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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村阶层流动状况
王印焕， 张 宁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

摘 要
由于分家、变故等内在原因以及匪患、捐税等外部压力，乡村各阶层处于频繁的
分化与流动过程，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与忧虑，
使乡村农户暂时漠视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原本悬殊的距离在他们心中得以缩减和接受。
这也是租佃与雇佣能够长期存在于农村却没有引起大的波澜的原因所在。当然，表面上的融
洽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土地分配不均衡造成了大量缺地少地农民的长期生
活苦痛，土地革命是迅速改变这一局面的唯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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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出于对无地少地农民生活遭遇的同
情，不少学者把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绝对化，
对地租、雇佣等剥削形式更是恨之入骨。其实，任
何事物都是复杂多样的，乡村中的阶级关系除了超
强度的经济剥削之外，还有乡情维系、相互扶持的
内容。在土地所有权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土地的出
租与租进更多的是一种劳动力的搭配形式，土地盈
余与不足的农户借助于租佃活动达到土地使用权
的均衡。租佃与雇佣作为几乎贯穿于整个乡村历史
的经济关系，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否则便难以存
在如此长的时间。赋税也并非与地主富农完全无
关，在征税为地方官员首要职责的民国时期，没有
权势的富有阶层正好是完成税收的保障。总之，地
主富农与佃农雇农之间的关系，并不象通常所说的
那样紧张与绝对，二者也有平等默契的时候。另
外，被称作剥削阶级的地主与富农，也经常遇到防
不胜防的打击，处于频繁的分化过程中。对于地主
农民间阶级关系相对和缓的一面，不少学者已经给
予了关注。姜涛、陈亚平曾著文指出，近代百年来
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
差异，农村的社会分层模式并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

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阶级制
度 。尤其是有些中国古代史学者，对地主阶级与
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
论断也提出了质疑 。笔者不打算探讨理论问题，
只就租佃与雇佣问题上传统阶级观点的片面与遗
漏提出质疑。

一
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种种压力，使乡村阶层处于
频繁的分化与流动过程中。分家、变故能使富裕农
户很快瓦解，人丁兴旺、勤劳耕作也能使贫困农户
有所改进。灾荒、匪患、捐税、兵燹是所有农户不
得不面对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富裕农户经受着更
多的诸如匪患、捐税等外来的损耗。自耕农是阶层
流动的中转站，其自身地位的不稳定足以显示出阶
层变动的频繁。在纯粹以农业为主的贵州大定，自
作农“不能长久的保持常态，不是盈，便是缩。要
是有了盈余，便多置田产，当起新兴的地主来；否
则衣食不敷，便售出所有，去给人当佃户。但经济
支配之力是多么大，尤其是在那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大定！所以在一年的短时期中，水旱的天然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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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地主成为自作农，而自作农成为佃户；或佃户

平均有

自作农成了地主，而地主反成佃户的。
” 阶层之
间的频繁流动与分化，有助于缩减他们之间的距

分家而减少的平均地亩有
，在三县中最大。中
农贫农在镇平村户中受分家的影响较小；平均减少
，中农是
。
”
处于上
的百分比，贫农是

离，尤其是租佃与雇佣的双方，由于存在相互转化

亩，占原有平均地亩的

。富农因

主雇之间距离缩减的原因。“经济地位变化频繁，
长期雇用劳力的家庭很可能在同一代发生受雇于

升势头的家庭，也经受不住分家的打击。浙江崇德
年时有地
亩，
“逐渐买
某村的一户富农，
进田产，至民十九时已有二百亩；但分家的结果，
每户仅得五十亩”
。分家对农户生活的影响，

其他人的情况，而大量曾经贫穷的家庭也会变得相

从为女儿择婿的条件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在为女儿

对富裕。由于这种变化是大量发生的，因而一个家
庭不会觉得比另一个家庭高贵或低贱。而且，多数

挑选婆家时，“父母首先考虑男孩的经济条件：拥
有多少土地，多少房屋。女孩母亲要弄清这家有几

雇工自家也拥有土地，尽管可能很少，但只要一个

个儿子，计算每个兄弟在最后分家时可分得多少财
亩地而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与有
产，因为有
亩地但有三个儿子的家庭有很大的差别。
”

