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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村土地制度百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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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农民通过土改和合作化所建立的。围绕建立与完

善土地制度，百年来在与武装割据相结合的土地革命，以区域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的建设，以及对于土地所有制实
现形式的完善和探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与完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解
放全人类在中国首先是农民的解放，农民是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主力军。区域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总劳动集
体调节，个别劳动为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
以及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化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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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
业生产关系的基础，并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农村

1.中国农民集体土地制度的建立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建立分两大步实现：一是

土地所有制与中国农业生产力相适应，是激发中国

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将地主的土地归还给土地真正

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作为中国两种公有

的主人——农民的革命。二是在土地改革基础上重

制形式的一种，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是中国社

建土地的农民所有制，
即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

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第一，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中国是世界上为数

保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艰苦卓绝

不多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

努力奋斗所建立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农村广

《土地法令》宣告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实现了废

袤大地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回顾这段百年历史，

除资产阶级、皇室、教堂与教会的土地所有制。但

不仅可以总结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

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不彻底）基础上实

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美

现的。1905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实行的土地地主所

丽的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农民永久使用权，1910 年资产阶级政府承认农
民是村社土地的所有人。百年前中国农村土地大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部分归占人口不到 10%的地主所有，而封建地主阶
级利益又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政府所保护。因此，中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百年历史是一部惊天动
地的史书，从土地制度建立到土地制度具体形式的

国土地革命比原苏联等国家要艰巨和困难得多，时
间也漫长得多。

完善，可细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每一个阶

中国土地改革并不是通常以为新中国成立后

段，都气壮山河，惊心动魄，都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

的短短数年，而是从建党后不久开始的土地革命的

画卷。

漫长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把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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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分田地，解除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田无田、种

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粮却挨饥饿”的不合理现象作为自己的重任。中国

第二，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苏联土

共产党在十年国内战争时期鲜明地提出，依靠贫

地分给农民后不久便出现了两极分化，部分农民成

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

为了新富农，贫困农民濒临破产。中国土地改革后

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

也出现了贫困农民借高利贷、典让和出卖土地的现

地所有制的响亮口号。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完整地

象。为了阻止两极分化，同时为了有利于兴修水

提出，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

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新技术，土地改

行耕者有其田；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

革不久中国兴起了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

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者，发展农业生
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没有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
的土地改革斗争，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成立后暴风骤
雨式席卷全国三年即告大捷的土地改革胜利。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也很激烈，但采取
的基本上还是和平手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土地
改革却是与革命紧密结合的非和平手段，不然面对
强大的封建势力，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成功，
即使农民分了田地，也不能抵御地主的反攻倒算。

核心的农业合作化。至 1956 年，全国参加合作社农
户 1.18 亿户，占全国农民总数的 96.3％。中国农业
合作化范围之广、进度之快，农民拥护之真切，为历
史罕见。苏联农业集体化开始于 1929 年，开始很迅
猛，两个月内集体农庄的比例就达 40%以上。但不

久出现了农民反抗，反抗次数达千次，人数有几十
万人。一年后出现大规模退庄高潮，集体农庄的比

例从 60%降到 23%。而中国合作社为大多数农民
拥护、自愿加入，入社时许多农民敲锣打鼓，欢天喜

而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根据

地。为什么中国合作化与苏联的农村集体化有如

地，也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全国胜利，也就

此大的差别？

不可能有解放后三年就把数千年来封建的土地制

一是中国土地改革为合作化打下扎实的基

度彻底摧毁。中国的土地改革远比苏联一张《土地

础。中国土地改革比苏联深入持久，在党领导下广

法令》包含的内容要惊心动魄，要深刻得多。

大农民是主力军。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提高了觉悟，

中国又是为数很少的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完成
土地革命的。十月革命时苏联革命的重心在城市，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 203 个支部 4122 名

坚定了“共产党为农民，跟党走不会错”的信念。其
中一大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成为了合作化的骨干。
二是中国合作化坚持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区域

党员，不具备深入农村广泛充分动员组织农民的条

农民集体所有，为农民集体使用的原则。苏联农业

件。而中国不同，革命的重点在农村，党与农民关

集体化的模式是“集体农庄+拖拉机站”。集体农庄

系如鱼与水。土地革命锻炼和培养了真心实意跟

的土地与拖拉机站都是国有的。集体农庄生产计

随中国共产党的亿万农民。党全心全意地为农民

划由国家下达，拖拉机站负责监督集体农庄，集体

利益服务，为农民的土地革命谋划、动员和组织。

农庄很少有自主权。中国当初是几乎凋敝的传统

根据中国农村实践和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形势，从井

农业国，只能选择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但

冈山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到新中

是我们选择的土地为区域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

国成立前夕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一直到新中国成

所有土地就在身边，有利于互相守望，具有真实感。

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党制定的一

三是党的“农民自愿、合作社增产、试点推广、

系列土地政策和法律，保证中国土地革命的成功，

逐渐发展”的方针。首先是农民自愿。与苏联采取

使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直到燃遍全国。

强迫入庄不同，中国坚持全体社员的自愿是办好合

中国土地改革的胜利，振奋了亿万翻身农民，
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
3278 亿斤，比 1949 年的 2162 亿斤增加了 51.6%；棉

花 产 量 2607 万 担 ，比 1949 年 的 889 万 担 增 加 了
193.3%，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千

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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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基本保证。土地是世代农民的命根子，对于
土地入社一时的困惑和犹豫是正常的心理状态。
要用自愿与循循诱导教育方式，严格禁止强迫命
令。其次是十分重视合作社增产，农民是十分务实
的劳动者，只有合作社增产了，才能动员更多的农
民入社。再次是试点推广，用有说服力的典型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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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毛主席还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那时全国

