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 2期
第 15卷

(总 54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U RNA L OF SJTU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 ciences)

No. 2, 2007
Vol. 15

SUM , No. 54

收稿日期: 2007 01 18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05BL5002)

作者简介: 曹树基( 1956 ) ,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
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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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透过南汇县的土改档案,证明南汇县农村盛行土地 分种!制,其实质

并非租佃制度中的 分租!制,而是当地农民自耕土地的一种。在 分种!制下,农民可以

雇工耕作,也可与他人合作耕种。这一事实,不仅可以质疑传统的租佃理论,更可以丰富

我们对于江南地区土地制度复杂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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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将苏南

地区各地的地租制度归纳为 定租!、 活租!和
 分租!三种。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对这一划分

提出过疑义。具体地说,  定租!是苏南较普遍
的一种租佃制度,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定
租呆交! ,即规定租额后,  丰年不增, 荒年不

减!;一种是 定租活交!,即遇年成荒歉时,少

交或迟交。 活租!一般是根据产量多少,按照

一定交租比例,临时评产交租。 分租!各地通
称为 分租田!、 分种田!,常熟称 分场田!,吴

县、昆山称 合种田!。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
革委员会关于分种制的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租制以高淳最为普遍,松江

约占全县租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分租!比例有  平分!, 有  主四佃
六!,甚至有 主七佃三!的,还有常熟

县的 外三七分!,即地主得产量的百

分之七十七,佃户得产量的百分之二

十三。∀

如果以上记载为真, 那么, 从逻辑上讲,

 活租!与 分租!没有区别,即两种租制都是业

佃双方根据正产物比例进行分成的一种租制。

在上引资料中, 调查员强调 活租!的评产权
 操纵在地主手里!,但由于我们不知 分租!的
评产权掌握在谁手里,所以,  活租!与  分租!
的区别仍然是不清晰的。一份来自南汇县朱

码乡城东村的租佃、借贷关系调查, 表明南汇

县租佃制度中的 分租!是这样的:

分租:劳动力、种子、肥料、工具

等都是农民的, 田里全部产物 (连稻

草在内)与地主对分。

租额:田里全部收获连稻草在内

都对分,但如租田上有河浜,浜内有

签科草,佃户是分不到的。租额占全

部产量的百分之五十。#

如果劳动力、种子、肥料和工具都是农民

的,田里的全部产物与地主对分,这所谓的 分
租!制与 活租!制有什么区别?

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发表过一

份关于苏南地区土地制度的调查报告,将 分
种!制度下的 平分!定义为业主出田, 佃户出

力,种子、肥料各半负担,所有产量均分;  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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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是地主一般出耕牛以及种子、肥料的一
部或全部,佃户出劳力、种子以及肥料的一部,

地主得产量的六成,佃农得四成,有的分草,有

的不分草。 三七分!则是种子、肥料由业主负
担,农民只出人工,地主得产量的七成,佃农得

三成。∃ 原来,  活租!与 分租!的最大区别在
于,除了土地以外,前者不需要地主投资,后者

需要地主投资。这才是 分种!与  合种!的真
实含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 分种!称为 分租!或
 分场!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都

没有反应 分种!制度下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分
成的性质。只讲业佃双方对于农作物的分成

而不讲对于农业的投资, 这样的定义是片面

的,具有误导性。

本文的问题是,如果 分种!真的是业佃双
方共同投资共同分成的土地制度,那么, 这种

土地制度的性质该如何确定? 遍查已经出版

或者刊行的各种调查报告,都不见有关于此种

土地制度的详实描述。有幸的是,在南汇县的

土改档案中,笔者获得一批有与 分种!有关的
记载,颇具文献价值。与苏南其他地区的土改

文献相比,南汇县土改档案的最大特点是留下

了一批 过程!文献,而不仅仅是土改结束后工

作总结。具体而言,档案中留下一批当事人要

求改正阶级成份的申诉,关于地主进行破坏活

动的调查材料,以及人民法庭有关事主阶级成

份的判决文书等。经过整理,南汇县土改档案

中此类与 分种!有关的案例共有 18个,其中有

些记载相当详细,有些比较简略。透过这 18个

农户的个案,可以观察南汇县 分种!制度的细
节及其实际运作。本文旨在通过把握江南地

区复杂的土地制度,展开对于 1950年土地改革

的深入研究。

二、顾秀英%:从自耕到租佃的转变

1951年的一天,中国共产党松江地区委员

会致信南汇县委,称接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及松

江行署转来的一份申诉,要求南汇县委对于该

县六灶区其成乡顾秀英被划为地主一案进行

调查。信函称:  我们对具体情况尚不够了解,

特把原件抄寄给你们,希你们结合实际情况转

区里处理,我们所提的初步意见,仅供你们参

考。!中共松江地委所提意见如下:

案例 1:六灶镇,其成乡,顾秀英。该

户有田三十亩, 宅基十二亩,内除二

亩坟地外,在 47 年后全部出租, 47 年

前 24 亩分种。十二亩宅基地的收入

也不太好。从该户所说的材料来看,

因时常生病死人,欠下了债,并不得

(已)把田亩出租。根据此情况,可能

是破产地主,希你们根据 划分阶级!
中第六项破产地主的条例,详细研究

其债务情况、剥削与生活情形等, 是

否算得上地主, 若不是地主,则可能

是小土地出租者。&

据此可知,南汇县六灶镇其成乡的农户顾

秀英,由于被划为地主,心有不服,遂向华东军

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申诉。华东军政委员会

和苏南行署将申诉信转给中共松江地委,并根

据顾秀英的申诉出具改正意见,即将 地主!改
为 破产地主!亦即 小土地出租!。有意思的
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的这份意见,

并未得到其成乡政府的认同。在同一档案的

同一卷宗中,有一份 1951年 3月 27日乡干部

张保山就顾秀英划为地主一事而向上级机关

所作解释的手写稿,内容如下:

顾秀英的成份地主,人口 2个,所

有田:宅基 5亩,坟基 1. 5亩,竹园3. 7

亩,自耕可耕田园地 2. 5亩,共计12. 7

亩。出召田长年 1 户沈顺川 4. 5亩,

在 1947年出召本乡佃户黄莲顺 5亩,

召 6亩,申生行 10 亩,召 10. 4 亩,戈

景初 9. 7 亩,召 9. 7 亩,陆钦臣 1亩,

召 1亩。共有出召 30. 2 亩。有农村

房子出借 14 间,每年收房租 5. 6斗,

可抵出(召)田 8 亩。

共计自耕出租合可耕 32. 7(亩)。

我伲根据中央划分阶级的标准,超过

剥削生活,所以划他为地主,收房租

还未并在合算。

在南汇县的方言中,  出召!即为 出租!,

但单独的 召!字为何意,则不清楚。 召!田面
积何以略多于 出召!田,也不清楚。对照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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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的处理意见,可知顾秀

英在申诉材料中对于自己的土地及出租数的

陈诉,基本属实。顾秀英自陈自己的土地为 30

亩,而张保山称有 32. 7亩,其中的差额在于张

保山指称顾秀英拥有 自耕可耕田园地! 2. 5

亩,而顾秀英可能将 自耕可耕的园地!, 即屋

前房后的菜园及空闲地,不算作农业用地,未

予报告。在基本事实不存在大的分歧的情况

下, 张保山列举出划分顾秀英为地主几点

理由:

1 自耕出租照中央划阶级上超

过 3倍以上划为地主,他要超过拾多

倍以上。

2 过去一贯自耕田是剥削劳力

的种稻长年分车出给农(民)的。

3 他在 1944 年出嫁他女沈凤

心,嫁到坦直镇西南陈姓地主,浪费

了不少钱,改为欠债。到 1947年将田

24. 2出召农民,转向剥削农民。

佃户黄顺莲 5亩,用押租白米 20

石;申生行 10亩,用押租白米 20 石,

戈景初 9. 2 亩,用押租白米 14石,又

棉花 3包。

4 收划农民田租与房租,赞他子

读书。子叫沈正林, 读到工业大学

校,在去年 3 月到东北纺织股。他夫

沈大中死到现在十八九年,一贯靠收

租米、收房金生活了。过去他川沙县

城市内有房子 50 余间,房客 18户,又

租田 20多亩,过去是合并一起的。在

1946年家务争斗,所以把长子沈石林

往川沙自立根深 (更生 )所以本乡只

有了 2 人, 靠田租、房租,读书生活。

田租 30. 2,分房 14 间,可抵到 8亩出

租田的代价。&

第一点理由,张保山称划顾秀英为地主所

依据的是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
决定(。在这份文件中, 有如下规定:  地主家
庭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 或同

时雇人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主要部分土地出

租,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

土地数量三倍以上 (例如出租一百五十亩,自

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五十亩) ,在占有土地更多

的情形下,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

耕种的土地数量二倍以上 (例如出租二百亩,

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一百亩 )者,不得称为富

农,而应称为地主。!在这一规定中, 出租土地

的业主,其出租土地的数量应当有相当大的规

模,才可能划为地主,只有大地产,讨论其出租

土地超过自耕或雇人耕种土地数量的倍数,才

有意义。顾秀英家,一共只有 30余亩土地,其

中还包括宅基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土地占

有者。这可能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

署趋向将顾秀英划为 小土地出租者!的依据。
比较而言,对于政务院有关政策的理解,华东

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的理解更为全面和

准确。

张保山陈述的第二点理由不成句,联系第

三点,仔细揣摸,似乎是说, 1947 年以前顾秀英

家的田主要是自耕的, 且种稻并雇有长工, 所

以称为 剥削劳力!;  分车!一词,实为 分种!,

进一步讨论详见下文。1947 年,顾秀英将原雇

工耕种或 出给!农民 分车!的田,即自耕田,

改为 出召!即 出租!,因此,顾秀英从 剥削劳
力!转向 剥削农民!。

在第三点理由中,张保山特别强调顾秀英

家的破败是嫁女浪费所致,而不是上引公函中

所称 时常生病死人!。这一陈述似乎难以成
立,因为,顾秀英确实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

根据张保山的第四点陈述,结合第三点,

可知顾秀英夫妻共育有一女二男,丈夫沈氏早

亡,顾秀英依靠田产和房产,拉扯一女二子长

大成人,女儿出嫁以后,长子自立门户往川沙

县生活,次子大学毕业后, 赴东北工作。南汇

县其成乡的家中只剩下顾秀英一人。以分家

以后的财产计,要将顾秀英算做地主是相当困

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土地不多,而且因为

她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实际上,对于一

个农村老妇来说,能够自耕一些宅基地,已经

相当不容易。从这点看,顾秀英依然是一个农

业劳动者,只是劳动力相对较弱罢了。张保山

并不强调顾秀英的不劳动,而是强调 14间房的

租金相当于 8亩土地,这样一来,顾秀英的出租

田总额就要增加了。

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5卷

在南汇县,划分地主的标准大约为每户占

有土地 40亩,具体分析,详见下文。在顾秀英

一案中,如果将 14 间房的租金折抵为地租的

话,恰好 8 亩,即便按照顾秀英本人的意见,其

占有土地合计 (包括折抵)也将达到 40 亩。这

样一来,将顾秀英划为地主也就有了一个摆得

上台面的理由。

一个农村妇人如何有能力向华东局、苏南

行署申诉自己的冤情,要求改划成份呢? 我初

以为此事可能与顾秀英那个大学毕业的儿子

有关,再读张保山的陈述,原来幕后操纵此事

的是顾秀英的弟弟顾毓生。顾毓生是 清末时
做秀才的,教育不少学生。在抗战时南汇县长

汉奸张保堂是他的学生,过去以(依)靠封建势

力,老伯性(百姓 )受苦! ,在广义上也属于阶级

敌人。当他得知妹妹划为地主成份后,曾向张

保山求情,希望将妹妹的成份划得低一点。这

一要求被张保山拒绝,其理由如下:

我伲共产 T (党)干部,做事有正

(政)策,有标准的。什父子 (么事)要

照正(政)策办事的。我说,这一家沈

性(姓) 什何种围 (园?)地, 也要请人

来帮做的,所以这成份不能改的。所

以他又不瞒(满) ,后来告 3 次, 1次南

汇, 2次华东局, 3 次苏南。

顾秀英的弟弟顾毓生可以算作南汇县的

一个旧式士绅,职业或为教师, 有不少学生。

抗战时的汉奸县长张保堂是他的学生,以今天

的观点看,张保山专门指出这一事实, 颇有些

过分,因为没有哪个教师可以对其所教学生的

一生负责任。不过,对于本文的主题而言,读

者关心的并不是顾毓生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他

的汉奸学生,而是张保山在揭发中提到顾秀英

家 园地!也是请人 帮做!的事实。由于 园
地!也是请人 帮做!,所以顾秀英的 劳动!就
很成问题。再联系上文提及从 1947年开始,顾

秀英的 分车田!改为 出召田!后,土地的性质

从自耕性质的雇工经营变为出租。这样一来,

靠出租土地为生, 且基本不从事农业劳动 (包

括园地)的顾秀英,有什么理由不被划为地主?

尽管她有理由申诉自己年老体衰, 既无力耕

作,也无力经营, 但作为她的直接上级的张保

山并不以为然,他也不对顾秀英的劳动能力作

任何说明。

在本文所列举的案例中, 与顾秀英类似

的,还有案例 17,详见下文。就顾秀英一案而

言,依我的理解,当其成乡的干部坚持要划顾

秀英为地主时,即使上级的指示也很难挽回局

面,除非顾毓生不依不饶, 一再提起申诉。在

南汇县的土改档案中, 从此不见此案下文, 也

不知此案的最终结局。由于资料方面的困难,

本文无力纠缠顾秀英成份的最后确定,还是回

到本文主题的讨论上来。因为,在张保山陈述

的四点阶级划分理由中,第二至第四点仍有很

大的讨论空间,本文既需要展开对于 分车!一
词的专门解释,也需要对顾秀英所收 押租!额
及其性质加以专门的讨论,而其中房租与地租

之间的数量关系,关系到对于 押租!性质的认
定。总的说来,  分车!一词,涉及本文的主题,

即 分种!的性质:到底是雇佣、合作还是出租?

