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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曹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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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30)。

摘 要: 民国时期苏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浙江相似, 即存在两种田面田, 包括 相对的田面田!和 公认的田

面田!。国民政府欲在保障田底和田面业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 二五减租! ,难以进行; 共产党以消灭田底业主为

己任,  二五减租!则可达成预定的目标。

关键词: 苏南; 田面田; 二五减租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苏南或江南地区土地制度中 田底!与

 田面!的讨论已有许多, 细部的研究却不多见。

因此,长期以来, 相关文献中的许多疑难, 一直得

不到合理的解释。

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以

 内部资料!的名义, 印行了一本题为#江苏省农村

调查∃的报告集,由一系列有关苏南农村调查的报

告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南土地改革中形成的

重要文件。该报告集中第一篇调查报告#苏南农
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关于

 田底!和 田面!,有如下论述:

苏南农村还有一种租佃制度, 它与一般

租田不同, 主要特点在于 田底权!、 田面权!

分裂。 田底权!为地主所有,  田面权!为佃

户所有,实际上是一种永佃权性质。有 田面
权!的农民可以将田面权出卖、出典、转租,但

如果佃户三年不交租, 地主就要抽回 田面

权!抵作地租, 另行招佃。这种租田, 在松江

叫 大租田!, 吴县叫 管业田!, 太仓叫 单租
田!,无锡叫 灰肥田!或 老租田!。∀

由于各县具有 田面权!租田的名称不一, 本

文在叙述中,统一采用 田面田!这一词汇。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及中国

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辑的各种

调查中,关于 田面田!的表述均是同一的, % 兹不

赘引。几乎所有的调查报告都声称,这种可以出

卖、出典和转租的 田面田!,如果欠租三年,  田面
权!就可能被地主抽回。细查文献,这一看似标准

的解释其实是不确切的。按照 1918年的民商事

习惯调查,  田面田!如果欠租,也是不可撤佃的。

查江苏佃户种田亩有肥土之称, 又呼为

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 不

啻一田亩而设定所有权人于其上, 其发生之

原因由洪杨兵燹以后,业主流离, 土地荒芜,

佃户即投资耕种, 迨业主归来,即许佃户特别

利益,准其永远佃种, 相沿日久, 佃户竟持其

永佃权视为一部分之所有权, 不准业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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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佃,业主亦无异议。故该习惯近今之效力,

佃户可使子孙永远佃种, 或任意将田面部分

(即永佃权)变卖抵押,即积欠田租,业主提起

诉讼, 只能至追租之程度为止, 不得请求

退田。∀

将上引两段文字细加比较,笔者更相信后者。

这是因为,从逻辑上讲,  田面权!既然是可以由田

面权人出卖、出典、转租暨自由处分的一种物权,

欠租抽佃就成为不可能之事。上引华东军政委员

会的调查报告, 显然是将 永佃权!与 田面权!混

为一谈。前者是耕种者所获土地的永久耕作权,

后者是指田面业主处置田面的所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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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军政委员会

土地改革委员会犯的就是此类错误。

或有人问, 从 1918年至 1950年,是否由于苏

南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才有互相矛

盾之说法? 虽然#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反映的
是民国早期的情况, 而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

调查反映的是民国后期的情况, 但是, 依照白凯

( Kathnyn Bennhandt )的研究, 民国时期江南地

区的土地产权, 其变化的趋向是越来越有利于佃

农而不是地主。& 从地权变化的这一趋势看, 至

1940年代末,应该是更多的地主丧失夺佃权, 而

不是相反。

还可以浙江作为苏南的参照。郑康模在议及

1920 ∋ 1930年代浙东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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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瑞坚则指出, 1928年浙江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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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郑康模和

洪瑞坚都将 田面权!与 永佃权!混为一谈, 但他
们的叙述让人们确信, 除了欠租撤佃的 田面田!

外,还存在一种即使欠租也不可撤佃的 田面田!。

由浙江而推江苏,苏南地区当存在同样不可撤佃

之 田面田!。
黄宗智和杨国桢均将永佃权至田面权的变

化,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在最近完成的有关浙

江 永佃权!的研究中, ∗笔者曾将 永佃权!至 田

面权!的变化,进行了以下划分:

永佃权 ∋ ∋ ∋ 相对的田面权 ∋ ∋ ∋ 田面权

 永佃权!指的是交纳 顶首!或其他方式而获
得土地的耕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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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概

念中, 田面权是不完整的, 不仅可能因欠租而夺

佃,而且由于地租率高, 转佃收取小租几无可能。

不过,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私自抵押、转租的情形

也有发生。至于 田面权!, 按照冯和法的说法, 也

可以表达为 公认的田面权!。,

最近,赵冈也指出了永佃权发展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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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没有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总之,以浙江作为比照,既使文献中没有关于

 田面田!性质的确切记载, 我们仍然可以依据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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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形成、 田面!是否可以出卖、出典以及转让

等来确定其性质。另外, 在浙江 二五减租!展开

之前,拥有田底的地主收租率为正产的 30%, 拥

有田面的业主收租率为正产的 20% ,普通租田的

地租率为 50%。这种呈现级差状态的地租也是

 田面权!存在的标志。本文也拟从这几个方面展

开对于苏南地区 田面田!性质的讨论。
在浙江,由于 田面权!的存在,对于两个所有

权主人而言,经过二重分割后的地租率已经很低,

无论施政者如何设计,  二五减租!要想获得成功,

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因此推论, 江苏省的 二五
减租!始终停留在制度设计而从未进入实际运作

阶段,即与 田面田!的存在有关。只不过,这一出

自逻辑的推论, 尚需得到来自实证资料的检验。

二、 田面田!的由来与性质

浙江省 1927年开始的 二五减租!持续有年,
留下了一批调查报告和上文所引两本专门的研究

著作。这些文献是后人研究这一事件的主要依

据。现有的研究表明,  二五减租!对于浙江租佃
制度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也使得平时深藏不露的

