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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耕种与 田面权 之争
   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

孙 ! 琦,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40)

! ! 摘 ! 要: 本文利用嘉善县一批抗战胜利后的租佃纠纷档案,分析了 田面权 分化的

具体过程。 田面权 的产生让土地耕种者看到了获得土地产权的希望,大大加快了土地

的分化过程。然而,对于不同的 田面权 所有者来说, 田面权 的确定却有不一样的意

义。不管是哪一类 田面权 所有者,其权利的实现都受到土地耕种者的牵制,这是因为

田面权 通过土地耕种而得来,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 田面权 的这种特性也大大增

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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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 一田二主 为特征的 永佃制 在江南

地区十分普遍,对于这一现象, 学术界的相关

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有关 田面权 性质的讨论

即是一个焦点。杨国桢指出, 田面权 是在永

佃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

户自由转让,是区分 一田二主 和永佃权的根

本标志。[ 1] 96- 102黄宗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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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103

本文第二作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上述表述进

一步归纳为以下图式:

永佃权    相对的田面权    田面权[ 3]

永佃权 指的是拥有较长的租期,却不可

转让佃权的租佃方式; 相对的田面权 指的是

拥有较长的租期,可以转让佃权,却因欠租或

其他原因可以撤佃的租佃方式;而 田面权 亦

称 公认的田面权 ,不仅在租期及佃权转让方

面与 相对的田面权 相同,而且还具有即便欠

租也不可以撤佃的特征。也就是说,在 一田

二主 的地权结构中, 公认的田面田 的分化

形态最为彻底。

然而, 此前几乎所有的相关讨论,都集中

于 田面权 人(包括相对的田面权人和公认的

田面权人)的法律属性和社会属性上。即便是

上引本文第二作者的研究, 虽较前人有所进

步,但也只是讨论了土地产权从永佃至相对的

田面再至公认的田面的分化之事实,却未见其

对 田面田 的分化过程加以探讨 (日本学者寺

田浩明在相关研究中涉及了田面田分化的某

些具体过程,他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田面田主和

田底田主授予 一田二主 耕作模式以正当性

的具体途径,其研究的着眼点在说明田底田面

的法律属性上,并未对田面田分化过程进行具

体的区分。见寺田浩明: ∀田面田底惯例的法
律性    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主#, 杨一凡总主

编,本卷主编寺田浩明: ∀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

编第四卷,明清卷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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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 344- 422 页)。江南土地产权的分

化过程仍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

这是因为, 实际的租佃市场并非静止不

动。在一个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

租佃市场上, 田面权 的分化过程极为复杂。

对于产权尚未分化的土地所有者来说, 田面

权 的出现似乎使他们拥有了更为灵活处理土

地产权的可能,例如,他们可以在保留田底的

同时,出租或出售田面。然而, 当他们脱离与

土地的耕种关系,将土地出租时,新的耕种者

就可能成为其 田面权 的侵蚀力量。而对于

那些只拥有 田面权 的所有者来说,他们虽然

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 田底 业主的束缚,但由

于它的产权价值必须通过耕种才能实现,并依

靠耕种行为来做保障,故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正常耕种时, 田底 业主仍然有可能对他

的 田面权 构成威胁。因此,仅从法理上讨论

一田二主 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本文主要采用嘉善县档案馆所藏抗战胜

利后的租佃纠纷档案,厘清土地耕作与土地产

权的关系,藉以展示 田面权 的分化过程,并

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二、从 久佃 到 永佃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田面权的产

生,其途径不外乎农民通过垦荒取得田面权;