的可能，他们基本上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现实中的
悬殊差距。杨懋春以山东台头村为例，详细分析了

家庭拥有一寸土地，他们就认为与他们的村民朋友
是平等的。
”
“没有家庭能保证永远有足够的土地可
供耕种。家长经常告诫家人不要羞辱别人，免得将
来受人羞辱。
”
土地数量是乡村农户的分类标准，农村家庭的
兴旺与衰败也都是通过土地的增减来实现的。贫困
的农户有着购买土地的强烈愿望，转化到行动上就
是辛勤努力的工作，而富裕农户相对来说就没有如
此强大的动力，他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无论在子
女教育上，还是在婚丧应酬、日常生活上，他们的
开支都高于普通农户。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
就可能面临衰落的命运。因此，与朝代兴替周期一
样，富裕农户也难以避免盛衰转换的循环。
“通常，
一个家庭辛勤劳动、节俭生活，然后开始买地；第
二代成员继续努力，结果家庭有了更多的土地，成
了富裕家庭；第三代成员只顾享乐，花得多挣得
少，不再买地，渐渐开始卖地；第四代卖掉更多的
地，到最后家庭陷入贫穷。这个周期甚至不到
年就循环一次。奢侈浪费的成员死了，他们的孩子
又开始积聚财产。
”
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当然，造成富裕农户兴衰交替的原因，除了其
自身的生活态度及素质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
因就是分家。分家对农户土地的消减速度，远远高
过兴替周期中的自身损耗。“一次分家析产，经营
式农场便会降为富农或中农。
” 行政院农村复兴
委员会在农村调查时发现，
“在田权分散底原因上，
分家底影响很大。有些地方，田权本很集中，但因
分家之故渐渐分散；一般农民底田权原已小得可
怜，分家结果，往往使它更支离破碎。
” 以河南
镇平六村为例，从
年到
年五年的时间
内，“
（ 个地主）因分家关系减少的地亩，每户

分家对贫困农户的压力没有富户那样严重，因
为他们谋生的途径基本上不是依靠自家仅有的几
亩薄田，而是依靠充裕的劳力。无论是租进田地，
还是充当雇工或工匠，都能为家庭增添些许收入。
一个人丁兴旺、勤俭持家的贫困农户，有着经济好
转的迹象。在湖北当阳，自耕农兼地主“多系由佃
农出身，故虽有一部分之田租可收，然其一种艰苦
耐劳之精神，并不让于佃农”。这种农民比例较小，
约占四十分之一 。在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
等地，“由佃户而能升为田主之农人甚少，所估不
过百分之二、三” 。总起来说，贫困农户通过力
农走上致富道路的概率不高，因为在土地不足的农
户中，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的浪费，在农具与畜力的
拥有与使用上，也存在着过多的不经济因素。充任
工匠或出外打工，或许更能帮助他们实现挣钱买地
向上流动的愿望。在山东台头村，有几个木匠、泥
瓦匠和打造铁器的家庭，他们的收入通常都高于普
通农民。“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艺人都是穷人家
的子弟。有些人已使家庭地位得到了改善，至少也
使其家人免于挨饿。
” 满铁在昌黎县侯家营村调
查时发现，“
年该村有几家拥有
—
亩
土地的大地主，但到
年这些家庭都成为穷人，
出现了一个新的拥有
—
亩土地的土地集
团。这些大地主中的大部分是通过在东北做短工或
在村庄以外的地方经营店铺获得收入的。
” 个新
兴地主的发家途径，有 位是通过到东北工作，
位是通过开设瓷器店。开瓷器店的原来都是富裕农
户，而到东北的 人当中，除 人原来是中农外，
其余 位原来都是贫困的农户 。从中可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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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务工经商是比经营农业更为有效的发家手