租佃结构得以充分展示。人们可以藉此观察浙江

租佃制度的方方面面。

苏南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数量上讲, 民国时

期有关苏南租佃制度的调查报告, 数量少且质量

不高。尽管如此, 却仍有若干资料值得讨论。比

较而言, 1950年土地改革时期苏南地区留下的调

查报告相当多, 而有关浙江的同一资料却相对较

少。只是需要说明的是, 1950年的意识形态已经

多多少少地妨碍了调查的客观、公正与深入, 因

此,对于相关调查报告的解读需要十分谨慎。

苏南地区各县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大体相

似, 按照上引文献所揭, 田面田的分布范围有吴

县、常熟、昆山、吴江、太仓、青浦、金山、松江、奉

贤、上海、嘉定、江阴、无锡等十三个县。∀ 另有一

份调查报告,较上引文献增加了川沙、武进、江宁、

溧水、句容、高淳、扬中、丹徒等八县,减少了嘉定

县, %合计应为 21个县。1950 年的苏南行政区,

共辖 27 个县和 2个市, 也就是说, 还有宝山、南

汇、宜兴、溧阳、金坛、丹阳等 6 个县可能不存在

 田底权!与 田面权!的分离。宜兴、溧阳、金坛、

丹阳等县位于宁镇丘陵地区, 地权的分化不如平

原地区,此说或可成立;南汇夹于川沙、奉贤之间,

且川沙县本来就是清代后期从南汇县分出, 南汇

县无田底田面之分离, 是很难理解的。有一项关

于南汇县朱码乡城东村的调查,所列三种租佃制

度,分别为预租、分租和顶租, &似乎就是南汇县

不存在 田面田!之证据。反过来思考, 还存在另

一种可能,正是由于土改的试点乡村不存在 田面

田!,由此而推测该县皆不存在 田面田!。就此而

言,南汇及宝山两县完全不存在 田面田!,为时过

早。尽管如此, 就苏南整个情况看, 已知近 80%

的县份都存在 田底权!与 田面权!的分离, 这一
事实,是值得重视的。

上引资料称,  田面田!的分布以中部地区为

最多。吴县、吴江、常熟和无锡东北区, 租田的

80%左右都是 田面田!。( 按照本文的研究, 在

松江境内的青浦、奉贤以及苏州境内的昆山,也是

 田面田!盛行的地区。

关于这一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即到底是 相

对的田面田!还是 公认的田面田!, 亦即 田面

田!,各种资料大都语焉不详。上引#苏南农村土

地制度初步调查∃接着说:

租额虽较普通租田略低, 但农民需用很

高的代价,买进 田面权!, 故租额实际很高。

在抗日战争前,一般租额是 八米二麦!或 六

米二麦!(即一年交八斗米或二斗麦的租)。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讨论。一是 田面权!

曹树基: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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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来;二是抗日战争前 田面田!的租额,都与本

文讨论的主题有关。

在该报告集中, 一篇题为#吴县租佃情况调

查∃的报告花费相当大的篇幅,讲述田面权的由来
有以下三种形式:其一,太平天国以后土地无人耕

种而成荒地,地主得以大块土地交给农民开垦,垦

后许其永久耕种(世世代代耕种)。其二,农民因

生活困难将自田出卖给地主, 地主给农民保留耕

种权,因而形成了租佃关系。其三,农民因债务将

土地抵押给地主,地主以 割断债务!清理手续为

藉口, 要农民将土地杜绝给他, 但仍租给农民耕

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因此而形成业佃关系。∀ 作

者强调,在各种拥有田面权的土地中,以第一种为

多数,第二、三种是田底权、田面权形成后逐渐增

加起来的。#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一文,也有类

似的说法。%

从上述引文中,笔者注意到田面权产生的三

种方式,没有一种是通过购买产生的。而事实上,

既然有了永佃权,田底、田面的分离也就开始了。

田底、田面的分别买卖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从

理论上讲,田面权是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的。

在#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一书中, 还收录另一

篇调查报告,名为#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土地制

度情况∃。关于苏南地区田面权的由来,此文有如

下补充: 其一,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清地方政府为

筹赋税,招集 流民!、 客民!开垦报升, 许以永佃

权,地主还乡后, 政府重新颁发地契, 加以确认。

其二, 原来无主的荒地圩荡, 由地主圈地开垦放

租,自留田底, 而许给佃户以永佃权。其三, 农民

租入劣等田地, 勤劳耕作,投资加肥,改良土壤,兴

修水利,渐成良田, 因而获得永佃权。其四, 由押

租转化而来。其五, 还有少数公田, 招佃垦种, 给

予佃户永佃权。也有的是因佃户长期耕种公田,

相因成习而享有永佃权。其六, 通过购买而获得

永佃权。&

两篇文章合计, 在田面权获得的至少八个主

要途径中,通过购买而获得田面权,大概是最不重

要的一种, 而在上引报告中, 却被列为唯一的一

种。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1920年代中期,乔启明在对江苏昆山等县地

权问题的研究中发现, 农作物价格的上升导致田

地价格上升及押租制盛行。田地较好者, 佃户须

出押租,方可获得佃权。在昆山县, 1905年, 此类

佃户只占佃户的 25. 5% , 1914 年增至 40. 9% ,

1924年增至 61. 8%。( 据此而论, 至 1920 年代

中期,昆山县应该是一个押租制盛行的地区。

然而,在 1950年的调查中, 有两份关于昆山

县的调查报告, )涉及太平、小澞两个乡, 其中未

见任何押租的记载;相反,太平乡四种租佃形式,

皆与 田面田!有关:其一,底面田,即田底、田面全

为业主所有,佃户无永佃权;其二,管业田,即有永

佃权的土地;其三,小租田, 有田面权的佃户,再将

田转租给别人耕种; 其四, 活契田,  田面业主!将

田面租给别人耕种,收押金若干(一般为一石) , 期

满后以原押金赎回田面权。这是以押金利息作为

 小租!的。耐人寻味的是,  底面田!本与 永佃

权!无关,但作者叙述的立场却是从 永佃权!或

 田面权!出发的, 就表明 田底!与 田面!的分离,

在太平乡是相当普遍的。而在小澞乡, 在租入的

土地中,有永佃权者占 78. 22%。

如果 1920年代乔启明的调查为真,那么, 从

1920年至 1950 年, 昆山县的土地产权发生的一

个明显变化就是, 由交纳押租而获得的 永佃权!