农民出卖田底,保留田面权;由于长期使用,习

惯形成田面权;以预交押金的方式,取得田面

权等。一般的看法是, 田底 与 田面 作为两

个互相独立的产权可以分属不同的个体。 田

底权 业主占有土地但无权干涉土地的使用情

况, 田面权 业主则可以独立租赁、转让或者

出售该 田面 。

因长期使用而习惯形成的田面权,在杨国

桢看来,大抵属于这种形态:农民长期 守耕 ,

其永佃权得到地主的认定;这种 守耕 , 往往

又是 霸耕 。[ 1] 96为了保证地租来源的稳定,地

主一般不允许佃农将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

不过,佃农以各种形式 私相授受 , 地主也逐

渐认可了这种既成事实, 最终产生了 田面

权 。[ 1 ] 100很显然,相较于 永佃权 而言, 田面

权 无疑更具吸引力。

在嘉善县现存的 1945~ 1949 年国民政府

法院档案中,有一批租佃纠纷档案,共有 20 多

个卷宗, 其中的案例显示,企图通过长期 守

耕 、霸耕 的方式而获得 永佃权 或 田面

权 ,过程漫长且曲折。

案例 1: 声请人许锦才, 对造人陈阿

发,时间: 1947年。∃

声请人祖遗水田十六亩座落治下车

站北首,向为自行耕种,讵于二十六年间,

突遭敌寇侵略 %%不得已暂放对造人租
种,当时言明如胜利开始,当即收回自耕,

幸前岁国土重光,向其要求再次拖延, 最

后挽人讨种, 一年为期, 决定三十六年度

交还等语,惟声请人原冀息事为本,从其

所愿, 不图本年叠次催促其履行诺言, 反

以春耕为辞, 似此得寸进尺,长此永不了

期,使声请人如何忍受, 为此不得已状请

%%谕令返还水田十六亩。&

在案例 1 中, 声请人 许锦才自称争讼之

田系祖上遗下之 底 、面 完整的产权。拥有

土地完全产权的业主,有充足的理由收回自己

的产业。问题是 霸佃 的佃农,之所以敢无视

业主的要求,占地不还,其原因就在于,他耕种

这 16亩水田,历时已有 8年。结合本文所揭其

他案例分析,在民国时期的嘉善,有 久佃成永

佃 的惯习,战争的结束破坏了佃农陈阿发的

计划,由此而导致纠纷的产生。

案例 2:原告张庭华,被告姚金生, 时

间: 1947年。

缘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间挽中

租种原告佃种本邑永七区北润圩水田八

亩,约定三年为期,当付押租米三石,现届

期满,向其取赎,拒绝不允,曾经声请钧院

调解, 亦无效果, 为此万不得已状请钧院

恃案审理,判令照约返还,并负担一切诉

讼费。&

与案例 1 不同的是,案例 2中原告自己并

非田底的拥有者,而是一个田面权人。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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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敢在佃耕 3年后,霸佃不还,就在于他在租