农户的外逃远避给乡村带来多重影响。迁避城市出

段，贫困农户由于生活困难极易外出，因而成为推
动阶层流动的潜在力量。

于被动，他们在生计受损的同时，无形中还增添了
开支；资金与粮食被带入城市，农村从此更加萧

与分家、经营等内在压力一样，匪患、捐税等

条；富裕农户离村远避后，中农及穷困农户也开始

外来压力也对农户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常人们
都认为富裕农户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其实不然，

罹遭匪患。盗匪活动带给社会与个人的几乎全是损
伤与破坏。遭遇一次严重的匪劫，许多农户经济状

他们由于拥有较多的财富，更容易遭受不妄之灾，
尤其是匪患。土匪的目的主要在于抢夺财物，乡村

况急转直下、一蹶不振，而盗匪所劫掠的财物几乎
全部用于个人的挥霍。因此，由匪盗原因所导致的

富户成为他们劫掠的首选。中州大侠王天纵对山寨
供给就曾明确规定， 里以外 里以内，只供山
寨食粮，由地主富户摊派和运送，不准向贫苦人家
摊派， 里以外以送王天纵名片的形式向乡中大
户、镇内富商要钱要布 。淮北称地主为大农，
“匪日夜图之，必使其丧资甚巨而后已。此去彼来，

阶层流动应该说是个人的遭遇与乡村的悲哀，基本

不可以一日安。
”，因此就当地而言，“大农之害，
年陈翰笙等在河南农村调查
土匪为最酷” 。
时发现，遭遇土匪是地主富农典卖土地的主要原
因。“许昌地主在民国十七年时有地二百四十亩，
至民国二十二年时卖出典当的共有七十五亩，其中
许庄一个地主因商店破产卖出二十七亩；洼孙庄有
两个地主因‘起票’卖出三十六亩，典出六亩。富
农民十七年时有地一千零七十亩，卖买典当的结果
至二十二年时减少
，共二百二十九亩，其中
水口张一村的十个富农出卖了二百十二亩，主要的
原因也是‘赎票’
。有一家五年前还是富农的周姓农
户（现在已变中农），五年中被土匪架票七次，六十
亩地现在只剩十三亩了。中农和贫农出卖农田的百
分比虽不如地主富农那样大，但他们出卖的原因大
都是为了‘维持生活’
，意外损失是较少的。
”
虽然土地分配不均衡主要是由于地主、富农占
地太多所造成，但地主、富农的败落并不预示着
社会的进步。随着地主富农衰落而来的，是社会
经济的进一步衰颓。盗匪的猖獗，给富裕农户的
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威胁。在匪患严重地区，富裕
农户被迫加强防卫，“于室隅作枪楼，阳鸟既坠，
即阖门户，少壮荷枪，升楼四望，达曙始已。
”
但是，“稍为富厚之家，即白昼出入，亦不得自
由。
” 最惨者，虽倾家荡产仍不能将家人赎出。
年 月，河北吴桥“城南大高家店住户张书
峰妻子被绑，竭力营救，费洋一千四百元，终未
赎出。张某妻子、及同村被绑赵某之母，并其他
被绑者，共计六人，同被活埋” 。为避匪患，
“乡
间稍有资财者莫不逃避城内，暂图苟安” 。富裕