转化为 相对的田面权!。不过,在上引乔启明当

年的调查中,昆山县在押租之外, 已有 田面田!,

只是数量不多,仅 限于县之一隅,不尽到处皆有

之!,而关于田底、田面的性质,乔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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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调查∃ , 第 152∋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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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可任意买卖田底,而佃户亦可买卖

田面。若有某农,欲租田耕种,则须与耕种该

田之佃户, 商量田面之价, 若已商定, 然后再

赴业主处, 出立承揽据而耕种。若该田户不

愿将其田面让人,则某农虽得业主之许可,而

亦无所用。惟若原佃户因拖租不交, 而其租

价已超过田面之价时,则地主可将田面收回。

如是则该佃户遂不能耕种。

既然 田面!可以自由买卖, 且与 田底!主人

无关, 就应该是完整的 田面田!了。依浙江的经

验和上引苏南地区的民商事习惯调查, 此类 田面

田!, 即便欠租,地主也不可将田面收回。我推测
乔启明可能将此种 田面田!与通过押租形式转化

而来的 相对的田面田!混为一谈了。

无锡礼社的地权情况,民国时人有以下记载:

佃农缴纳押租后,对于土地有永久使用

权,称田面,而地主所有权则称田底。农民因

特殊原因不愿耕种时, 可将田面 (永久使用

权)转让他人, 收回押租及各种投资, 称灰肥

钱,或转租他人而征收利租。灰肥钱之多寡,

常受供求关系之影响, 实际上代表田面之价

格,并不受原纳押租及投资限制。∀

当佃农将 田面!转给他人, 仅仅收回押租及

各种投资时,属于 相对的田面权!向 永佃权!之
转移。当佃农将 田面!转租他人而征收利租时,

则属于 相对的田面权!向 公认的田面权!或 田

面权!之转移。
在松江县, 有一种交纳押租而获耕作权的土

地,与 田面田!无关。佃户欠租,业主得将原顶金

抵扣。很显然, 此类因交纳押租而获得的耕种权,

属于上文定义的 永佃权!。除了这类 永佃田!
外,松江县确实存在着 田面田!:

查松江习惯对于所畸田亩之所有权分底

面两种。畸田底者为业主,完纳赋税,有田之

所有权,畸田面者为佃户, 耕种该田, 除完纳

租米于业主外,有收取余利之权,其田面之价

值为田地所值之半, 亦可互相买卖。其买得

者即有耕种该田之权。%

这是 田面田!的标准形态, 不用多加讨论。田底、

田面未分离者, 召佃承租时, 佃户先缴顶首, 欠租

则以顶产抵扣,此为 召顶!。另一种召佃方式, 称

为 外顶!:

当时只买田底,而田面向系种户所有, 每

年认还租米, 照本地善堂之成色而参酌之。

如遇水旱虫荒, 酌量减轻, 以昭平允, 倘该种

户有意抗欠租米, 为数较钜者,可将田面作价

抵租,另召接耕,是谓外顶。按此种习惯, 松

江相沿已久, 义务、权利颇属相当。&

 外顶!中,当欠租租额较大时,也可将田面作价抵

租。这一说法,与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同一资料所

称 只能至追租之程度为止, 不得请求退田!似乎

矛盾。然仔细分析, 松江是 为数较巨者,可将田

面作价抵租,另召接耕!, 而非 请求退田!。处理

的方式仍然是不同的。据此而可知,苏南地区的

地权结构与浙江是相同的。

三、松江地区 田面田!的租额

据上引文献, 抗日战争前,苏南地区 田面田!

的租额为 八米二麦!或 六米二麦!。这一数据的

可信度及内涵,还需要进行检验。

(一) 青浦县

按照#江苏省农村调查∃一书叙述的顺序, 先

以青浦县为讨论对象。在青浦县,地租的形式主

要有以下几种: ( 1) 板租: 不论年成丰歉, 每年租

额固定不变,每亩租额以糙米(计, 最少 8市斗,

最多 1石 2斗。( 2) 花租:先议定租额, 秋收后按

年成好坏及田里的丰歉程度,决定增减。以糙米

计,最少 3斗, 最多 9. 8斗至 1石。( 3) 大小租:

曹树基: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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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 #新创造∃ 1932 年第二卷第一、二合期。
司法行政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 第 341 页。
司法行政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 第 342 页。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写的#江苏省农村调查∃一书中, 有 糙米!、 白米!之分。多数地区的产量以 糙
米!计, 也有少数以 白米!为单位的。笔者将所有未标明 白米!者皆视为 糙米!。青浦县的亩产单位标明是 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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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二租或小租,农民对所租种的田无底面权,一

般要向田底地主交大租 9 斗, 向田面主交小租

3 ∋ 5斗。如果底面两权全归业主所有, 则业主兼

收大小租者。( 4) 分种: 地主出种子、肥料、田赋,

农民出劳力、耕牛、农具。根据每年田里的实际产

量(连稻草在内)按三七(佃三主七)或四六分收。

此种田大多田底、田面皆属地主所有。∀

在行文中, 该报告的作者还特地说明,  板租!

 最普遍!,  花租! 也是最多!,而 大小租!则是剥

削最重的一种租佃形式。 最普遍!和 最多!之间

的关系相当暧昧。在原调查的一份统计表中,  花
租!置于 板租!之前,似乎可以认为 花租!似乎比

 板租!更为普遍,更为通行。还有一点需要辨明,

由于 大租!是缴纳给田底地主的, 所以,无论田面
权的拥有者是否将土地再次出租, 交给田底地主

的地租不会变化。然而, 在表 1中,  大租!多超过

 板租!,就可以视作是不真实的。

表 1 城厢区城北乡七汇合村各种租额占常年产量比例

单位: 石

田类

常年

平均

亩产

租额及比例

花租
比例

( %)
板租

比例

( % )

大小

租

比例

( % )
分租

比例

( % )