佃时,交纳了三石租米作为押租。案例 1 中的

原告是向被告 讨种 ,而案例 2的原告却是向

被告 取赎 。 取赎 的难度高于 讨种 ,这可

能就是只有 3 年佃期的佃农也敢于霸佃的

理由。

再看案例 3。案例 3 与案例 1 颇为相似,

争讼之田也是底面俱全的业田。与案 1不同的

是,即佃耕者不仅 久佃成永佃 ,而且采取了

进一步的行动,将佃耕土地转佃他人, 企图成

为事实上的田面权人。

案例 3:原告朱祥龄, 被告项尚贤、项

善根,关系人鲍松泉,时间: 1946年。

原告祖遗坐落本县四南区西旺圩水

田十四亩四分,曾于民国二十二年间由被

告项尚贤名义出面租赁,当时定有期间为

五年,即二十六年度为届满。孰知二十六

年间正拟收回自耕,突遭战事停顿, 迨至

胜利以后, 被告等兄弟之间公然勾串一

气,擅将是项土地全部转租于关系人鲍松

泉耕种图利, 同时收得押租糙更 (粳) 七

石,私自朋比化用,故原告骤闻惊骇,一再

交涉,虽关系人感觉明知错误,曾挽人在

三十六年二月间直接向原告订立租赁契

约,事实上已与被告间无关系之可言,何

奈该被告等不仅贪而无厌, 且抑罔顾法

纪,频频妄加干预,侵害租赁,显有阻挠原

告权利上行使, 似此情形尤难容忍, 核其

所为,实背土地法第一百零八条及第一百

十四条第二项之明文已无疑。故请求被

告等终止租赁契约,排除侵害。∋

被告在佃期期满之时并未退佃,是因为战

争中止了正常的解约行程。5 年租约加上 8年

战争,本案被告实际耕作本案水田时间长达 13

年。佃耕时间如此之长,使得本案被告敢将佃

田转租他人。这一案例让我们猜测,在民国时

期的嘉善,可能存在耕种时间长达 10年以上即

可获得 永佃 的俗例。只不过,本案被告似乎

忘记了, 永佃 并非 田面 , 从 永佃 至 田

面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其结果是,本案被告

败诉,原告产权得到了维护。

对于产权并不完整的业主来说,如果面临

类似的纠纷,其胜诉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只是

因为至抗战之前,对于各种类型产权进行保护

的法律,大体具备。案例 4即是一例。

案例 4:原告裘阿大,被告罗阿炳, 时

间: 1946年。

原告将祖遗有地上权之租田十二亩

让与堂兄裘善行 %%其不善耕作,转让被

告罗阿炳,限期四年,凭中立有字据,并载

明顶价三百元 %%民国三十四年,期限已

届,因堂兄已故,由原告备价取赎,而被告

要求留种一年,原告亦许之。时至今春,

理应归还, 竟恃强霸种 %%钧院传集调
解,又无理要求赎价 %%恳请法院依法裁
决,使赎回田亩,以利春耕。&

原告裘阿大实际上是以自己拥有 田面

权 的名义要求赎回自种的,被告辩诉中却认

为裘善行的土地决不可能是原告让与的,因此

以必须证明被告是否拥有 地上之权 为由要

求驳回原诉。经审讯得知,原来在裘姓之外,

钱顾两业主才是该田 田面权 的拥有者,只是

该田一直由裘家人耕种, 裘善行的父亲种过

后,裘善行种,裘善行种过后裘阿大的父亲种,

裘阿大的父亲种过后,裘阿大种 。& 原告虽然

没有 田面权 ,但却通过长期耕种的方式获得

了 永佃权 ,这一权利得到了法院和业主的认

可。因此,在警告原告今后 不得未经业主同

意私自将田转让 的情况下,法院支持了原告

将田赎回自种的要求。

在这个案例中,裘家自认为有了 地上之

权 ,即 田面权 。事实却并不如此, 因为, 再

长期租种也不等于 田面权 本身之获得。当

然,本案的关键不在于原告是拥有 永佃权 还

是 田面权 ,而在于被告的拖欠行为本身。裘

善行的去世给被告罗阿炳以可乘之机,他利用

该田 田面权 所有者的不确定性,在佃期已满

的情况下试图继续耕种。如果业主未能及时

追讨,长此以往,他就可能获得该田的永佃权。

在几个转佃者本身还没有获得 田面权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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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新来的承租人却想通过霸种来获得永