上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二
繁重的捐税也是加速阶层分化的因素。纷杂的
政局与连年的战乱使民国政府开支浩大，征敛赋税
几乎成为地方官员的首要职责。民国时期的赋税种
类很多，与乡村民众发生直接关系的，主要有田
赋、田赋附加及摊派等，绝大多数都以土地为征收
依据。田赋是赋随地起的土地税，田赋附加是田赋
正税之外的附加税。摊派的征收途径很多，主要以
县、区或村为单位，但落实到具体征收时，多数仍
以田亩为核算单位。例如河北深泽的摊派由商民分
摊，其具体办法，“商家担任一十二成，民间担任
八十八成。民间之八十八成，则按粮银分派，由县
政府准照全县银粮，比较各村应摊数额，通知各村
派敛。各村派款，则或按花户银粮，或按花户地
亩，一任各村之便，但大抵以按银粮摊派者为较多
也。
” 因此，按照正常的逻辑，缴纳捐税的数量
应与农户的等级成正比例。土地越多，负担捐税越
多，反之亦然。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捐税的实际
征收很难真正依照地亩数量，尤其是负责征收的员
吏，更作了不少的手脚。不过，土地毕竟是征收赋
税的凭据，一部分地主可以凭借掌握的权力转嫁负
担，但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拥有权势，都有转嫁负
担的机会。因此，公正地说，绝大多数地主也与普
通农民一样，共同承担着缴纳赋税的责任。
在赋税征收问题上，学术界通常已有结论性的
论断。“旧中国的田赋和对农民征收的各种捐税，
是地主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
负担。地主阶级虽然也要交纳田赋，但那不过是田
租的再分配而已，最后仍然要落在农民身上。
”
这个结论值得推敲。地主与佃农仅是由于租佃关系
而形成的经济身份，尤其是许多中小地主，他们自
身仍然参加农业耕作，与普通农民之间没有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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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淮北地区，“拥田数百亩，而有雇工及佃农

暴。
”

为之耕种者，曰大农”，仍然属于农民的一种 。
我们不打算探讨地主的称谓，但地主能否如我们通

有些富户可以藉地方政权逃避赋税，但是，在
捐税日渐沉重的年代，村中公职越来越引不起地主

常所说的那样都享有众多的特权，还值得商榷。有
的地方政权确实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但这并不表
明整个地主阶级都得到了官府的庇护。按照各地风

士绅的兴趣。他们从中获得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
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 。
在河北临城县的管等村，捐税向由村长经收。“在

俗与官方规定，地主是田赋及相关赋税的法定输纳
人。广西天河、河池两县“佃户须负担田赋之半

以前只要纳税期将届，村长在街上鸣鸣锣，村中农
民马上便把钱送到村长家中。
”但到
世纪 年

数”，已经极为罕见，是一种“最苛酷之条件而为
。
年河北青县因水灾惨重，
各地所无者”
田租征收难以保证，因而导致在缴纳田赋问题上

代，“鸣锣已经不发生效力，上门去讨，还讨不出

“地主佃农发生争执。
“地主力争双方均担，佃农则
称：
‘我们不能代完田赋。
’
” 很显然，交纳田赋
是地主的职责，田租即使收不上来，也不能随意将
田赋的负担转归佃农，除非他们私下已达成协议。
虽然地主所交田赋归根结底来自于佃农所纳田租，
但是，一则雇工经营的地主没有缴纳田租的佃户，
二则田租也并不随田赋数额的升降而及时变化。因
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随地征收的赋税一般都是
由田主而不是由佃户来交纳。在甘肃南部一带，
“田
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
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
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
”
地主富户确实存在逃避赋税、抗粮不交的现
象。“如江西省有所谓前清时代的儒户、军户的，
因为特殊阶级的缘故，便延纳钱粮，又有富豪来抗
征各县的田赋。在湖南省也有权绅不肯完粮的，在
江苏省有江北各县大地主把持地亩，抗不完粮，还
有浙江的永康、泰顺、杭县各大户竟以抗粮为光
荣，地方政府畏惧大户的威势，也就不敢追究。
”
由此可见，在法律上这些地主豪绅也负有完纳赋税
的责任，只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势而抗拒不交。但地
方政权若因此而完不成征购任务，有时也会对他们
采取强制措施。
年 月，天津县县府就大地
户抗粮事召开会议，
“决议一面仍用先礼后兵办法，
发动参议会及县党部力量，婉言劝缴；一面再由省
府转请华北剿匪总部令饬津市府及地方法院，随时
协助传催。
”河北田粮处副处长表示，
“省府绝对负
责排除一切障碍，用全力支持各县征粮工作，对于
抗粮之大地户，必有最后的办法，使其不能少交一
粒。
” 因此，真正能够抗粮不交的地主为数有限。
在广西地区，“固然也有几个大地主，然而他们没
有联络，没有团体，所以没有力量来抵抗政府的强