高田 2. 5 0. 83 33 0. 90 36 1. 4 56 1. 63 65

中田 2. 0 0. 56 28 0. 68 34 1. 2 60 1. 20 60

低田 1. 0 0. 30 30 0. 37 37 0. 6 60 0. 60 60

原表说明:花租额系根据 1949 年最高与最低租额平

均数。

资料来源:青浦县档案馆: 1 1 38,第 8 页。

在表 1中, 我们没有读到 麦!的租额。20世

纪上半叶,除了棉区以外,稻麦两熟是主要的耕作

制度。青浦县麦作的收获是不收取地租的。

排除丰年与荒年不计, 以生产条件居中的城

厢区为例,其稻田常年产米 2. 35 石(高田与中田

之间)。这一产量接近于 1950年和 1951年(详见

下文) , 应属可信。小麦常年亩产 110 斤, 约合

7. 9斗。%小麦与稻米的折算, 以武进县梅港乡的

实例计, 0. 8石小麦折合大米 0. 56石。& 同一资

料又称 四十斤稻折合大米一斗七升!, 以每石重

量为 140斤计算, 100斤稻谷折合大米约 60斤,

即 60%的出米率可得 大米!, 而 65%的出米率所

得则为 糙米!。

与青浦县城厢区 高田!和 中田!相对应的

 花租!租额为糙米 0. 82 石,  板租!为 0. 9 石, (

地租率约为正产量的 35% ∋ 40% ( 中值为

37. 5% ) ,  大小租!年租额约为糙米 1. 3 石, 约为

正产量的 55%。从地租的这一结构看,可以认定

 花租!即田面田主向田底主所交之地租。

如下文所述, 这份调查报告中的产量是战前

的产量,所以,推测租额也是战前的租额。从抗日

战争前至抗日战争后, 这一 名义租额!并没有什

么变化,只是由于根据年成好坏决定增减。 实际

地租!与 名义地租!存在差距。

(二) 奉贤县

奉贤县的租额值得讨论者有以下三条:第一,

活租(花租) :每亩租额一石二斗至一石三斗,实缴

租额按年成决定,以每年实产量的 37. 5%交租。

第二, 板租: 不管年成好坏按规定缴纳,一般是三

斗半到四斗米(此类多系劣等地)。第三, 预租: 业

佃双方议妥后 (无押租和年期)先把头年租额付

好,过年再耕种,一般租额每亩四斗到四斗半。)

奉贤县花租居于板租之前, 由此可以证明花

租较板租更为普遍。奉贤县的板租租额大大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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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斤, 应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参见赵冈 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 年,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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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1数据应为 0. 93 石,然而, 在一份题为#城厢区农民土地收入与支出比较表∃中,在城厢区的 高田!目下,板租额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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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县,是因其土地多系劣等地,而青浦县似乎并

不如是。奉贤县花租的实际租额为正产量的

37. 5%,已经达到国民政府 二五减租!的水平。

不仅如此,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奉贤县的 名义
租额!。在奉贤县,稻米亩产量最高为 2. 2石,一般

可收 1. 5石, 最低亦可收 1. 2石。如以一般产量

计,且认为上文所引 1. 2石 ∋ 1. 3石稻米的租额是
真实的,奉贤县最为普遍的活租(花租)中,  名义地

租率!竟然高达正产量的 83. 3%。这是一个令人

惊骇的数据,不见于其他任何地区。即使不是实收

租额,而是所谓 名义地租!,也是令人不可接受的。
查奉贤、青浦两县新修的地方志, 1949 年 ∋

1952年,奉贤县中稻或晚稻的亩产量分别为169公

斤、213公斤、238公斤、253. 5公斤,青浦县分别为

179公斤、241公斤、243公斤、270公斤。奉贤县的

水稻亩产确实低于青浦县,但是,除了 1950年相差

超过 13% ,其他三年超过的幅度只有 2% ∋ 7%。∀

即使以 10%计,以青浦县为标准,奉贤县的晚稻亩

产可达 2. 25石,即是上文所说之最高亩产。以江

南糙米通行的 65%的出米率计, 2. 25 石米约等于

223公斤稻谷。% 约而计之,可以认为 1石糙米相

当于100公斤稻谷。这一数据介于 1950年和 1951

年的亩产之间,是可信的。另外, 在苏南地区, 1949

年秋粮(水稻)的亩产量, 平均只及战前的 76%。&

以此推算,战前奉贤县的平均水稻亩产应为 223公

斤,与上一估算的数值完全相同,可以视作奉贤县

的常年产量。折成糙米,则为 290斤。即便如此,

将 名义地租!的最高额与此对应,地租率仍然高达
水稻产量的 58%,也是不能接受的。抛开极端的

数据不计,地租率的估计只有在平均产量和平均租

额中的计算中才有意义。

白凯认为:  江苏的减租运动, 作为官方政策,
还算是比较长命,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是一

个夭折的计划。!她还援引盖泽特( Geisert )的观

点:  江苏在新地租法规的设计和修订上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因为几乎没有进行过将改革

付诸实践的尝试而全部化作泡影。! (尽管如此,

政府拟定的正产 37. 5%的地租率仍然对于苏南

一些地区地租率的确定产生了影响。1947 年秋,

奉贤、嘉兴、常熟、吴县等县的地主代表和县长在

他们一年一度的地租会议上都确定了以主要作物

产量的 37. 5%作为地租额。) 由此而观之, 奉贤

县 37. 5%的地租率似乎是在战后才实施的。然

而,如上文,如果以 2. 23石米作为奉贤县的常年

亩产,再以 37. 5%的租率计,每亩租额为 8. 4斗,

与青浦县战前的花租租额相近。这让人们产生联

想, 8斗 ∋ 9斗米的租额,应该就是奉贤县和青浦

县战前的租额。果真如此, 从战前至战后,不仅青

浦县和奉贤县的名义地租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实际地租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正产量 37. 5%

的地租率,其实在战前就已普遍存在了。

(三) 嘉定、松江和上海

据 1950年的调查,嘉定县的长租(即定租)最

高的每亩 100斤米和 100斤麦、200斤草;该文又

称全县上则田亩产为二石稻, 产量低得让人不敢

相信。另外, 100斤糙米折 154斤稻, 加上麦租,

全部的收获物交租可能还不够。∗ 这一数据是不

可相信的。

真实的租额是多少呢, 同一份调查报告称,

 一般的是白米 60斤!。参照下文议及的武进县

的资料,  白米!也称 大米!, 出米率为 60%, 约合

65斤糙米, 或 4. 6 斗糙米。这一租额是相当低

的,其 剥削程度!绝对没有 超过正产量的一半以

上!。同文又称嘉定县有一种预租制,租额只有 5

斗白米,  田也较好, 但贫农一般是种不到这种田

的!。此语言过其实, 因为 60 斤白米仅仅折合

4. 4斗,尚不足 5斗,而且是 一般!的情况。由于

缺乏资料,不知嘉定县的这一极低的租额,是否也

曹树基: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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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县志∃卷九#农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352∋ 353 页;#青浦县志∃第八篇 农业篇!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0 年, 第 207 页。

2. 25 石糙米= ( 225/ 0. 65) * 1. 29/ 2= 223 公斤稻谷。

#苏南全区历年粮棉栽培面积及产量指数表∃,见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806 页。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640 ∋ 1950)∃ ,第 258 ∋ 259页。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640 ∋ 1950)∃ ,第 313 页。
#嘉定县农村经济情况∃ ,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 , 第 80 ∋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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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前的租额?