佃,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 久佃成永佃 的事实

或可能性。

三、永佃 侵蚀 田面

案例 4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永佃的

时间越长,其转让佃权的可能性越大, 永佃权

也就越接近于田面权。于是,我们就能理解,

各种霸佃行为的动力,其实都暗含着他们对于

田面权 的渴望。倘若足够幸运,业主未予追

究,佃户就可能因此而获得 田面权 。

案例 5:原告江明昌, 被告王林鸿、颜

义堂,时间: 1947年。

原告所有坐落嘉善九南区结字圩底

面水田十七亩,于民国十年二月间立约租

于被告颜义堂耕种,定期五年,到期后仍

以不定期限租赁,继续耕种,本年一月有

被告王林鸿之子王阿漠未征原告同意,私

自雇工开耕 %%王阿漠供称该田亩是向
被告颜义堂以四十三石米顶来的,立有契

据%%请求确认该项顶田契约无效,与被

告颜义堂终止租约,返还系争水田, 责令

被告负担讼费。(

底面产权均为原告江明昌所有的土地,被

被告颜义堂绝顶与他人,颜义堂无疑是在行使

田面权 业主的权利。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

因为他租种原告土地已有 20余年,事实上已经

获得这 17亩水田的永佃权。如果被告以此为

满足,这一情状或许可以继续维持,然被告进

而将土地转租他人,并收取高额顶金。然而,

久佃 即使能够转化为 永佃 , 却并非获得

田面权 的充分保证。由于原告及时发现并

积极制止这种越权行为的发生,法院最后判决

被告将水田归还原告耕种,诉讼费用由被告平

均分摊。

案例 6:原告钟允若, 被告卓森林,时

间: 1948年。

原告所有座落本县八中区南宙圩底

面水田八亩,向由被告租赁耕种, 在抗战

时积欠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田租二熟, 因

原告避乱在沪,故置不追,该被告认为懦

弱可欺,得寸进尺,竟将该田视为己有,私

自转佃于关系人耕种, 并预收押租米四

石,原告于三十六年冬闻悉之下即向其交

涉收还自种,被告一味延宕,置之不理,窃

思产权之保障全恃法律, 似此情形,原告

若不加闻问, 其田面权将从此消灭,为此

依据修正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

第五条第三项及第五项之规定,具状恳请

钧院迅予传案审理,判令该项田亩交回原

告自行管理耕种,借保产权而维法令。)

1933 年 7 月 23 日公布的∀浙江省二十一
年二五减租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 租佃定有

期限者,依其约定。其未定期限,非有左 (下)

列情事之一时, 业主不得撤佃。其第三项规

定, 业主收回自耕时 ;其第五项: 佃农未经

业主承诺,私行转佃时。[ 4] 6 03很显然,原告收回

佃地的理由,是基于他与被告之间没有约定佃

期,所以他可以自耕或佃农私行转佃为由, 收

回佃地。

然而,原告的这 8 亩水田, 向由被告租赁

耕种 ,这表明被告已经获得了 永佃权 。上

引∀浙江省二十一年二五减租暂行办法#第六
条规定: 有永佃权之佃农,非欠租达二年之总

额时,业主不得撤佃。但当地有特殊习惯者,

从其习惯。依此, 如果不是被告转佃,试图将

永佃 转为 田面 ,原告不可能剥夺被告之佃

权。被告之所以敢于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战

乱,原告无暇顾及出租田亩,被告则企图以既

成事实,迫使原告承认从 永佃 到 田面 的转

移。原告在状词中称 若不加闻问, 田面权将

从此消失 即是此意。

上述两案的被告均属在未获得 田面权

的情况下, 擅自行使 田面权 业主的权利,他

们的企图虽然没有得逞,但却使业主的 田面

权 遭到了不大不小的侵蚀。除此之外,佃户

霸耕不退的行为也牵制了业主 田面权 权益

的实现。这类佃户虽然没有将田私自转让牟

利,但是在业主意欲收回土地的时候,他们多

半采取拖延战术,不愿将田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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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声请人冯佐明,被声请人沈有