 押租!一词,涉及另外一个主题,比较而言,南

汇县是否存在苏南其他地区广泛存在的 田面
田! ? 关于后一主题,可以参见笔者最近完成

的其他几篇论文。)

三、 分种!性质的分歧

顾秀英在申诉材料中强调的 分种! ,被张

保山定义为 自耕田! ,其耕作者是被顾秀英

 剥削劳力的种稻长年!,据此推论,在具有 自
耕!性质的 分种田!上耕作的是雇工。这一特
殊的 分种!定义, 来自民间, 与官方的定义大

相径庭,值得细细推敲。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南汇县的土改档案

中有相当多的个案, 表明事主对于  分种!或
 分车!的认识,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同样, 来

自地方政府方面的观点, 也呈现高度的一致

性。例如, 1950 年 11 月 15 日,南汇县土地改

革委员会因沈庄乡沈正新申请改变地主成份

事,给本县周浦市政府发出一份公函,其主要

内容如下:

案例 2:他占有土地 39. 885 亩,解放

前分种 15. 193亩,出租 23. 495亩,解

放后自耕 5. 3亩。他家是否有主要劳

动力? 如无主要劳动力,其家庭主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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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依靠薪水则应为其他成份兼地

主,即职员兼地主, 土改后照其他成

份待遇,土改时照地主处理其土地及

其他财产。

在当地地主每户平均户 (数 )无

法 ∗ ∗ 时,是看主要标准来决定 (地

主占有土地, 不劳动, 依靠剥削为

生) ,但他有其他职叶,不是主要依靠

剥削为生,又象小土地出租者。在这

二者之间, 则应多征求群众意见,并

本县据新 ∗ ∗ ∗ , 本县划分阶级时,

地主一般平均数在四十亩左右,他家

39. 885 亩土地, 也不能视之小量

出租。+

这份公函有若干值得讨论之处。其一,南

汇县土改委员会在论述沈正新家的土地性质

时,将 分种!与 出租!并列。这说明,  分种!
既不是 出租!,  出租!也不是 分种!。当然,

 分种!也不是自耕。其二,南汇县是按照每户

约 40亩土地的标准来划分地主阶级的。沈正

新占有的土地, 基本达到地主的标准。其三,

每户占有土地亩数本身,并不能当作划分阶级

的唯一标准,而要视其主要收入来自农业还是

非农业,以及他们的土地主要是自耕还是出租

等因素来确定。

据南汇县人民法庭下沙分庭对于此案的

判决书,可知沈正新本人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

军医署,为中校会计,非农业劳动者,其全家迁

往南京居住,乡间只留下嗣母一人。,要据此确

定沈氏一家以何种收入为生, 本不是一件难

事,何以南汇县的公函在关于沈正新家庭成份

一事的确定上表现犹豫,就在于沈氏的近 40亩

土地中, 有 15. 193 亩是  分种!的。如果这
15. 193亩土地作为自耕, 那么, 沈正新家的出

租土地虽然超过自耕土地, 但超过的数量不

多,沈正新之嗣母也就很难被划为地主。如果

这 15. 193亩土地被当作出租,其占有土地的绝

大部分,都是出租土地了,而将近 40亩的土地

出租,已经超出 小土地出租!的范畴,很难不

被划入 地主!之列。事实上,在南汇县人民法

庭下沙分庭的判决中,这 15. 193 亩 分种!田是
作为出租土地处理的。在本案中,  分种!田的

归属成为决定沈正新嗣母身份的关键所在。

一份资料记载了其成乡船舫村三户农民的地

权构成。这三户农民均被划分 半地主! ,事主

不服,要求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乡村干部顾保

中将他调查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汇报。汇报信

是用钢笔写成的,字迹稚嫩,表明顾氏的文化

水平不高。

案例 3:李福金,住本乡船舫村,家庭

人口 7 人,有整劳动 2人,耕牛一只,

农具完全, 家庭生活依靠农叶收入,

原有自耕田 34. 75 亩, 出租田 25. 6

亩,自耕田内有 6 亩稻田是分车出召

的,故,实有自耕田 28. 75 亩,分车稻

按出召田计算,把原有的出召田加上

6亩分车稻田,合计出召田 41. 6亩。

案例 4:李福生,住本乡船舫村,家庭

人口 8 人,有整劳动 4人,耕牛一只,

农具全, 家庭生活依靠农叶剥削收

入。原有自耕田 28. 8亩,出召田 5. 6

亩,自耕田内有 12亩稻田是分车出去

的,故实有自耕田 16. 8 亩,原有出召

田加上 12 亩分车稻, 合计出召田

17. 6亩。

案例 5:李福奎,住本乡船舫村,家庭

人口 5 人,有整劳动 2人,耕牛一只,

农具全,本人是伤科医生,家庭生活

主要依靠农叶收入, 医叶收入为次,

原有自耕田 18. 11 亩,有佃入田 3. 38

亩,出召田 20. 6亩,自耕田内有 12亩

稻分车出去的, 故实有自耕田 6. 11

亩,佃入田 3. 38亩。原有出召田加上

12亩分车稻田,合计出召田32. 6亩。−

在这三个李姓农民中,李福生和李福奎是

同胞兄弟。三个农户的情况基本相似,他们占

有土地较多,但均未达到户均 40亩的标准;不

仅如此,他们自耕的土地也较多,除了自耕的

外,另有出租田若干; 在自耕田中, 还有 分车
稻田!若干。很显然,在这份由乡村干部写就

的报告中,  分车稻田!原本是算作自耕田的,

只是在土改中被定义为  出召田!, 亦即出租

田。据此,顾氏坚持认为这三户的成份是半地

主,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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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
定(中的规定, 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

或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的富

农。这三户李姓农民划为 半地主!,全称实为

 半地主式富农!。仔细研究李福金和李福生
的土地情况, 可以发现,如果将  分车稻田!算
作自耕田的话,他们的出租土地均少于自耕土

地;如果将 分车稻田!算作出租田的话, 他们

的出租土地则超过自耕土地,符合政务院定义

的 半地主式富农!之标准。李福奎的情况也
可作同样的理解。如果将其 12亩 分车稻田!
算作自耕田,虽然 出召田!为 20. 6 亩,超过其

18. 11 亩的自耕田, 但由于其有佃入田 3. 38

亩,与出租田抵销,出租田的数量将略少于自

耕田。12亩 分车稻田!算作出租田之后,情况

发生了变化,李福奎的出租土地大大超过自耕

土地。由此看来,在南汇县,  分车稻田!性质
的判定,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影响至大,不可

轻视。

于是,在南汇县的土地改革中, 将 分种!
田定义为自耕还是出租,就成为 分种!田主与
土改委员会之间的争议焦点。

在南汇区土改档案中,有一份横河区长汤

国安给南汇县县长李文如的报告,称六灶乡汤

店村违法地主傅伯山,不同意将 分车稻田!当
作出租田,因此而犯法。

案例 6:犯法情形:一、私运物质..
二、在秋收中,关于分车稻田当出租

田,他不同意。要 [向]人民政府拿出

布告给他看。

至少在现存档案中,还没有查获南汇县人

民政府将 分种!田当作出租田的明文记载,但

不并意味着人民政府缺乏相关的明确的规定。

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专门的论述。这一案例

的关键在于,南汇民间关于 分车稻田!的性质
判定,与人民政府的判定发生了较大的差异。

傅伯山由此索要人民政府的有关布告。另外,

大团镇地主桂秀山,也不同意将 分种!当作出
租,希望予以保留。1951年 2 月 10 日,大团镇

镇长顾云昌曾就桂秀山阶级成份一事给南汇

县李文如县长的报告,议及此事:

案例 7:大团镇军工属桂秀山,系地主

成份,家中人口共十二人。子境亮政

治工作,媳唯康军事工作,其本人在

南湾小学教书,兼大团镇军属协会主

任。家中农叶人口九人,自种二亩三

分(宅基田 ) ,其在团东乡分种田四亩

零六厘, 种田者陈云楼、项掌根。现

申请照顾予以保留,前来为特签请鉴

赐核示为祷。

桂秀山的成份为地主,说明其土改前拥有

的土地当有一定的数量,出租的土地也有一定

的数量,具体数据不明。土改以后, 除了自种

的 2. 3亩宅基田外,桂秀山家所有的出租土地

全部被没收,其中包括 分种!在团东乡的四亩
零六厘田。由于土改之后,桂秀山家所留田地

太少,一共只有房前屋后的 2. 3 亩宅基田,桂秀

山提出保留团东乡的 分种田!。为此,县长李

文如复信顾云昌,全文如下:

二月十日来函收悉,关于军属桂

秀山申请保留团东乡分种田一节,我

们因情况不够了解,难作决定, 其家

中有农叶人口, 如无其他职业, 而愿

参加劳动生产,此依法应分给与农民

同样一份土地,希根据土地改革法研

究处理为盼,此复致礼。

在笔者看来,只要一涉及 分种!田,涉事

者就如同掉入陷井不能自拔。李文如县长采

取另外一种思路处理此案,既然桂秀山家在土

改后所得土地太少,那么,按照土地改革法的

精神,地主理应依照其农业人口的数量,分得

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这样的做法,就可以避

开与 分种!田有关的是是非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事

主给政府写信询问土改中的有关政策问题,其

核心问题就在于 分种!稻田的性质:

案例 8:松江行政专员公署的首长们,

我是浦东南汇横沔区焐灶乡村校的

小学教师,有几个有关土改的问题要

和你讨论 ..四六分种的稻田是不
是出租田? (四六种是稻种、肥料都

是田主负责,四主得六成)

这位小学教师家共 11人,有 4人从事教育

工作,自称有 25. 8 亩土地出租,另外还有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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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稻田分种给别人,加上棉田 2 亩,宅基 1. 2

亩,全部土地为 38. 6 亩,接近地主标准的 40

亩。很显然,如果将 9. 6亩 分种!田当作出租,

那么,他们家差不多所有的土地都是出租土

地了。

还有一批地主或半地主因反对将 分种!
当作出租,而受到批判。案例 9 ~ 12,即属于

此类。

案例 9:城区四墩乡郑松涛,在分种田

内硬种草子,将农民的菜拔掉。

案例 10: 祝桥区窑墩乡蔡近才,将长

期分种给叶姚氏的田七亩四亩 (分 )

登自耕,逃避地主成份。

案例 11: 祝桥区沣泓乡金子林,分种

给石才林的 10 亩田,五亩田种的豆,

被金锄去, 并把田收回自种, 种的是

山芋。

案例 12:下沙区航南乡钱水福, 及对

评赋(员)说,人民政府没有公布分种

田作出租田,都是干部自说自话。 

同样的事例在南汇县多有发生,不仅是地

主,一般农民也有此种要求。因为,按照当地

俗例,  分种!确为自耕,而不是出租。

案例 13:城区惠南镇四街三组 13 户

沈敏求因生活困难,要求收回分种在

海沈乡海沈村 7. 71亩自耕,给予照准

由。

案例 14:下沙镇库新村胡南宽, 人民

法庭转来, 要求保留自耕, 收回分种

田,保留出租田之事。!

这两个案例都是南汇区档案馆保存的公

文收据,只有公文名称,而无内容。仅从公文

名称也可以看出, 沈敏求和胡南宽皆欲收回

 分种!田,且沈氏的 分种!田,是在外乡,而非

本地。此与案例 9 中桂秀山的 分种!田类似。
据此可知,南汇县因 分种!田的性质引发的争
执,涉及面广,几乎达到每个社会阶层。

最有意思的案例发生在祝乔区。南汇区

档案馆里保存有一份事主完整的申诉信,兹全

文转引如下:

案例 15:祝乔区盐合乡路兴村十一组

阮立中来书事由: 他本来佃唐正和

(地主兼工商叶)土地三亩,坐落在本

区先进乡建新村,相隔其家七里余,

佃期至今已七年, 一直自耕。因在

1949年当村长时,包稻水给先进乡农

民代戽,在土改中先进乡把该土地作

为先进乡农民种而已分配,并把我作

二地主。要求转给自己,是否可能。!

阮立中从地主手中佃入的土地一直自耕,

但因距家太远,耕种不便,所以阮氏在 1949 年

当村长后,  包稻水给先进乡农民代戽!,而土

改中则被先进乡农民分配,并将阮氏当作 二
地主!。这里的 包稻水!田可以理解为 分车
稻田! ,理由下文将有详述。这样一来,一个佃

农的土地,由于耕作不便而转包 (租) , 结果导

致两个方面的连锁反应,一是土地被他乡农民

夺走,二是转包 (租 ) 者成为 二地主!。要知
道,阮氏转包(租) 的原因,是由于担任共产党

新政权的村长, 公务缠身,不得不将土地转包

(租)。

根据上述各件案例,可知在土改中,由于

南汇县人民政府将 分种!土地定义为  出租!
而不是自耕,因此,一批处于地主与非地主之

间的农民则被划为地主,或半地主,或二地主。

回到本文第一节所引顾秀英的个案,如果将其

24亩 分种田!算作自耕而不是出租的话,就很

难说顾氏 1947年前即以剥削为生。1947 年及

以后,顾氏因缺乏劳力而出租土地, 且土地数

量不多,因此,华东军政委员会将其划为 破产
地主!或 小土地出租!就是非常妥当的了。

四、 分种!性质的确定

南汇县的 分种!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依据存留至今的相关档案, 可以继续展开讨

论。有一份文件是用钢板刻写的申诉,当有不

止一份的誊写件,递交给各上级有关部门。这

份有潘镜环等 24人签名的保留至今的申诉信,

是递交给县长李如文的,信上有李如文 已阅!
及 查明!的批示,签名时间为 12月 16日,当为

1950 年事。申诉的内容涉及 分种!的内容以
及植棉业的劳动强度的确定,其中关于 分种!
一事,有如下说明:

案例 16:浦东南(汇 )、川 (沙) 两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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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耕作惯例,棉稻按年轮栽, 调剂土

壤所含的养料,即今年植棉者,明年

种稻。这是为适宜土地性质而与棉

稻的收获数量有关的种稻习惯。大

部分分种与养牛的 (因地少人多,养

牛的农人所种的田大多数因田少不

能尽牛之力,如不分种,他家之田牛

的给养饲料将无从出产,所以这是地

少之区的农民一种合乎互助的条件、

经济的条件的合作行为)。分种办法

由田户出稻种、肥料, 在播种、除草、

割禾时, 均由田户供给酒饭, 收获时

田户得六成, 赶车水出劳力者得四

成。如由分种者出稻种、肥料,则与

车水者各半收成。此种情形是包含

一种雇工的成份在内,并且大都是一

年一熟, 或一年一轮,并非是连续不

间断的。所以短期的分种不能作出

租论的。∀

潘镜环等 24人的姓名从此不再见于南汇

县土改档案。从上引文字看,这 24人不是普通

农民,可能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至少其中有

人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所写申诉文字基本流

畅,且用钢板誊印。最重要的是,这段看似简

单的文字,解读起来并不容易。本文根据引文

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引文的叙述顺序,分别阐释

如下:

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中称:  浦
东地瘠,而农民颇耐作苦。种稻者曰水田,种

棉花、黄豆者曰旱田。今岁稻,来岁花豆者,曰

翻田。!可见至少从清代末年开始,南汇县就是

采用棉稻轮作制度的。新修∋南汇县志(将这
一轮 作 制 度 上 溯 至 清 代 嘉 庆、道 光

年间。[ 1] ( P253- 2 54)

采用棉稻轮作暨水旱轮作的方法,既能够

有效地消灭棉田中的病虫害,还能够为棉田带

来肥源。详细论述,可以参见李玉尚最近完成

的有关研究。#本文的问题与灭虫及施肥无关,

重点讨论稻田之水。众所周知,种植水稻需要

大量的灌溉水源。在江南地区,水源的取得本

不成问题, 然而, 在南汇县,由于地形的缘故,

那些离河道较远的地区,抽水颇感困难。光绪

∋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在上引文后,又有如

下记载:

翻田必以牛犁, 余则或以牛, 或

以人。人日耕一亩, 率十人当一牛。

水田用车戽水, 近浦通潮易为力, 其

潮夕所不及者,岸峻,水车陡立,非五

六人不能运。夏日男女之声相闻,邪

许之声相闻。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

其形如轮,横辗以转水车,俗名牛车。

(钦志参胡志)

雍正年间的∋分建南汇县志(为钦琏所修,

乾隆五十九年的∋南汇县新志(为胡志熊修,这

就是所谓 钦志参胡志!之由来。由此看来,南

汇县境用人力或牛车戽水的习俗源远流长。

很显然,上文一再提及的 分车稻田!一词的由
来也是源远流长。正因为稻田戽水的不易,也

可以说是相当困难,使得案例 15中,阮立中在

担任村长后, 不得不将佃入稻田的戽水工作

 包!给他人来做。
还需要指出的是, 在南汇县的耕作制度

中,水稻并不如棉花重要。光绪∋南汇县志(卷
二十∋风俗(继续说道:  浦东宜棉不宜稻!,  傍
浦种秔稻者十之三,种木棉者十之七。!按照新
修∋南汇县志(作者的说法,南汇县 七分棉花、
三分水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发生之
前。 抗日战争前, 棉田面积一般占秋熟作物

面积的 70%左右!。抗日战争中, 由于棉贱粮

贵,棉田面积减少。到 1949 年,全县粮棉面积

约各占一半。[ 2] ( P280) 据此可知, 南汇县 棉七稻
三!的格局, 并不是指 傍浦!地区, 而是全县。

问题是,如果南汇县的棉田面积真的能够达到

秋熟作物的 70%的话,那么,棉田与稻田的轮

作就不可能是一年一茬的了。

上引李玉尚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奉贤县和

嘉定县,棉田与稻田的轮作不是一年一轮, 而

是种两年棉花,植一年水稻。奉贤、嘉定两县

与南汇的自然环境极其相似,推测三县的棉稻

轮作制度也应相似。在这种制度下,所谓 分
车稻田!就不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是断

断续续的,隔两年种一季的。即便确实存在一

年一轮作的棉稻轮作, 也不可能年年 分车种
稻!。这就是案例 16 中所引潘镜环等 24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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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 短期的分种不能作出租论的!关键
所在。

本文同意潘镜环等 24人之观点,却又不以

其观点为满足。这是因为,从逻辑上推论,如

果 分种!之农户只能隔年种稻或隔两年种稻
的话,闲时的劳力如何安排就会成为一个问

题。或有人说,一户农民可以同时 分种!多户
业主的稻田,正如一户佃农可以佃种多户地主

的田地。通过错开的时间安排,  分种!的农民
可以进行劳力资源的最佳搭配。这一推论确

有其道理,但是, 我更想从文献的记载中指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在植棉的季节里,

不种稻的农民有可能成为业主的雇工。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十八∋风俗(对于棉
田管理上的雇工活动, 有如下生动而详实的

记载:

不种田而佣于人者为长工,佣一

年者为长年,半年或四个月者曰忙月,

种田少而以余力代人耕者,男妇皆往,

曰散工。散工必先为自己田内做卯

时,日上三竿,始往主家早餐, 既饱乃

相将下田,俄顷昼饭,人给肉五方,名

曰梅花肉,蔬菜称是。下午点心,日未

落即归夜饭。先犒于酒,膳用鱼蛋,必

醉饱而散。中间坐而吸烟者八次。一

日力作不满三时,其余闲坐而已。至

黄梅雨多,草裹棉花,则四出招人工,

价增至三百文,于是孩童稚女,力能胜

一锄者,无不往取值焉。

虽然这一记载相当鲜活,却还不如同书同

篇记载的另一首∋挞花谣(来得形象生动。歌
谣称:  黄梅十日天不好, 不见棉花只见草,中

间难得三日晴,到处佣工如觅宝。东邻请人堪

绝倒,五点梅花总嫌小,西邻请人不用忧,马屁

拍惯长工头 ..!歌谣很长, 恕不赘引。这些

记载可能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南

汇县棉田管理的忙季中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难

题。很显然, 在劳动力奇缺的农忙季节, 最有

可能成为 分种!棉田中的雇工的,当然是历年

的 分种!者。
在案例 16中,潘镜环等认为 分种! 是包

含一种雇工的成份在内!的,是基于以下理由。

当业主供给稻种、肥料,并在生产的主要环节

供给劳动者酒饭时,收获时业主得六成,出劳

力者得四成。如果不供给酒饭,则与出劳力者

对半分成。按照潘镜环等人的理解,那一成的

产量,实际上是作为雇工工资计入成本的。如

果扣除稻种和肥料,业主所得可能只有五成或

不及五成。在江南地区, 传统时代的水稻生

产,其产量是由氮肥投入水平决定的。施肥越

多,产量越高。然而,从整体上讲,南汇县的水

稻种植相当粗放,产量较低,这与水稻施肥较

少有关。

再回到案例 16的一段关键引文中来。潘镜

环等认为,由于南汇县地少人多,一户养牛,无足

够田地供其役作。所谓 役作!,不仅指犁田,而

且指牛车灌溉。据 1949 年调查,南汇全县灌溉

脚踏车 19 465架,牛车 18 950架。[ 1] ( P253- 254)牛车

的数量几与脚踏车相近,可以证明南汇牛车灌溉

的普遍性,也可证明在灌溉环节耕牛使用的广泛

性。另外,还由于田少,农作物出产少,一户农田

之出产不足于供养一牛,于是需要 分种!。所
以,业主通常是将田 分种!给养牛者。潘镜环等
人由此认为 这是地少之区的农民一种合乎互助
的条件、经济的条件的合作行为!。所以,  分种!
双方的合作,除了关于种籽、肥料的投资外,还应