在松江县, 土改调查员称,松江县有一种名叫

 虚租田!的, 租额以米 1. 1 石、2 斗为最多, 占

60% ∋ 70%, 1. 3石、4斗的占 10% ∋ 20% , 1石以
下的占 10%。此种田租额折扣较大, 有五成七交

的,也有六成交租的。其租额在 6 斗、7 斗和 8

斗。比较而言,  实租田!的租率反而较高,每亩租
米一般为一石, 交租时可打九五折,即 9. 5斗。只

不过,此种田在出租田中只占 8%。∀

#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地租情况∃一文认定

金山、松江、南汇、嘉定、青浦等五县的稻租分别为

8斗米、1. 1石米、1石米、8斗米和 9斗米,而所认

定的稻谷正产量分别为 1. 8石米、2 石米、1. 5石

米、1. 5 石米和 1. 8 石米, 地租率分别为 44%、

55%、66%、53%和 50%。% 据上述可知, 这一系

列数据中,几乎所有的稻米产量都是低估的, 而地

租额却有高夸。或许有人说, 1949年的亩产确实

不高。其实, 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能成立, 因为

1948年的佃户本来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租额交租。

由此可知,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松江地区的

地租率不高。各县的地租率约为正产的 37. 5%。

1950年调查中的错误,主要是对亩产量估计过低

所致。在实际生活中, 因自然灾害导致产量下降

时,佃农通常会以一个更低的折扣交租。名义地

租和实际地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四、苏州地区 田面田!的租额

(一) 常熟县

民国时期的文献中, 有关于常熟县五个村庄

的调查。关于水稻亩产量, 五个村庄分别为 2. 2

石、3石、2石、2石和 2石, 关于普通租额, 有四个

村为 9斗,产量最高的高英乡赵巷村仅收 8斗,租

率只有 26. 7%。租率如此之低, 据调查员称, 是

因为缴纳押租之故。是不是调查员将押租与田面

田混为一谈了呢? 并非如此。该调查指出:  这村

的情形与上塘无甚差异,佃农享有地面使用权, 其

实,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地面权以现金购得, 其

价较地底为高。! &常熟全境大都是 地面权!, 赵

巷村的押租究竟作怎样的理解, 就成为一个问题。

还有一段记载,来自调查员的#调查日记∃, 系

调查员听当地报社记者所云:

大都一亩稻田,须缴糙米六斗至七斗, 再

加三成脚米(下糙米)作管账先生的手续费,

若以六斗计算, 加三成, 共须七斗八升, 而每

亩的全收获, 也不过二石多。麦田一亩,还两

斗,虽不加成,但在应还麦时而不还, 以后就

要以米代替。(

调查员调查所得普通租额要比当地报社记者

所云为高,而亩产却又普遍较报社记者所云为低。

以这位报社记者所云为依据, 正产地租率约占正

产量的 37. 5%左右。不过, 当地作为春花作物的

小麦是另外要收地租的。

1950年关于常熟县产量的计算, 与其他县不

同,它是 除去戽水、种籽、肥料等代价之劳动所

得!。) 根据对该县塘桥长寿乡的调查,用机器抽

水的费用需稻 75斤,种籽 7斤, 肥料需稻 75斤。

由于各地种稻均需种籽,且量小可忽略不计,机器

抽水及肥料两项合计需要花费 150 斤稻。据表

2, 常熟县的水稻亩产可达 2. 5石,如果加上被扣

除的戽水费和肥料费, 再按 140斤等于 1石的标

准计算,折合糙米 97. 5斤, 约等于 0. 7石。如此,

常熟县的稻米亩产可能高达 3. 2石。这一数值高

得离谱,令读者心生疑窦。

在新修的#常熟市志∃中,有记载称,民国八年

( 1919 年 ) 全县 产稻 谷 5 586 058 石, 产 麦

1 041 868 石, 合计 6 627 926 石。约合原粮总产

35 135. 5 万公斤。∗ 折算的结果, 每石约合 106

斤。由此可见,常熟的 石!偏小,基本上是以百斤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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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县农村租佃、借贷、生产情况调查∃ ,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 第 205∋ 207 页。
#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地租情况∃ ,见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 第 509 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第 57 ∋ 60、82 ∋ 83 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 第 79 页。
#常熟县农村经济概况∃ ,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 , 第 56 页。
#常熟市志∃第四编 农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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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作为标准的。以此计算, 戽水费和肥料费共

花去 1. 4石稻谷, 折合糙米 0. 9石。合计战前水

稻亩产最高为糙米 3. 4石,约合稻谷 554斤。在

常熟县所调查的三个乡中,塘桥区塘桥乡产量最

高,而这一机器抽水及肥料标准又是塘桥乡的,故

可推测这一数据本身没有问题, 代表的是常熟县

的最高水平。高水平的抽水和施肥, 可以带来高

产量,是合乎逻辑的。

按塘桥乡的产量计算,戽水与肥料两项费用

占全部产出的 26. 5%,虽说偏高, 但仍可以理解。

作为对照,在奉贤县,每亩稻田的戽水费用只值 3

斗米, 有些地方, 也有将戽水费定为 2 斗 ∋ 3 斗
的,平均以 3 斗计, 加上肥料值米 2 斗, 合计 5

斗, ∀约占总产量的 20% ∋ 23%。与常熟县塘桥

乡的水平相差不多。奉贤县的 5斗约合常熟县的

6斗, 如是,常熟县战前与战中的实际亩产见表 2。

表 2 抗日战争前后常熟县的粮食亩产及租额

(单位:糙米/石)

地区 梅李区塘堰乡 大义区大义乡 塘桥区塘桥乡

战前 原书 修正 原书 修正 原书 修正

亩产 2∋ 2. 5 2. 6∋ 3. 1 2 ∋ 2. 5 2. 6∋ 3. 1 2. 5 3. 4

租额 1. 2 1. 2 1. 1 1. 1 0. 8+ 0. 2 0. 94

百分比( % ) 48 ∋ 60 39∋ 46 45∋ 55 35∋ 42 40 27

战中 原书 修正 原书 修正 原书 修正

亩产 2 2. 6 2 2. 6 2. 5 3. 4

租额 0. 5 ∋ 1. 2 0. 5∋ 1. 2 0. 6 ∋ 0. 75 0. 6∋ 0. 75 0. 8+ 0. 2 0. 94

百分比( % ) 25 ∋ 60 19∋ 46 30 ∋ 37. 5 23∋ 29 40 27

资料来源: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 , 第 56 页。修正额见上文。
说明:依上文之论述, 原表中的 米八斗麦二斗!修正为 0. 94石。