福,时间: 1946年。

声请人之父本自耕种为业,讵遭乡间

匪劫,旋迁至城厢居住,不幸家父去岁因

病故世。可怜身后萧条,丧费无着,将向

来自己耕种坐落治下牌楼浜之水田十一

亩急图出售,提前先向对造人通知, 何奈

不肯接受,于是不得已转售他人耕种,并

同时通知对造人同意。不图迄今反以掯

不退田, 种种阻挠,伏查对造人既无永佃

权关系, 又不定有期间,如此妨碍声请人

之权利,不得已提起本件调解。∗

本案中的声请人冯佐明,一边声称这 11亩

水田 向来自己耕种 ,一边又将佃户沈有福列

为 对造人 。推想声请人所谓的自耕,是在佃

出土地以前。从本件档案全宗中可知,被声请

人沈有福是一个本分的佃户,他虽有欠租,但

所欠极少且时间不长 (欠上一年租米两斗五

升)。在业主要将水田出售撤佃的情况下,他

提出了异议,并在没有 永佃权 的情况下拒不

接受调解,仍坚持不退佃。

主张撤佃出售土地的声请人,应当拥有这

块土地的田底与田面。这里的 转售他人耕

种 似乎是田底、田面一并转售。然而,在面对

土地的耕种者时,他却显得很无奈。土地的耕

作者,似乎已经认为自己获得了 永佃权 ,于

是,虽然还不能说田底的出售变得完全不可

能,但至少业主的 田面 权为 永佃 所牵制,

即理论上田面业主能够自由处置自己的 田面

权 ,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受到耕种者的牵制。

更有甚者,业主的土地出租过程有可能逐渐演

变为新的 田面权 的产生过程。

案例 8:原告孙奇僧, 被告陈关祥,关

系人孙全生,时间: 1947 年。

告诉人有祖遗坐落本县现编洪溪镇

第十保内底面自田三亩,由被告人耕种,

因告诉人经商外地,管理不便,复以经济

拮据,乃于去年委托关系人兜售与被告人

受业,经商洽数回,旋即定期定约,讵于农

历年底,忽然反悔做罢, 因是延至本年二

月开始另售与同村孙五毛管业耕种,在定

约之前,复问明被告人并无异议,迨孙五

毛至该田内施工耕种时, 陡遭被告人阻

止,甚至身卧田内,不许施工, 调解无效

%%被告人仍将该田强行耕种,迄今无法

解决, 但查该田在出售之初,因念及被告

人耕种问题,特先向被告人兜售 %%被告
人强行耕种,不可理喻,请求将该田让还,

并赔偿损失。+

原告出租土地的底面原本并未分离,他完

全有权力撤佃出售他人。不过,被告的长期租

种使得原告的撤佃变得不可能。被告认为 是

项租田租种已达百余年,早已取得合法之永佃

权 ,而且自己未曾短少租米,故原告的撤佃请

求毫无理由。可见,被告以自己长时间的耕种

为理由,声明获得 永佃权 , 这一观点获得了

法院的认可。

案例 5和案例 6的相似之处在于有永佃权

的佃农,如果想进一步攫取田面权, 就有可能

不仅得不到田面权,反而失去永佃权。案例 7

和案例 8 则表明,只要固守永佃权,且不欠租,

撤佃就会变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告

的 田面权 也已经遭到侵蚀,因为被告拥有的

永佃权 使得原告根本无法完全行使自己的

田面权 权利。究其原因,除了法律保护的专

门条款外,其实原告暨不耕作者的 田面权 在

被告的长久耕作中至少部分地遭到侵蚀。

四、田底 牵制 田面

田面权 独立地位的确定一方面让部分

土地所有者面临地权分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也

产生了新的土地产权所有者, 即一批只拥有

田面权 的所有者。从理论上说,这批 田面

权 的所有者能自由经营土地而不受 田底 业

主的干涉,但由于 田面权 权益的实现关系着

田底权 价值的实现,因此,二者相互独立,却

也互相依存。

案例 9:原告谢亭侯,被告裘大发, 关

系人詹阿泉,时间: 1946年。

原告上诉事件原委:原告曾于民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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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秋由吴阿牛顶给佃权计四十一亩,

顶价六百元,翌年代缴汪业保证金二百念

元,两共八百念元 %%告诉人于翌年冬欲
求治气喘病,凭中谢品荣、赵阿泰暂顶与

詹阿泉耕种,言定三十五年芒种双方凭中

回赎 %%告诉人于今年九月初浣业已凭
中与詹阿泉办理出赎准备春耕,告诉人曾

于前月中浣适路经过南区润字圩,窥见田

内二三工人操作,不胜诧异,探悉被告占

其三十五亩,擅自指使工人工作, 告诉人

%%与被告理论,置之不理,违反法律,侵

霸他人权利,抑且彼此顶让,被告均系明

白,并非有过接洽通知,盖由詹阿泉于三

十四年份为日寇军米猖獗及乡间各种军

队苛捐并地方杂税,实乏力维持, 因此荒

芜且报告洪溪镇公所在案%%请求令其
停止工作并判令负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谢亭侯自称从吴阿牛手中顶来 41亩