该包括饲养耕牛的共同投资。这项投资,通常为

人所忽略。至少在上文所引中国共产党苏南区

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所编调查报告,即是

如此。

这一陈述令人联想起本文案例 3~ 5 中的

三个李姓农民。他们仨人在土改中被评为 半
地主!的理由是他们的出租地均超过自耕地。
关于这一点,上文已作评说,此不赘言。这里

要讨论的是,这三户农民分别有 6 亩、12 亩和

12亩土地是 分车!的,但他们自身却都是养有

一头耕牛者。在南汇县,虽然耕牛主要是由少

田且较富裕的农户饲养的,有时富裕农户也会

养牛,  分种!的双方可能要分担饲养的成本。
可以想像,作为同村或者乡邻的 分种!双

方完全可能因饲养同一条耕牛而发生密切的

关系。他们或在草料的供给上相互协作,或在

放牧的人工上互相协同。以笔者少年时的生

活体验,深知饲养一头耕牛,也需要投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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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成本。在乡村,牧童通常担任起这一角

色。这样,  分种!双方的小孩可能因饲养耕牛
而发生亲密的往来。这种人际之间的感情,又

往往与村邻、乡党或亲属关系有关,就成为一

种再自然不过的 合作! ,所以才会得到潘镜环

等人的由衷称赞。

这种村邻、乡党及亲属之间的互助, 理应

具有长期的性质,并由此而构成乡村社会和谐

的基础。很难想像,在一个棉稻轮作制盛行的

地区,在一个人情大于一切的乡土社会里,每

一次轮作会换一次合作伙伴? 这似乎不太可

能。依据上文的分析,所谓 合作! ,既然所指

为共同投资,分享利益,就很难有时间的限定。

按理说, 只有长期的 分种!,才更像互惠互利

的合作,而不是相反。现在的问题是, 潘镜环

等何以会认为短期的 分种!不能当作出租论,

难道长期的  分种!就可以认定为  出租!了?

在潘镜环等人的申诉中,似乎可以读出一种无

奈,即如果一定要将 分种!当作出租,起码不

要将短期的 分种!当作出租吧。
果真,南汇县土改委员会最终将 分种!满

三年者作为出租处理了。围绕 分种!展开的
斗争似乎告一段落。关于政府的这一规定,来

源于案例 2中南汇县人民法庭下沙分庭就沈正

新之申诉所作如下判决,时间为 1950年 11月。

申请人沈正新具状本庭,请求重

新确定成份,否认地主一节, 经本庭

调查实情, 该乡划分阶级, 叶经农代

会通过三榜定案。查该申请人解放

前服务于南京反动政府军医署,任为

中校会计科长之职,该时除沈正新嗣

母留家外, 余均迁往南京居住,家中

田地以二十三亩四分九厘出租,十五

亩一分九厘三为分种,而嗣母仅做做

附带劳动, 依本县之委指示, 分种满

三年者以出租论, 根据以上推断,依

靠其收租剥削过着他地主生活已三

年以上, 故目下划为地主与事实相

合,特予裁定如主文。∃

以接近地主占有土地标准的田地出租,且

只有附带劳动,案例 2 中沈正新之留乡之嗣母

当然是地主而非小土地出租者。在江南地区,

由于富裕家庭重视子女教育,青年一代在完成

大学学业后,多在城市择业,家中所留大多为

老人或失去劳力者,土地经营的方式,也由自

耕改为出租。如是出租土地数量较少,可以划

为 小土地出租!, 如果出租土地数量较多,可

以划为 地主!。江南地区很大数量的地主阶
级,都是这样被划分出来的。不过,在本案中,

值得读者细加咀嚼的细节并不在此,而在于以

沈正新之嗣母一人之体力,她是否真的有能力

从事 15. 193亩土地的 分种!管理? 答案显然

是否定的。南汇县 分种!的吊诡之处在于,有

许多 分种!田,有其名而无其实。以 分种满
三年者以出租论!虽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却并

非一无是处。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至少在 1950 年

10月,南汇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就将短期分种不

作为出租看待了。在一份有关惠南镇出租外

区业主登记表的说明中, 1950 年 10 月 31 日,

县委调研组特做如下说明:  以次奉上惠南镇
出租外区业主登记中,有一部分因无出租田而

有小量土地自种短期分种的,没有印上。! %  短
期分种!与 自种!是等量齐观的。我相信, 这

一政策与 分种满三年者以出租论!的政策是
相辅相成的。至此可以明白,潘镜环等人关于

短期分种不是出租的表达,其实并未越出南汇

县土改委员会划定的政策边界。他们的无奈

或者抱怨,可能是对实际生活中违反政策行为

不满的一种表达。

确实, 先不论在棉稻轮作的制度下,如何

确定三年 分种!,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

在实际操作中,似乎所有的 分种!都被当作出
租了。兹举一例,以证明之。案例 17来自大团

乡东乡王远孚,下文为 71 岁的王氏于 1951 年

1月 22 日为改正半地主成份向县长李文如提

出的申诉的摘要。

案例 17:民祖传及少年时自置土地计

念一亩一分(五分宅基 ) ,素来自耕自

收,并未雇用帮工。自一九四七年,

民固年老力衰,家内只有一妻一女,

对于种田自觉吃力,故当年自愿将土

地二亩四分出租于本村陶进金耕种,

其他自种, 至一九四八年身体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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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土地七亩二分分车于本村王洪

川君种稻,至一九四九年收回自种棉

花。王洪川不过分车一蛰,谷子各半

分拿,且无其他情形。一九五〇年颁

行土改评议成份时,王洪川硬说民有

籽花一百石且(左右组)出借取利,雇

用长工一人。登记土地时,王君将民

之土地九亩六分强行登为己有 (分车

时仅七亩二分 ) , 谎话说是长年

分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例。金陵乡新稼村地

主苏云银要求将其成份从地主改为半地主,申

诉信中详述自己的地权结构。有内容如下:

案例 18:云银二十岁分户时,得父折

产灶田念亩四厘, 瓦房三间, 云银一

生节约耐劳, 勤于生产、养猪、养牛,

经商小贩, 颇得顺利,购得办清洁堂

未围公地三十三亩六分,老芦地五亩

五分,灶地六亩半, 共购得田四十四

亩正,并上父分下念亩,与立嗣伯父

分下三亩三,共地六十七亩正。自耕

三十三亩,内有九亩五分只有一半的

临时分车稻,被村干部周根楼登记为

出租者, 现在自耕还存二十三亩;在

四十三亩五分出租田内,有九亩五分

的一块田被周根楼非评议的增加上

三亩六分,将云银自耕田二十三亩五

分被减去了三亩。云银几次要求更

正,不生效力。

在案例 17中,如果王远孚的申诉为真,此

案为典型的因棉稻轮作而导致的 分种!。仅
仅 分种!一季的王洪川,以 长年分车!作为借
口,要求获得  分种!土地的所有权。与此同
时,且将王氏的另外 2. 4亩出租田一并收为己