钱来”，
“结果村长们只好认霉气，掏腰包，无论变
产借债，也得垫上这笔捐税，因此闹的一般农民，
都以作村长为畏途，无人再愿接充。
” 由于地方
官吏经常对征收捐税负有连带责任，如云南昆明县
年的救国捐，
“按农户等级征收，无力应
区，
征或延期不缴者，均被押于区公所，乡镇长奉行不
力，则被押于县政府” ，因此，在赋税征收困难
的地方，很多人宁死不愿担任公职。
年 月，
山西孝义善村村长郭正南，“因该县差务浩繁，人
民困苦万分，今次又要差车数辆，该村长知对村民
已无法起措，对上峰又不便违抗，进退维谷”，乃
投井自尽 。
年
月，河北杨村某保长因
征兵问题无法解决而投井自杀 ；
年，廊坊
某村保长李树德，“因征收公粮，县方催促甚紧，
村中各大户多有抗拒不交者”，一时心窄投井自杀
身死 ；海盐武原镇第十五保保长辞职后，保民
韩信元被人提名推选后，
“大呼‘不愿做’
，并跳入
附近河内表示决心”。被人救起后，他说：
“你们如
果真要选我做保长，我只有真的自杀了。
” 由此
可见，在征税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并且捐税越
来越难以征收的时候，各地的基层政权只能落在专
以压榨为能事的地痞、无赖手中，地主富户从中得
到的庇护越来越少。
对地方政权来说，征税往往是第一要务。捐税
既然摊派下来，就必须有人负担。当权者虽然可以
将自己的负担转嫁出去，但愈是贫困的农户，负担
能力愈是有限。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地主富户不但
不能逃脱赋税，有时还得为地方垫付。即便握有事
后摊还的承诺，但在经济凋敝情况下多半不能兑
现。
年 月某军到河北高邑提款，由于来不
及征敛，该地富绅垫付
余元 。
年河
南遭遇灾荒，省府“为体念灾民贫民无力完粮起
见，特拟定大户借垫办法”，明确规定：
“各乡镇大
户于其应缴征实购之余粮，借给本村或他村无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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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之户，俟明年新粮登场，再作偿还”；“借得粮

中，“政府因为很多的小地主逃亡，从去年起在许

后，由保甲长监视交纳，不得移作他用”；
“大户如
有存粮而不肯借垫者，按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征
用或征购其全部或一部” 。为了征收的便利，地

多地方，已勒令佃户直接完税。
”
在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时间内，乡村阶层之间的

方政府有时干脆规定，某些摊派只由或者主要由富
户承担。在川北地区，“军阀们派款自然多是地主
年
缴纳，但有时也要强迫农民一起输纳” 。
月，河北省府“严令收复区各村，凡四十亩以

作而置办田产，富裕农户也可能因为分家、懒惰而
家道衰落。匪患、捐税、战乱、政局等外来因素，
也不可避免地加剧着农户之间的分化与流动。总
之，只要不是依仗政府赋予的权势，乡村大户就很