常熟县一般地区的较高产量如以产米 3. 1石

计,折合稻谷约 500斤。据新修#常熟市志∃记载,
1952年,常熟县的单季晚稻产量为 250 公斤, 即

500斤。根据同书记载, 可知大约在 1952 年, 常

熟县粮食产量大抵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如

此,将表 2中梅李区和大义区的产量数据当作常

熟县的一般水平是合适的。

#常熟市志∃第四编 农业!称抗战期间,粮食

产量急剧下降, 关于这一点, 在表 2 中也有所反

映。值得注意的是, 梅李区和大义区的产量下降,

而塘桥区则保持不变。与此相应, 梅李区和大义

区的地租额也急剧下降, 塘桥区则保持不变。该

书又称, 抗战胜利后, 产量仍未恢复到战前的水

平。而如上文所述到, 1952 年 ∋ 1953年, 常熟县

的粮食产量才接近或达到战前的水平。由此看

来,至少在常熟,抗日战争中及抗日战争后地租租

额的下降,除了农民抗租的因素,也与产量的下降

有关。据表 2, 常熟县抗日战争前的地租率约为

37. 5% ,其中梅李区地租率高于此值,塘桥区地租

率低于此值。

(二) 吴县

一份关于吴县保安乡的调查称, 管业田(即田

面田)的一般租额是 1石 ∋ 1. 08石,在地主规定

的期限内交租者可实交七成至八成。抗战以来管

业田实缴租额一般减至 0. 5石。底面田租额一般

为 1. 2石。%

如果吴县的田面田租户在地主规定的期限内

可以按 70% ∋ 80%的租额交租, 那么, 他们要交

的租米是 0. 7 石 ∋ 0. 8石, 而不是 0. 5石。由此

可见,在吴县,战前田面田佃户的实交地租已经是

一个打折的额。战争中实交地租更低, 低至 0. 5

石。同一资料还表明, 大约从 1942 年开始, 当地

农民抗租,管业田的佃户基本不交租,  有些农民

曹树基: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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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保安乡农村情况调查∃ ,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 ,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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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把管业田视为自己的产业了!。

一份有关吴县全县租佃情况的调查表明称:

以前的租额极重,逊清减赋后,租额方稍

减了些, 原为 1. 4石者减为 1. 18石, 1. 2石

者减为 1. 08 石, 以此类推。大革命后, 实行

二五减租, 实交租额一般是五斗至七斗半。∀

白凯及其他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大革命

后,苏南地区的 二五减租!仅停留在制度设计的

层面,而未进入实施。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

委员会却称:  大革命后,实行二五减租。!这一悬

案留待下文讨论。

(三) 昆山县和太仓县

一份来自昆山县太平乡的报告称,  底面田!

即田底、田面权全归业主所有的田, 租额一般是 1

石米。 管业田!即 田面田!, 租额一般为 8斗 ∋ 9

斗。按照通常的比例, 田面田与田底田之间地租

的差额应当有 3斗米, 昆山县 田面田!的地租额

相对值偏高。

就地租的绝对值而言, 昆山县 底面田!租
额不仅比吴县低, 也比苏南其他县份都要低,

 田面田!的租额也较苏南地区的 八米二麦!略

低。不仅如此, 在昆山县, 即使那种常被人认为

剥削率很重的 分租田! , 分成的比率也是不高
的。业佃双方按比例分配当年的实产量, 有三

七分租 ( 业三佃七 ) 和对成分租 (业五佃五 )

两种。%

太仓县的调查报告所说租额相当混乱。在

 预租!条下, 预租额是六斗米, 占总产量的

40%, 合计总产一石五斗。在 双租!条下, 租米

额高达一石三斗四升。& 尽管业主同时拥有田

底与田面, 但租额高达正产量的 89. 3% , 非常

荒诞。

总之,在苏州地区,常熟和吴县的地租率大约

为正产的 37. 5% , 昆山的地租可能更低。根据

1950年的调查, 昆山县是地主最多的县份, 也是

大地主最多的县份, 然其普通地租中的 名义地

租!却是最低的。

五、常州地区 田面田!的租额

(一) 江阴县

江阴县的粮食亩产及地租额见表 3。

表 3 江阴县粮食作物亩产量及地租额

单位: 米/石

地区 作物
正

产量

租额

最高 % 一般 % 最低 %

澄西区
米 1. 0 0. 8 80 0. 6 60 0. 6 60

麦 0. 7 0. 4 57 0. 4 57 0. 3 43

要塞区

蒲桥乡

米 1. 0 0. 6 60 0. 6 60 0. 3 30

麦 0. 9 0. 5 56 0. 3 33 0. 2 22

花山区

夏港区

米 1. 5 0. 8 53 0. 6 40 0. 4 27

麦 0. 7 0. 4 57 0. 3 43 0. 2 29

晨阳区
米 1. 5 1. 2 44 0. 9 33 0. 4 15

麦 1. 2

周庄区
米 2. 5 1. 6 50 1. 2 36 0. 8 31

麦 0. 7

资料来源:#江阴农村经济概况∃ ,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
地改革委员会编: #江苏省农村调查∃ ,第 32 页。

原表注:晨阳区租额最低的土地,佃户有田面权;晨阳

区租额栏之实物系元麦, 不另收米,周庄区系米, 不另收麦。

从表 3中的数据看, 江阴县水稻产量是出奇

的低。除周庄区外,亩产稻米只有 1石 ∋ 1. 5石。

在同一份调查报告中, 另有一份题为#晨阳、周庄

两区稻、麦产量比较表∃, 晨阳区水稻亩产米最高

为 300斤,一般为 200斤,最低为 100斤。折成石

斗,则分别为 2. 4 石、1. 6石和 0. 8 石, 其中值与

表 3中的数据接近。周庄区的亩产大米分别为

450斤、300斤和 250斤, 折为 3. 5石、2. 4石和 2

石,其中值也与表 3中的数据相似。

报告称晨阳区是江阴县沙田区的代表, 而周

庄区则是江阴县漕田区的代表。在江阴县, 漕田

共有 937 465. 6亩, 沙田只有 186 505. 2亩。漕田

占沙田总量的 83. 4%, 是江阴县的主要稻田形

态。将晨阳区、周庄区稻米最高产量和一般产量

的平均值, 分别乘以面积的权重后相加, 所得为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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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 ,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江苏省农村调查∃ , 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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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斤。1952年,江阴县亩产稻谷 261公斤, ∀折