有。最有意思的还是王洪川指控王远孚雇用

长工一人,王远孚完全否认。其实,这种否认

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分
种!的王洪川自身就可以算作王远孚之长工。

1947年,实岁为 66 岁的王远孚耕种 19. 6

亩土地(排除宅基地以后) ,实属不易。从上引

文的描述中看,王远孚种的主要是棉花, 而不

是水稻。由于水稻涉及灌溉, 王远孚力所不

逮,而种棉花,则可对付。1949 年以前,南汇县

棉花栽培技术相当简陋,  多数采用抛撒,俗称

/抛天花0 ,一般不施基肥,出苗后锄草 2- 3次,

间苗只在锄草时用锄头角勾掉, 没有移苗补

缺、整技、打技的习惯。! [ 2] ( P280) 正因为人们采用

粗放的棉田管理,所以费工不多,王远孚似乎

可以勉强对付。只有在黄梅季节,杂草丛生

时,需要组织人力锄草间苗。

从这份申诉材料看,王远孚确实不够 半
地主! ,所以王远孚一再据理力争。据王远孚

称,王洪川的所作所为,得到乡长陶家根、民兵

分队陶家龙、干部徐凤楼的支持。也正是因为

现在这些干部全部被撤换,王远孚才得以向区

政府申诉。区政府派员调查确实后,通知乡政

府改正,  乡长置之不理!。无奈之下,王远孚

将申诉写至李文如县长本人,以期此案获得合

理解决。最后处理结果如何,因材料缺乏, 不

得而知。

在案例 18中,苏云银所要争取的是县政府

给他划定的 半地主式富农!,而不接受村里划

的 地主!。其实,从此后几十年的经历看,  半
地主式富农!并不比 地主!的命运要好多少。
由于苏云银的表现极不老实,所以被村干部指

挥民兵将其 束缚吊打五次,云银气绝三次,用

冷水喷苏!。在接到苏云银的申诉信后,李文

如县长写信给大团区公所,要求调查此案。大

团区公所复函, 坚持原来的立场,不给苏氏改

划成分,却不说明任何理由。在当时情景及氛

围中,划分一户地主, 看来是不需要太多理

由的。

五、 押租!的性质

回到案例 1的讨论中来。在张保山的材料

中,他指出顾秀英 有农村房子出借 14间,每年

收房租 5. 6斗,可抵出(召)田 8 亩!。本文曾经
指出 出召田 8亩!的含义在于将此 8亩 土地!
与顾氏实际占有的土地合计,就可以达到 40亩

这一地主划分的标准亩数。这里,需要讨论的

是何以 8亩土地只能收到 5. 6斗(白米)的低地

租? 换句话说,在南汇县,何以每亩土地只收 7

升白米或 1. 4斗稻谷的低地租?

在南汇县,民国时期的水稻种植也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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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的,产量不高,以 1949 年计,水稻亩产为

232 公斤。[ 2] ( P258) 1953年,就在顾秀英所在的六

灶区,水稻亩产为 430 斤& ,与 1949 年全县的

粮食亩产接近。依照当地 150斤一石的折率计

算[ 3] ( P5 33) ,大致地说,在 1949 年以前的几年间,

南汇县六灶区其成乡的水稻亩产大约为稻谷 3

石,白米 1. 5石。每亩 0. 7斗白米的地租率,只

占粮食产量的 4. 7% ,只够用来交纳田赋。

白凯 ( K athnyn Bennhandt) 已经正确地证

明,到 1949年,江南地区的实际地租,已经相当

低,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地主,基本上收不到地

租了。[ 4]顾秀英的情况大体如此,除去田赋后,

出租土地几乎没有收入。14 间房屋的租金也

相当低, 5. 6 斗白米最多只能维持一个老妪 3

个月的生存。虽然顾秀英还有部分自耕的宅

基田有些收入, 但不会太多。依此数据计算,

仅仅依靠土地和房租,顾秀英要维持生计都相

当困难,更何况, 她还要支撑一个在上海读大

学的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所以,在 1947年以前,顾秀英的土地并不

是出租,而是以 分种!的方式自己经营。她将
土地 分种!给他人, 在农忙季节不为雇工及

 分车!提供酒饭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获得 50%

的农作物分成。24 亩土地合计可产 36 石白

米,扣除部分农本 (如果有的话) ,至少每年收

获白米 30 石,对半分成,顾秀英可得白米 15

石。这一收入基本可以维持全家的开支。

顾秀英家的变化是这样发生的。由于嫁

女,她耗光了家中的积蓄, 并开始有了欠债。

加上儿子大约在 1946 年或 1947 年考上大学

( 1951年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家中的开支

突然增加, 顾氏日益感到收不抵支。无奈之

下,她决定出售部分土地,而不是出租土地。

本文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到 1947

年,在地租已经降到几乎为零 (扣除田赋 )时,

不能想像顾氏还能收取每亩 2~ 4石白米的 押
租!。按照人们对于 押租!租额的理解,  押
租!所收租额大约相当于三年的地租。在地租
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收取高额 押租!的作法几
乎是不可思议的。根据笔者的另一项研究进

行推测, 1947年,顾秀英出卖的是 田面田! ,而

非收取 押租!,由此而一次性地获得白米至少

有 60石。这大概相当于 分种!土地四年的总
收入。这对于一个需要资金救急的家庭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在交纳了高额 押金!之后,  佃户!黄顺莲
等实际上获得了对于佃入田亩的永久耕作权,

甚至可能获得了佃入田亩部分继承、出租、出

卖、典当和抵押。这些权利,即是笔者定义的

 田面权!。也就是说,佃农可以将顾秀英 田
底!以外的 田面!权进行继承、出租、出卖、典
当和抵押,且不必经过顾秀英的同意,只是他

们必须向顾秀英交租。佃农们一定乐意交纳

这低额的地租, 因为, 即使是他们自己拥有全

部的产权,他们也必须以同样的代价,向国家

交纳田赋,即农业税。实际上,这几位佃农,以

 田面!的价格,购买到了土地的全部产权。只

是由于这一购买是以交纳 押金!的方式完成
的,因此,佃农所获上述权利可能暂时还是不

完整的。 田面田!在获得之初所具有的权利
不完整状态, 笔者将其定义为  相对的田面
田!。具体论述,详见另文。∋

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国民党

和共产党, 都深信中国农村的封建地租制度,

是导致农村凋弊,农业破产、农民贫困的主要

原因。抗日战争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

胜利,地主的名声日益败坏,拥有过多的出租

土地,不仅没有实际的利益,名义上也被处于

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 农民们乐意购买 田
面! ,而不愿购买 田底!。江南地区 田面!市
场的活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在本文案例 15 中,阮立中将佃入的

土地转而 分种!给他人,完全是他个人的经营

行为,并不需要得到 田底!权人的同意。由于
将阮氏的 分种!理解为 转租!,阮立中被划分

为 二地主!。在南汇县,类似的 二地主!当有
一定的数量,但在土改文献中,却不多见,原因

是,一份某区或某乡土改工作的总结称:  在评
赋中因取消了二地主,把二地主名字没有写上

去,划阶级时发生困难。!(由此看来, 1950 年江

南土改的决策者和领导人,确实是善于化繁为

简的高手。他们不愿意将 二地主!的概念引
入土改中,也不愿意将 分种!当作自耕。他们
采取了简单且统一的格式处理复杂的地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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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南汇县的土地

改革,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展开并迅速完成

的。江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地权结构,因此而长

期湮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

六、讨论

综合本文所涉 18 个案例, 可知南汇县的

 分种!或  分车稻田!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因

棉稻轮作而导致的 分种!,付出劳动力的一方

类似于业主的雇工,业主类似雇主。雇主负责

雇工的伙食,更可以证明雇主直接介入了农田

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  分种!具有自耕的性
质。其二,最初的 分车!田, 似乎是从水稻田