上之户，须自备自卫枪一支”，有的农户被迫“忍

难恒久地保持其优越地位，贫困农户也有着经济好

痛把耕牛以及动产变卖，以便购买枪弹” 。
年 月，河北涿县奉省令召集新兵，“安家费不再
实行摊派，由各富户大贾，自动捐助” 。

转的机会。乡村农户之间这种没有封闭的流动态
势，无意中缩减了他们原本悬殊的距离。贫困农户
在挣钱买地愿望的激励下，经常将富裕农户作为学

捐税由地主多负责任的情况不会太多，也没人
敢对此寄予厚望，一般的情况，应是依照田亩数额

习的榜样。而富裕农户在世事沧桑的忧虑中，也主
动消弭与贫困农户之间的差距。另外，匪患、捐税

平均分配。在捐税沉重的日子里，普通地主的生活
不太好过。在淮北地区，除了婚嫁丧葬、子女教育
开支外，“他如赋税之完纳，雇工之支给，吉凶庆
吊之酬应，兵匪之掠取，鸦片赌博之耗蚀，勤而俭
者有余，惰而奢者不足，未可一概论也” 。而在
浙江地区，“因赋税繁重，租额又低，又受二五减
租的若干影响，一般的地主非在最有利的条件下，
是不买土地的。
” 河北武清田地较多的农户也有
难言的苦衷，
“地多花销还大呢，雇两短，养牲口，
这全是挑费。年吃年穿，不致借债度日就是了。
”
尤其到民国政府的最后几年里，局势动荡、战乱频
繁再加上捐税沉重，乡村各类农户都如坐针毡。
“地
在老百姓心目中不像从前那样视为生命线了，都愿
意卖掉，但无买主” ，“只要你给他代出一切花
费，他的地愿白送给你种” 。
年，皖南休宁
县一位置有较多田产的大地主“因年来受减租、捐
税、灾歉、水利、债务等影响，欠赋累累，无法完
纳，竟于四月二十三日自缢身死”。地主因无法承
受而逃亡，中农及贫困农户的负担就更加沉重。在
河北怀来，“民间富户大批迁移，拿钱出力的就剩
下一般中下阶级” 。有人抱怨担负不均时说，
“地
方摊派仍繁，保公所人员每日出动催缴。向以累欠
不拿的富户皆相率逃往平津，他们有了‘人不在
家’的藉口，拒绝摊派更是理直气壮，穷家度命成
问题，花销拿不出，中等户最吃亏，无论什么花销
全拿头一份。
” 由此可见，乡村各个阶层的命运
是息息相关的。与遭遇匪患一样，在捐税负担问题
上，地主的败落与逃亡，连带着牵累到中等农户的
利益，甚至连佃农都不能幸免。
年的陕西汉

等外来的打击，在将农户的命运推至不可预测地步
的同时，也使乡村农户的命运陷入了连锁反应。富
裕农户在外来灾祸中往往首当其冲，一定程度上为
其他农户起到了挡箭牌的庇护作用。因此，乡村社
会虽然存在着贫富分化，他们多数情况下却可以平
心静气地和睦相处。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却难
以掩盖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土地革命的关键
原因，不一定必须是地主对佃农、雇工压榨的如何
残酷以及态度的如何恶劣，问题的实质，是土地分
配的严重失衡造成了大多数缺地少地农民生活的
难以为继。在以农为主的社会里，土地是农民生活
资料的主要来源。贫困农户虽然也存在上升的机
会，但概率太小，对于绝大多数缺地少地农户来
说，他们常年生活在收入过低的苦痛之中。通过土
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是迅速改变他们生
活遭遇的唯一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在土地所有权的既成事实情况下，
为了耕作上的便利，土地盈余与不足的农户借助于
租佃与雇佣达到土地使用权的均衡。双方更多的是
一种经济协作关系，佃农与雇工虽然处于被动地
位，但也对租额的高低与工资的多少给予了一定回
应。由于租佃与雇佣经常发生在相互熟悉的群体之
内，他们表面上的关系并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紧
张，有时候还能培养出融洽的感情，产生相互帮衬
的亲情。来自内部的与外部的种种压力，经常使各
类农户处于频繁的分化与流动过程。贫困农户有着
挣钱买地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富裕农户也经常在分
家、匪患、捐税等遭遇下降低等级。阶层分化与流
动的存在，缩减了他们之间原本悬殊的距离。在希

流动都是自由与开放的。贫困农户可以通过辛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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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与忧虑的综合作用下，他们并不过分在意彼此的
差距，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现实，这也是租佃
与雇佣这种剥削形式能够长期存在于乡村而没有
引起大的波澜的原因所在。当然，社会是错综复杂
的，乡村阶级关系既有相对和缓的一面，也有紧张
激烈的一面。以往我们常说的地主对佃农、雇工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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