∃ 55%。 大租 额如果再

少一些, 大小租额合计稍稍低于正产总量的 50%。以此数据衡量, 我们也就能够理解, 何以在

龙游和东阳, 二五减租前的 永佃田 的地租率, 设定在 30%。很显然, 这是 大租 的地租

率。这样一来, 减租前业佃双方的对半分成, 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最合理的分配比例, 除

非 永佃权 人放弃自己的田面价值, 而这一点, 几乎是做不到的。

洪瑞坚举余姚之例加以说明, 其道理十分透彻, 兹引如下:

余姚小租之数量, 多者超过大租二分之一, 最少占大租三分之一。若按照佃农二五减

租暂行办法, 以全收获量之 37 5%为大小租之和, 则大租中除去小租应得数外, 为数仅微,

致业主对新租约裹足不前。若小租依大租照减, 必至永佃权人收回自种, 以至使用人乏田

可耕。又大小租之和, 若为正产全收获量之 37 5% , 则永佃权人之自种者, 似应扣除小租

若干。若因永佃权人自种者, 向无小租之名, 不得创立名目, 而必须缴足业主全收获量

37 5%, 则永佃权人自种者, 不啻丧失其永佃权。且永佃权之田, 因小租关系, 而可辗转

小买, 亦有抵押借款。今因向无小租之名称, 而丧失其永佃权, 则因此引起永佃权人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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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相等之感想, 似欠平允。此外大小租之分配, 困难尚多。上所举例, 乃其中之昭明较

著者, 此亦二五减租办法之难题也。∀

简言之, 在存在大小租之地区, 如果以正产量的 37 5%为标准, 不是业主利益受损, 则是

永佃权人暨 田面权 人利益受损, 其利益损至无法接受之水平, 立法之弊立现。如果强行推

行, 永佃权 暨 田面权 人必收回转租之田, 从而使得小租租户丧失耕作之土地。如果严禁

土地转佃, 就会陷入洪瑞坚所称 则永佃权人自种者, 不啻丧失其永佃权 之尴尬境地。通过

立法的方式无偿剥夺农民土地产权, 不符合孙中山 耕者有其田 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二五减租的各项政策中, 涉及大小租之处理是所有难题中最大的难题。这样, 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 1928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共同制定的减租法规中, 关于大小租, 只是规

定, 其有大小租之分者, 由佃业理事局乡区办事处11勘酌当地情形办理之 , & 没有提出任何

有价值的方案, 也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方案。

基于这一认识, 再回过头来考察以下事实, 就有豁然开朗之感。

其一, 在嘉兴县塘汇乡, 南阳村的大佃农和佃富农经营大农场的实力, 远远超过鸣羊村。

依据同一资料, 南阳村租入土地的 91 3%来自不在籍的地主, 而鸣羊村只有 71 7%。按照鸣羊

村民的说法, 南阳村的佃户大多数都有 活租制 , 不应当是 相对的永佃权 , 而是 公认的

永佃权 , 即 公认的田面权 。鸣羊村佃户拥有的此类 永佃权 或 田面权 远不及南阳村。

这就是南阳村的地租率要比鸣羊村低得多的根本原因。

其二, 根据表 2所列数据, 就在永佃田租率稍微下降的同时, 龙游县普通租田的地租率仍

然保持正产 50%以上的高水平。在永佃田租与普通田租之间, 存在 2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差

距其实就是 小租 租率, 也是 公认的永佃权 暨 公认的田面权 的价值体现。

其三, 郑康模在叙述完浙江省民政厅将浙东的绍权解释为永佃权后, 又称 因绍权要求多

减而发生 的佃业纠纷, 在浙东地区佃业纠纷案中, 此类纠纷占 20%以上, 而天台一县, 全县

约四分之一面积的佃农, 均因绍权被剥夺而闹事。绍权的持有人主张小租有其合理性, 却不合

法, 争论遂起。

其四, 据时人的研究, 在杭县、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登、昌化 7县发生的 49 起佃