之 车水!产生的。南汇县地势高亢,每种两季

棉花之后,必种一季水稻,然水稻之灌溉颇成

问题,需要大量劳力, 从低洼处提水。劳力不

足者,必雇人车水,以应急需。人力不足者,必

借助牛车车水, 以求更高的效率。于是, 劳力

缺乏者与劳力富余者,缺乏牛力者与牛力过剩

者之间形成分工合作, 由此而产生。这种合

作,因养牛和固定的轮作以及居住的关系,极

有可能由短期的互助演变为一种长期的互助。

其三,当南汇县的稻田种植面积扩展以后,棉

稻轮作为稻麦两熟制或其他耕作制度所取代,

因此,稻田地区的 分种!就有向出租演变的可
能。其四,从整体上看,直到 1949年,南汇县的

秋熟作物半棉半稻,以一年一轮计,稻田当全

部为棉田的轮作之田;以二年棉一年稻计,大

约有 25%的稻田不属于棉稻轮作之田。也就

是说,在将 分种!当作出租处理的方案中,大

约有 75%的 分种!田被错误地划入出租田了。
这一分析还不包括案例 17和案例 18所代表的

另一种倾向,即将短期  分种!也当作出租来
对待。

在土地改革之前进行的减租运动中,松江

地区九县皆面临如何对待 分种田!的减租问
题。如本文所述,由于 分种田!包含有 分种!
双方的共同投资,因此,  分种!田  减租!后的
双方分成,也就应当高于定租制减租后的业佃

双方之分成。在南汇区档案馆中,查获这样一

份文件,列举出松江地区九县不同地权制度下

减租后的分成数。详见表 1。

表 1 松江地区九县定额租与分种田减租后的分租成数( % )

县别
定额租减租后

分租成数

分种田减租后

分租成数

业主 佃户 业主 佃户

松江 25 75 40 60

青浦 25 75 30 70

金山 25 75 50 50

嘉定 25 75 35 65

上海 25 75 35 65

奉贤 25 75 35 65

南汇 25 75 35 65

川沙 20 80 30 70

宝山 15 85 25 75

资料来源: ∋松江专区各县租额初步确定说明( , 1950 年

10月 21 日,南汇县档案馆, 10- 1- 2,第 25 页。

据表 1可知,松江地区九县  分种田! 减
租!的合作双方分成,均高于定租制减租后的

业佃双方分成。在松江县和金山县,两者之间

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松江

专区九县的这一作法,是实事求是的。各县均

将 分种!制下田主的投资,视为合理的、应当

得到回报的投资。所以,南汇县周浦区沿南乡

一份∋划分阶级成份草榜( ,在 土地占有和使
用情况!一栏下,列有以下五个栏目:  自耕田
亩!、 自耕田亩是否分种!、 出租本乡亩分!、
 出租外乡亩分!、 佃入亩分!。)这份档案共 47

页,登记了 557个农户,其中 137个农户的自耕

田中包括了 分种!田。拥有 分种!田的农户
占总农户的 24. 6% ,即约占四分之一。要知

道,周浦镇位于南汇县之东部,与今天的闵行

区暨以前的上海县毗邻,是一个传统的水稻种

植区,当地的 分种!水平低于全县水平,是无

可怀疑的。另外,沿南乡的划分阶级成份草榜

的格式,肯定不是当地的发明,应该是按照县

土改委员会的要求统一设置的。也就是说,直

到正式划分阶级成份的最后一刻,南汇县土改

委员会才作出将三年以上 分种!视作出租的
重大决定。笔者在闵行区档案馆所藏原上海

县的土改档案中,曾查获一份当地有关 分种!
的调查资料, 认定当地的 分种!也是 雇佣!、
 合作!而不是 出租!。由此推测,南汇县土地

 分种!性质判定的前后变化,与松江行署、或

中共苏南区委,或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土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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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无关。关于这一点,希望将来有机会找到

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证明。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如上文所述,除了

 分种!田的存在以外,南汇县也还存在与江南地

区相同的 田面田!。可能是由于数量相对较少,

在土地改革之前,与此相关的 二地主!阶层被政
府强令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呈现的

 分种!结构,并不能说明南汇县的地权制度具有

与江南其他地区相异的品质,而是丰富与充实我

们对于江南土地制度复杂性的再认识。

∀ ∋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 ,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

改革委员会编: ∋江苏省农村调查(, 1952 年印刷, 第

7- 8页。

# ∋南汇县朱码乡城东村租佃、借贷关系调查(, 华东军政委

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210页。

∃ ∋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地租情况( ,中国共产党苏南

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编: ∋苏南土地改革文献( ,

1952 年印刷, 第 510 页,内部资料。

%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本文中的人名大多数为化

名, 特此说明。

& ∋南汇县土改委员会接洽公务的函件( , 南汇县档案

馆: 10- 1- 18, P 7, P19。

) 曹树基:∋两种 田面田!与浙江的 二五!减租(, ∋历史

研究( 2007 年第 2 期。∋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两种 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 , 皆为待刊。

+ 南汇区档案馆, 10- 11- 19, 页码不详。

, 南汇区档案馆, 10- 1- 10,第 3页。

− ∋其成乡划半地主成份材料调查( , 1951 年 3 月 27 日,

南汇区档案馆, 10- 1- 18,页码不详。

1 南汇区档案馆, 10 - 1- 14, P3, P161, P162, P132, P200 -

202, P182- 183。

 ∋不法地主阴谋破坏活动花样调查( , 南汇区档案馆,

10- 1- 5, 页码不详。

! 南汇区档案馆, 10- 1- 18,页码不详。

∀ ∋对浦东土改提供划分阶级成份的几项参考资料( , 南

汇区档案馆, 10- 1- 11,页码不详。

# 李玉尚: ∋明初以降江南农业结构转变与疾病变

迁 以钩虫病为中心( , 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中

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2006年 11 月。

∃ 南汇区档案馆, 10- 1- 10,第 3 页。

% 惠南派出所:∋惠南镇出租外区业主登记表( , 南汇区

档案馆, 10- 5- 71, 第 3 页。

& ∋江苏省农业生产情况( , 出版者及出版者不详, 第

7 页。

∋ 曹树基:∋两种 田面田!与浙江的 二五!减租(。

( ∋划分阶级的总结( , 南汇区档案馆, 10 - 1 - 4, 第

48 页。

) ∋南汇乡周浦区沿南乡划分阶级成份草榜( , 南汇区档

案馆 10-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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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nsation of Land: Employment, Cooperation or Lease
Focusing on the A r chiv es of L and Ref orm in N anhui County

CAO Shu j i

( School of H umanit 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 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 ing the archiv es of Land Reform in Nanhui co unty, this paper show s that

 fenzhong!, w hich is a for m o f land dispensation and is differ ent in essence f rom tenancy, is v er y

popular in the co untryside of Naihui county. U nder this system, the farmers can either em plo y o r

coo perate w ith someone to cult ivate the land. Such reality not o nly challeng es the t radit io nal theories

of tenancy, but also helps us bet ter understand the co mplex ity of the land system of the area in 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

Key words:  fenzhong!; employement; co operat ion; l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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