合糙米 340斤。由此可知, 上引调查报告所述江

阴县的稻米亩产是准确的。这也证明, 1952年的

水稻亩产可以代表江阴的常年亩产量。

晨阳区为沙田区, 水稻产量低, 但适宜种麦,

晨阳区麦的产量最高为 200斤,一般为 170斤,而

周庄区麦的产量最高只有 120 斤, 一般只有 90

斤,最低只有 50斤。合而计之, 晨阳区的粮食亩

产虽较漕田区为低, 但差距不大。

表 3的最高租额是与各自的最高产量相对应

的,也就是说,在晨阳区, 亩产 2. 4石米的田, 才可

能收取 1. 2石的地租;而在周庄区,亩收 1. 6石地

租的田亩一定是产米 3. 5石的高产田。

即使将表 3 中的 一般!产量当作平年的收

成,在周庄区, 亩收 1. 2 石稻米约占稻总产量的

48% ,占稻麦总产量的 41% ;在晨阳区, 租额占稻

麦总产量的 33. 3%。表注说明晨阳区租额最低

的田亩,佃户有永佃权,意即其他田亩佃户没有永

佃权,这也是江阴县的地租率较一般地区为高的

原因。至于江阴县的沙田区地租率较漕田区为

低,完全可能是计算上的误差所致。也就是说,在

江阴县, 丰年出现的频率要高于平年, 按丰年计

算,每亩 1. 2石的租额并不很高。在有田面权的

晨阳区,依同样方法计算,地租率仅 18%。

总之,在江阴, 即使是没有田面权的田地, 地

租率也不是很高,不足正产量的 50%。由于资料

限制,我们尚不清楚这一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但从水稻产量的代表性而言, 可以认定这就是战

前的地租率。

(二) 无锡县

无锡县东北部的出租田地多数为 灰肥田!,

即 田面田!。 田面田!的租额在战前均为 1石糙

米,田底、田面全属地主的称为 借田!, 借田的租

额与 田面田!相同。%  借田!租额何以与 灰肥

田!相同,令人不解。另一份调查报告称,在无锡

县云林乡, 借田的租额一般为米 1 石 2 斗, & 较

 灰肥田!租额为高。两份报告并不一致。

据前一文献,从民国初年至抗战,无锡县 田面

田!的这一租额一直保持不变。按照上文的讨论,

此即 八米二麦!的格局,是苏南农村最有代表性的

地租额。有意思的是,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租额也只

是 名义租额!,如遇荒年可以少交一二成。依此推

测,遇荒年时, 不仅 田面田!可以少交一二成,  借

田!也可以少交一二成。所以, #无锡县农村经济概

况∃的作者才会将 借田!的租额也当作 八米二麦!。

实际上,在无锡县的梅村区,战前 田面田!的

租额要比 八米二麦!还要低一些:

在薛典六保, 战前每亩租额糙米 7 斗 5

升(稻 150斤) , (麦 2 斗。抗战后,因江南抗

日纵队来了, 地主有的逃了,在农民抗租运动

的影响下, 每亩缴稻 120 ∋ 130 斤, 麦 2斗。

胜利后( 1947年)每亩缴稻 100 ∋ 110斤,麦 2

斗。1948年,每亩缴稻 81 ∋ 90斤, 麦 2斗。)

在该材料所引五个保中,战前的米麦租额虽

略少于 八米二麦!,却最接近此值,尽管民国时期

有调查称,  每亩租额米以五斗为最少, 八斗为最

高,麦则均还二斗!, ∗但还是可以将各保的租额

视作真实的。抗战中和抗战后,稻米租额一直下

降,而麦租基本不动。由于小麦的种植面积不大,

可暂时忽略不作讨论。

抗战中,薛典六保、墙门十五保的稻米租额下

降了 16. 7%,墙门一保下降了 26. 7%,梅村三保基

本不动。总的下降水平应为 17%。根据新修#无

锡县志∃, 1932年全县水稻产量 13. 5 万吨,小麦 3

万吨, 1939年降至水稻 7. 73 万吨, 小麦 2. 25 万

吨。+ 降幅分别为 42. 7%和 25%。1941 年无锡

县粮食总产略有回升, 总数为 11. 5万吨,较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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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 1932年,仍减少了 30%。可见抗战中的稻