土地的 田面权 ,后来转顶他人,并 代缴汪业

保证金二百念元 , ,我们暂且认为他拥有了土

地的 田面权 。不幸的是,受顶土地的詹阿泉

在 1945年将土地抛荒了一年,当原告要拿回土

地自种的时候,却发现了另外的耕种者, 即被

告裘大发。通过被告辩诉可知,原业主吴阿牛

声称自己早于 1942 年就与谢亭侯脱离了佃业

关系,而将土地租给了詹阿泉。这与原告讼词

中的表述大相径庭, 我们无法考证孰是孰非,

只因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故搁置一旁。被

告接着认为即使原告所述属实,他也应该与詹

阿泉或业主交涉,而不应该将矛头对准被告。&

此案的关键是詹阿泉的抛荒行为,不管谢

亭林是否拥有 田面权 ,抛荒行为都直接损害

了 田底权 业主的利益。因此, 为了使 田底

权 利益得到实现, 业主将田另佃无可厚非。

这其实出现了一个悖论,倘若 田面权 属于谢

亭侯所有, 田底权 业主根本没有权力对 田

面 进行处置。不过,倘若 田底权 人不对 田

面 进行处置, 他的 田底权 就会受到侵害。

可见,这种行为虽不合法,却也合情合理。当

然,此案中的谢亭侯究竟有没有 田面权 ,还

要看他与业主的交涉结果,可惜的是此案再无

下文。不过下面一个情况明确的案例可以弥

补这种遗憾。

案例 10: 声请人陈希汉,对造人杨作

扬,时间: 1947年。

窃声请人自于民国二十六年间突遭

敌寇侵略,善地沦陷,仓促逃亡浪迹他乡

%%幸今重光国土,卷土归来%%讵所有
当时坐落治下南星乡地区共计土地五十

亩,何奈已在敌伪时期分别遭人公然侵占

%%除黄光连被占念一亩已无问题外,查

有被占吴应富土地十五亩尚存观望,须视

对造人如何为转移, 惟该对造人个性暴

戾,被侵占土地十四亩复经同乡会劝令返

还,不吝始终据不接受,卒无要领,伏查该

对造人凭借当时无效政府状态而公然占

有,既无永佃权之存在, 又未征得永佃权

人之同意,且声请人因当时无非为不可抗

力而逃亡,显未有意抛荒,情非得已,请求

调解, 要求对造人返还十四亩土地,以维

私权。−

在同一案卷中未见该案的最后判决,但从

后来被告杨作扬的辩诉中可知,原告陈希汉的

要求一度得到了法院支持。然而,被告不屈不

挠,继续辩诉如下:

辩诉人自于民国二十七年间逃难回

来,乏田耕种,生活艰难,至二十八年份央

中向袁姓业主租种善邑九南区天字圩荒

田十亩,在袁前业主名下种过一年,至二

十九年份前袁业主将该田十亩放弃于朱

培生业主,是以辩诉人又向朱业主续进租

票至今承种,历有多年, %%不料突有陈
希汉出为争种 %%辩诉人当初向袁姓业
主租来时已经荒田出草,均系辩诉人垦熟

承种,一切农具物件由辩诉人自行置备起

来,与原告陈希汉绝对无关,即使该原告

有永佃权,自二十六年份逃难抛荒已历多

年,且业主早经弃卖断绝,究属该田面谁

归何人租种, 无非凭由业主朱培生之主

权,此案务求传朱培生到庭讯明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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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原告之诉驳回,本审诉讼费归由