业纠纷中, 撤佃纠纷占 71%强。∋ 这一区域是普通租田为主的地区, 地主有充分的理由撤佃他

召或 自耕 。而在嘉兴县二三区, 相对的永佃权 人恃永佃的权利积极推动着二五减租, 在

龙游及浙东其他地区, 公认的永佃权 人因其 永佃权 得不到承认, 而反对减租。这一看起

来似乎矛盾的结论, 实与浙江省存在两种不同的 永佃权 暨 田面权 有关。准确地讲, 相

对的田面权 人推动着二五减租的实行, 而 公认的田面权 人却阻碍着减租的推行。以此角

度进行观察, 浙江省二五减租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怪异现象, 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五, 冯紫岗称, 在嘉兴县, 二五减租实行之后, 田底价因之大跌, 而田面市场, 反趋活

跃。今日每亩田面价值十数元, 田底价亦仅二十余元而已。各地田底之卖买异常稀少, 田面之

卖买则颇通行, 且抢买等情甚多。一般人民成 [承] 认田面一亩, 几与自田一亩相等, 有田面

者不需纳粮 (每亩一元三四角) , 缴租又不多, 是故因田面卖买而引起的转租颇多 。( 显而易

见, 二五减租为 小租 的产生打开了空间, 田面 市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相对的田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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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向 公认的田面权 转化的可能。然而, 在嘉兴县, 始终没有见到大量 小租 出现的

记载, 或许说明 #民法% 中有关 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 的规定发生了作用, 而

因田面卖买而引起的转租 则不属于禁止之列。

五 ! 讨 ! ! 论

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已经察觉到浙江省不同的 永佃权 的性质差异, 却没有人对于不同性

质的 永佃权 与二五减租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 其中包括学养深

厚的经济史学家, 在关于江苏省南部土地制度的研究中, 只是将两种 永佃权 混为一谈, 无

助于推进人们对于江南地租制度的认识。∀ 最近, 慈鸿飞撰文, 以民国时期的几种调查为根据,

将 一田二主 解释为 永佃权 , 即将本文定义的 公认的田面田 解释为 永佃权 , 而将

本文定义的 永佃权 解释为 长期租佃权 或 永久租佃权 。& 慈氏的划分, 实际上是将杨

国桢和黄宗智所界定的 永佃权 ∃ 田面权 的两分法, 改写为 长期租佃权 ∃ 永佃权 。

本文从制度史的层面厘清浙江省的两种 永佃权 亦即两种 田面权 的不同性质。在此

基础上, 可以得出结论: 浙江省 1927年开始的二五减租, 是主事者对于农村租佃制度没有经过

详细调查, 对于改革方案没有经过精心设计的背景下仓促展开的。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看,

即便经过详细调查与精心设计, 只要主事者不忽略 田面权 的存在, 减租也是难以取得全面

成功的。同样, 在与浙江毗邻的苏南地区, 既存在着普通租佃制度, 也存在着大量 田底 田

面 分离的 一田二主 。在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苏南核心区, 公认的田面权 占据主导地

位。∋ 以浙江的经验推论, 在此类地区要实行二五减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因素, 可能是江苏

省的二五减租一直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而从未进入实际操作的根本原因。

土地产权分化为普通租佃、相对的田面和公认的田面等三个层级, 就标志着社会结构分化

为地主与佃农、地主与相对的田面权人、业主与公认的田面权人这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稍

作扩大, 还可以增加地主与业主、业主与佃农、相对的田面权人与公认的田面权人、田面权人

与佃农等四种稍远一些的社会关系。三种产权共存于一个共同的土地与租佃市场中, 七对社会

关系共存于一个共同的农村社会里, 由此而构成租佃制度下极其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图景。

依照浙江的经验, 无论何种高明的设计, 都不可能绕开 公认的田面权 对于二五减租造成

的障碍。因此, 唯一可行的, 便是化繁为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租佃制度的改革。1949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规定租率一律降为正产物的 35%, 大小业主双方收益由其自行商定 。(1950年

的土地改革,田底田全部算作地主所有之土地, ) 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因此而迅速展开。

+作者曹树基,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 210030,

(责任编辑: 马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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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 e, calendars w er e called 2l i r i" ( calendar) in the early T ang Dynasty , instead of 2j u z hu
li r i" ( annotated calendar) . Calendars w ere called li r i unt il the reign of Emper or Wu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840 ∃ 846) . T he name w as changed to j u z hu l i r i f rom the reign of Emper or
Xizong ( 873 ∃ 888) . In the early T ang Dynasty , no tes on auspicious and inauspicious days were
contained in off icial calendars that ex isted in a basically unif ied form al l over the country , w ell
into the t ime when Dunhuang w as under T ibetan and Gui yi jun rule successively.