米租额下降幅度不及水稻产量下降幅度。

抗战后的 1947年, 薛典六保、墙门一保的稻

米租额, 较之战前的 1932 年下降了 26. 7% ∋
30% ,墙门十五保下降的幅度最大,多达 37. 3%,

而梅村三保的租额也开始下降, 下降的幅度为

22. 2%。按照上引新修#无锡县志∃的记载, 1947
年全县粮食总产为 14. 6万吨, 其中稻谷 12. 2万

吨,小麦 1. 9万吨,较之 1932年,仍减少 9. 6%和

36. 6%,平均减少 11. 5%。租额的下降幅度超过

水稻的减产幅度。

在无锡县, 云林乡的情况比较特殊。该乡战

前与战中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 只是战争中稻米

产量下降,小麦产量上升。至 1948年, 水稻和小

麦的产量均下降。然而, 云林乡 1943年实际地租

已经降至 4斗 ∋ 5 斗米, 战后则降至 2斗 ∋ 3 斗

米,有的一粒也收不到。由此可见,无锡县各乡的

差异是相当大的。调查员总结无锡全县的情况时

说:  抗战期间, 灰肥田租额,一般为 5斗至 8斗,

农民已有拖欠不交者。! ∀应该是切中实际的。所

以在无锡县张村区, 因战后的实际租额已经降至

2斗 ∋ 3斗,群众遂有 租田为自产!之说。%

梅村和薛典皆处于无锡城区之东,属于城郊

地区。按照上引文献,无锡东北部地区,以田面田

居多,而在西南地区,则以普通租田为多。梅村和

薛典应当属于田面田分布的地区。以 500斤亩产

计算,这一地区的地租率约为正产的 30%。

(三) 武进县

#武进县农村经济调查∃一文列有三个乡的调

查资料, 租额一般占产量的 40% ∋ 50%。& 其中

未有对 田面田!租额的说明。另一份报告也没有

涉及  田面田!及其租额问题。报告称:  去年
( 1948年)收获量因发生白梢而减少正常收获量

的四分之一,故一般每亩产大米 1. 5石,小麦 8斗

(折合大米约 0. 56石)。!又称:  四十斤稻折合大

米一斗七升。! (以此比率换算, 235斤稻谷折合 1

石大米,亩产 2石大米,折合稻谷 470斤。据新修

#武进市志∃, 1949年 ∋ 1952年武进县的水稻亩产

分别为 400斤、428斤、449斤、520斤, )正常水稻

亩产介于 1951 年 ∋ 1952 年之间, 应是合理的。

另外,在 1951年 ∋ 1952年,小麦亩产约为 130斤,

折合 9. 2斗,可见战后农作物产量的下降是全面

的,只是小麦产量减少的幅度相对较小。#武进县

农村经济概况∃对于全县的主要农作物产量有一个

调查,称水稻每亩平均产量为 400斤 ∋ 450斤, 小

麦产量每亩为 100斤 ∋ 150斤。在城郊肥料较多
的地方,水稻亩产可以高达 550斤。∗ 与上文估计

相比,数据基本吻合。

在武进县的同一份调查中, 茶山、政成、湖港

三乡的每亩租额一般是白米 1. 2石。与上引武进

县梅港乡的调查联系起来看, 可知武进县的 白

米!即是 大米!。如果这一租额为真, 则占粮食

(水稻和小麦)平均亩产的 45. 5%。这一租额偏

高,可能是非 田面田!之租额。另外,武进县的租

额是以稻麦总产量为基数的,而在其他地区,多是

以正产作为租额计算的基础。

总之,在常州地区, 由于 田面田!的数量较

少,普通租田的数量较多,因此当地的租额要比松

江及苏州地区为高,通常占正产总产量的 50%左

右。在当地存在 田面田!的地区, 地租率只有
30%左右,与松江、苏州同类地区的租额相近。

六、讨 论

至此,本文已经证明,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数

据不实,松江部分地区 田底!业主的收租率约为

正产的 37. 5%。在苏州地区,  田底!业主的正产
收租率约为正产的 37. 5%, 此外, 副产也有相近

的收租率。苏州地区的地租率明显较松江为高。

在常州地区,  田底!业主的收租率只有 30%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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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田面田!少, 普通租田多,整个地区的地租水平

并不因此而低。由此而推测, 苏南地区不同性质

的土地存在一个与浙江相似的地租结构,尽管不

是那样整齐划一,但 田底田!、 田面田!和普通租
田不同的地租率, 仍然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

级差地租之体系。

根据浙江的情况,笔者曾经认为, 在拥有两个

土地所有者的地权结构中,欲实行 二五减租!,是

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就是说,欲将地租的总体水

平降至正产的37. 5%,就不仅要将 田底!业主的收

租率降至 30%以下,甚至 20%左右, 还要将 田面!
业主的收租率降至 17. 5%以下。由于受到田面价

值的制约,欲将田面地租降至如此低的水平, 就会

扭曲土地市场的价格。而在实际上, 从战前到战

后,苏南土地市场上 田面!的价格并没有降低,却

有升高的趋向。准确地说,抗日战争前,苏南地区

 田底!价格超过 田面!,或者价格相当,战后 田

底!价格一度飙升,尔后 田面!价格逐步上升,超过
 田底!。∀ 比较卜凯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

委员会的矛盾叙述,卜氏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

松江地区  田底! 主所收地租为正产的
37. 5%,已是不争的事实。 田面!主意欲转租,租

额以 3斗计, 租率约为正产的 13%, 合计大小租

率刚刚超过 50% ,这也是松江地区乃至苏南地区

普通租田地租率的一般水平。当 田底!价格超过
 田面!时,  田底!的地租率超过 田面!是可以接

受的;当 田面!价格超过 田底!时,  田底!的地租

率超过 田面!则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不过,  田
底!的地租中包含田主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战前正

赋已从正产量的 6% ∋ 9%升至 7% ∋ 17%, 战后

依然,且各种庞杂的捐税和附加税往往等于或者

超过田赋之正赋。% 这样, 在除去 3斗 ∋ 4斗米的
田赋及其附加税之后,  田底!主的纯收入与 田

面!主相比,已经不占优势。何况,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对于 田底!主的减租斗争还在持续不

断地进行,  田底!主的获利空间进一步压缩。与
浙江相比,共产党领导的减租运动,是以不断压缩

 田底!主的获利空间为手段的。这既可以解释田

面价格的不断上涨, 也可以解释在卜凯与华东军

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矛盾叙述中, 华东军

政委员会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也是有道理的。

至此,对于苏南地区地租结构的讨论可以告

一段落。基本的结论如下: 与浙江相比,苏南地区

同样存在太平天国战后农民因垦荒而取得的 田

面权!, 也同样存在农民因抵押或出售土地丧失田
底而保留的 田面权!。通过这些方式所获 田面

田!,即是洪瑞坚针对浙江情形所称 公认的田面

田!,亦即本文定义的 田面田!。抗日战争前,  田

底!的地租率为正产的 37. 5%, 田赋与附加的增
加,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减租运动, 进一步压缩 田

底!主的获利空间,由此而导致 田底!价格的一路

走低。笔者先前推论, 江苏省的 二五减租!始终
停留在制度设计而从未进入实际运作,即与 田面

田!的存在有关。当然, 这只是针对国民政府而

言,如果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采取消灭地主或消

灭 田底!业主的政策与方针, 减租仍然可以达到
预定的目标。

最后有一点需要提及,由于战争的影响和水

稻病虫害猖獗,抗战期间和抗战以后,苏南的水稻

亩产普遍低于战前。直到 1951 年 ∋ 1952 年, 才

达到战前的水平。根据调查, 1949年, 苏南地区

粮食作物亩产只及战前的 75% ,如果回溯至 1947

年 ∋ 1948年,以水稻计算, 产量下降的幅度还要
大。苏南地区以产定租的传统由来已久, 对于 田

面田!的佃户而言,更是如此。因此, 简单地认为

抗战中和抗战后实交地租率的降低仅仅是农民抗

租的结果,并不正确。

以 70%的收成计算,拥有田面权的佃户亩交

稻米 6斗,符合当地的交租传统,与抗租无关。只

有在那些政治色彩较浓, 共产党活动较多的地区

所出现的极低的地租率, 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同样,在粮食产量不断降低的情况下,苏南地区的

田底价格不断下降,也可以看作是减租、战争与自

然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 王丰年)

曹树基: 苏南地区 田面田!的性质

∀

%
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 ,第 515 ∋ 516 页。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640 ∋ 1950)∃ ,第 3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