原告负担。+

本案结果: 陈希汉承认田亩归杨作扬耕

种,杨作扬于当年津贴陈希汉白米二石, 上访

诉讼费用各自负担。+

与案例 9 一样, 本案的关键也在于抛荒。

原告陈希汉本来拥有土地的 田面权 , 但是

战乱迫使他将土地长期荒芜,这就给形成新的

田面权 业主创造了条件。 田底权 业主在

合理不合法的情况下,将荒田另佃他人, 经过

开荒加长期耕种, 新佃户合法取得了 田面

权 。虽然这项权力的转移并非通过 田面权

业主,而是通过 田底权 业主来实现的, 但由

于 田底权 业主的利益损害在先,使 田底权

人获得了处分 田面权 的主动权。因此,当陈

希汉战后归来,要求重新拥有 田面权 时,法

院没有支持他的请求。不过为了对他曾经拥

有的 田面权 表示认可, 法院判令新的 田面

权 业主对他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总之,在底面分离的情况下, 田面权 业

主必须保证土地有人耕种, 否则不仅是他的

田面权 利益无法得到实现, 田底权 业主的

利益也间接受到了损害。倘若 田面权 业主

无法保证这一点, 田底权 业主就会因为自己

利益受损而攫取不属于自己的 田面权 ,将田

另佃他人。这就使得 田面权 在业主不知情

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 田底权 业主转移到新

佃户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独立产权地

位的 田面权 仍旧受到 田底权 业主的牵制。

五、讨论

有论者称, 1932 年以后,浙江省政府订立

∀浙江省二十一年减租暂行办法#,将业佃纠纷之

仲裁权,从专门设立的佃业理事局收于法院,使

得佃农因无经济能力,又无知识,无力提出仲裁,

故而业佃争议之申请,只有富农有可能, 此类仲

裁,实为保护业方之法律 。 抗战胜利后嘉善县

法院受理租佃纠纷,却并不能作如是观。

这是因为,上文所引各案证明,政府的目

的并不是保护谁的产权, 而是维持社会的稳

定。在这个案例中,法院可能保护了田面权人

的利益,而在另一个案例中,法院则可能保护

田底权人的利益,甚至在其他一个案例中, 法

院可能保护佃农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法律无

章可循,而是因为战争的影响使得原被告双方

都有一定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上来, 田面权 的产

生对农村土地租佃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

土地耕种者看到了获得土地产权的希望,大大

加快了土地的分化过程。然而, 对于不同的

田面权 所有者来说, 田面权 的确定却有不

一样的意义。

一方面是拥有完全土地产权的所有者。

田面权 的确定使他们的完整产权有可能一

分为二, 从而使得土地产权的转移变得更灵

活,更容易。然而,这种双层产权制度的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所有者与土地耕作的

脱离。当他们将土地出租时,也就在一定程度

上开启了 田面权 无偿分离的大门。新的耕

种者可能通过长期的耕种而获得 永佃权 乃

至 田面权 ,或者通过霸种方式阻挠产权业主

田面 权利的实现,产权业主常常陷入 田面

权 的保卫战中。

另一方面是单一 田面权 的所有者。法律

赋予了他们独立的土地经营权,他们因此摆脱了

田底 业主的束缚。但是,由于 田面权 价值的

实现直接关系到 田底权 业主的权益,因此,在

租佃实践中, 田面权 业主的此项权利就有可能

因 田面 价值的无法实现而被 田底权 业主转

移给他人。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转移也可能通过

保证税收来源的基层官员来进行。

可见,不管是哪一类 田面权 所有者, 其

权利的实现都受到不小的牵制。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局面,其关键就在 田面权 与土地耕种

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 田面权 通过土地耕

种得来,因此,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一旦

田面权 业主不再亲自耕种土地,就很容易引

发租佃纠纷,甚至权利的易主。 田面权 的这

种特性也大大增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土地耕作与田

面权之争的逻辑意义:土地业主与土地耕作的

分离使得佃农霸佃成为可能, 佃农霸佃又为

久佃 变为 永佃 、进而变为 田面 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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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无荒可垦、无钱购地的前提下, 佃农尽