The 2Fan Shang " Responsibil ity of FuBing Soldiers in the Tang Dynasty: A New Insight
M ENG Xianshi ( 69)

The f u bing militar y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has been w idely bel ieved to have declined
because it w as too heavy a burden. Draw ing f rom 2M ilitary Chronicles" in the N ew H istor y of
the Tang Dynasty complied by Ouyang Xiu, later w riters have alw ays believed that f an shang
( tour of duty ) as one o f the general responsibilit ies o f all f u bing so ldier s meant the defending of
the capital, and that this responsibility became the majo r factor that made the bur den on the f u
bing soldiers too heavy. How ever, documents recent ly unearthed at Turfan suggest that for the
f u bing soldiers in Xizhou, the responsibility of f an shang only involved being on duty locally .
That casts new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 f the f u bing system in the T ang Dynasty .

Research A rt icles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y and Size WANG Qingcheng ( 78)

Although it w as the cradle o f Chinese civilization, North China suffered f rom stagnat ion and
decline in so 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d the population fall resulting fr om these factors,
over the thousand odd years f rom the late H an to the Ming dynast ies, due to f requent large scale
w ars and predatory rule by northern nomads. Mig rant villages appear ed in Hebei and Shandong
from the M ing Dynasty on. Accor ding to late Qing v illag e and populat ion data on Wuqing ,
Luancheng, Qingx ian and Wangdu, only a few villag es in these count ies w er e large ones w ith
several hundred or a thousand households, w hile most w er e smal l, w ith tens of , or less than
tw enty , households. Some v illag es even had less than ten househo lds.

Li Shuchang s Strategies with regard to the Liuqiu ( Ryukyu) Ques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cember Incident of 1884 in Seoul DAI Dongyang ( 88)

Fol low ing the br eakdown o f Sino Japanese negot iations on the Liuqiu quest ion in 1881,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Japan, L i Shuchang, did his best to realize the Qing gover nment goal of
2keeping the r oyal sacrif icial ritual in L iuqiu, " and treated the issue as a completely independent
diplomat ic matter. Af ter the December Incident of 1884 in Seoul, China s efforts to develop open
tr ading ports in Korea w er e crippled. L i t ried to associate the Liuqiu quest ion w ith the Korean
problem by proposing exchanging Liuqiu for Kor ea. During his second tenure as Chinese m inister
to Japan in 1887, he held f irm to the po licy of ex change as the Korean problem remained
unso lved. On the w ho le, L i played a mor e act ive rol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Liuqiu
nego tiat ion, w hile in the later stages, his efforts w ere lim ited to w rit ing suggest ions and
proposals. T his w as part ly because the Japanese had obtained suf ficient info rmat ion through their
intelligence sy stem about the Qing government s at t itude tow ard the Liuqiu quest ion to hold an
increasing ly hard line po sit io n.

Two Kinds of Permanent Tenancy and Rent Red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CAO Shuji ( 108)
The dif ferent nature o f permanent tenancy rights in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needs more

careful study. Judg ing fr om the practice o f r ent reduct ion in Zhejiang Pr ovince in 1927, it w as
common in Zhejiang fo r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to be divided into ow nership right and tenancy
right . In such cases, tw o part ies m ight hold pr operty rights to the same piece of land. T he nature
of tenancy right varied w ith the sour ce of the land. In some cases, permanent tenancy right w as
2relative, " and w ould terminate in case of failure to pay the rent. In other cases, permanent
tenancy r ight w as 2publicly recognized, " and thus w ould not terminate even in case of failur e to
pay the r ent . As the tw o kinds o f tenancy right inv olved differ ent rent rates, landowners w ith
relat ive tenancy rights act ively suppor ted the rent reduct ion po licy o 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w hile those w ith 2publicly recognized" tenancy rights opposed the po licy. As a
result, 2publicly recognized" tenancy rights became the big gest obstacle to rent r educt ion in
Zheji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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