可能延长自己的耕种时间,应该是获得 永佃

权 乃至 田面权 最为经济的途径。进一步的

推测是,霸佃还为 相对的田面 转为 公认的

田面 提供可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土地

业主加速离开乡村,更加速了土地业主与土地

耕作之间的分离,而以抗租与霸佃为特征的暴

力则成为乡村生活主旋律。近代江南农村的

革命所呈现的特征部分与此有关。[ 5]

∃ 本文所引用的案例中有 3 个案例只有原告的起诉, 而

未见最后的审判结果, 对于这类没有审判结果的案

例, 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 一、原告所言属实, 被告自

动与原告达成了和解; 二、原告夸大其辞, 无中生有。

而笔者愿意相信推测一, 是因为笔者对这批租佃纠纷

档案有一个总体的评价。纵观整批档案, 凡属原告无

中生有的, 被告多半会理直气壮的进行反驳而留下反

诉的材料, 这种案例持续的时间一般比较长, 而且材

料也比较多。同时结合有明确结果的案例来看, 原告

无中生有的情况比较罕见, 即使不是与事实完全吻

合, 大致相符却是常态。

& ∀裘大发等赎田、追回贷款等案卷# , 嘉善县档案馆,

285- 3- 254, 第 91, 页码不详, 第 49 页, 第 64 页, 第

36- 37 页, 第 43 页。

∋ ∀陆象当等契约无效及收回田亩案卷# , 嘉善县档案

馆, 285- 3- 326,第 184 页。

( ∀有关终止契约无效及收回田亩卷# , 嘉善县档案馆,

285- 3- 327, 第 33 页。

) ∀陆才银等返还田亩、耕牛等案卷#, 嘉善县档案馆,

285- 3- 257,第 94 页。

∗ ∀曹金林等返还田权、放赎典物等案卷# , 嘉善县档案

馆, 285- 3- 258, 第 123 页。

+ ∀杨作扬等返回田亩及清偿租米等案卷# ,嘉善县档案

馆, 285- 3- 256, 第 78 页, 第 12 页, 第 55 页。

, 汪业可能是这几十亩土地的田底权人。

− ∀孟阿寿等确认所属权、返回土地、确认佃产等案卷#,

嘉善县档案馆, 285- 3- 317, 第 135 页。

原告在状词中认为被告既无永佃权, 又未经得永佃权

人之同意,就擅自耕种土地, 是为不法。可见, 原告认

为在经得 永佃权 人同意的情况下, 被告才能耕种,

这就意味着原告所谓的 永佃权 有转租的性质。因

此,我们认为原告所说的 永佃权 也就是 田面权 。

 陈淑铢:∀浙江省土地问题与二五减租, 1927- 1937#,

第 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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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Farming and the Struggle for Permanent Tenancy

   Focusing on the Dispute over T enancy in Jiashan after the Victor y of A nti Japanese War

S UN Qi , CAO Shu j i

( Departm ent of H istor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40, China)

Abstract: By r ev iew ing the disputes over tenancy in Jiashan after the victory of Ant i Japanese

W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 ocess o f dif ferent iation of the tenancy rig ht . T he land cult ivato rs had

the hope of accessing land ow ner ship w ith the dev elo pm ent of tenancy rights, w hich accelerated the

dif ferent iation of land. H ow ev er, the determination o f tenancy rig hts had dif ferent meanings fo r

dif ferent ow ners of the tenancy right . T he achievem ent of the tenancy r ig ht w as const rained by the

land cult ivators, because tenancy rights derived f rom and must be safeguarded by land far ming . T his

peculiarity of the tenancy rights escalated the dispute over tenancy in the land trading market.

Key words: ow ner ship rights; tenancy rig hts; land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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