潮》一书编写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按语。最后是采

有不少农村处于贫困境地，如今富裕的福建当时就

取逐渐发展方式。首先是发展带有社会主义萌芽
的合作组织即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为特征的
互助组；其次是发展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贫困县。全国 1300 多个县中几

乎 1/4 为贫困县。为此中央的考虑是，与其这些地
区农民吃粮靠返销（有些连返销粮的钱也没有），生

的初级合作社；最后是发展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产靠贷款，不如除了公粮（税）和集体提存外，由农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高级社。让农民一步一步登

民通过自己种的粮食解决自己的口粮。

高望远，
在合作化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加深认识。

推行承包制的目的，无论是小岗村的农民还是

四是与国家援助政策有关。分布在中国农村

中央都是为了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但

的农业科技推广站、供销社和农业信贷社成为合作

是预料不到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限于贫困地

社在资金、物质、技术诸方面的有力保障。农业科

区，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上海郊区应该属于国内

技推广站组织良种选择培育以及新农具、新的栽培

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均较高的地区，虽然

方式的推广；农村信贷社通过信贷帮助农民购置新

生活不富裕，但不存在温饱问题，似乎并不适合包

农具、新车辆以及耕牛、马、驴等生产资料；农业供
销社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的销售
服务。
由于农村合作化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方向，有力

产到户。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早在 1979 年秋播

时，上海市郊嘉定县就有一部分农民，顶住压力和
批判率先实行饲养承包责任制。不久承包制蔓延
到本县种植业。1980 年春，联产责任制推广到全县

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57 年全国粮食、

13 个公社的 21 个生产队。不久联产承包责任制势

产值增长了25%，
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

家庭联产承包制。

棉花产量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20%、26%。农业总
了 23%。

2.中国农民集体土地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在中国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建立之后，中国
农村在实践过程中对其具体实现模式不断地调整
与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经营的具体形式和
土地产权化探索。
第一，土地经营的具体形式。关于土地集体公
有制的具体经营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苏联模
式可借鉴。生产规模与管理权限趋大化是模仿苏
联学习的主要趋势。在最初的自然村基础上，规模
范围逐渐扩大，
“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通过
“穷过渡”，范围扩大到乡区甚至县的范围。过大的
规模和过于集中的权限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后，中央
提出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三级所有指分别属于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终于回归到了

如破竹，不到半年，上海全市 95%的生产队实施了

显然农村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的动因不只是
为了解决温饱，而是具有更加深刻的原因。这就是
工业化的集中劳动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
中国有限的耕地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种植。中国明
清时期中农每户平均耕种面积为江南地区 10 亩，北

方地区 15 亩。如此规模的耕地一家人完全可以胜

任。农业合作化初期集中劳动确实对于适时抢种
抢收，购置农机农具以及修建水利设施起到很大的
作用，但是 30 年后中国农村生产条件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1979 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 7.3 亿亩，占

世界灌溉面积的 1/4。全国半数以上的生产大队有
拖拉机或手扶拖拉机。1980 年农用动力中，人∶畜

（头）∶机（千瓦）的比例，从 1965 年的 100∶18∶4.6 变为

100∶16∶47，畜力相对减少了 11%，机力增加了 10 倍

以上。每户的耕种只需要有限的劳动力，大规模的

最初的自然村落，但是依旧是集中统一的工业化劳

集中劳动没有必要。1982 年，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

动形式。

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

对这种劳动方式的质疑出现在改革开放之
后。突破点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起因是这种劳动方
式解决不了温饱。当时该村 18 位农民签下“生死

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

1991 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以家庭联

状”，决心将土地分开承包。小岗村的事件引起中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

央高度重视。当时贫困农村的标准是“吃粮靠返

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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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直接意义在于促进了中

一样，放心向农村集体转让承包权。可以让他们放

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78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心的办法只有一个：不放弃原有的承包权，只转让

6095 亿斤，
1984 年达到 8146 亿斤，
增长了 33.7%。推
行联产承包制不久，
中国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

土地的经营权。这就是为什么在分离出土地经营
权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土地承包权的原因。

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这两种路径的共同点是：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

推动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

中分离出来后重新组合。操作路径则是：无论是通

业化。一是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废除了“一

过退出承包经营的农民，还是坚持承包经营权只是

大二公”规模大，权限集中，适合工业化管理的人民

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他们原来经营的土地都需

公社体制，促使农产品商品化，使农户成为相对独

要交给村集体经营组织，由村集体经营组织再转让

立的经济实体。而且除了粮食生产外，广泛发展多

给其他人经营。

种经营，空前繁荣了农村经济。二是推行家庭承包

在多数农民不放弃承包权的基础上转让土地

责任制后，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越来越多的农

经营权，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放心

村剩余劳动力，先通过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后
通过进城打工，亿万农民实现了非农化。农民的非
农化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速了中国工业化，
而且为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土地产权化。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

实现非农化，现在大约接近 50%的农业劳动力离开
了农业，大约 1/3 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村。农民工

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达 21%。另一方面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的规模化。全国大约有 1/3 的农民实行非

农化，恰好全国也有大约 1/3 的农业土地实现规模

化种植，两个 1/3 数据密切相关，正是农业土地经营
权的转让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集体所有、农

此外三权分置还可以把一部分闲置的农村建

户承包、多元经营”。为什么要从土地所有权中分

设用地（包括闲置宅基地），划入国家的建设用地市

离出土地经营权，又为什么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的同

场，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农村建设用地不能直接上

时又必须坚持家庭承包权？

市，只能经过国家征用之后才能以国家资源名义上

首先，来自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

市，而农业征地又补偿过低的现象，当然农村建设

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大批农业劳动力非农

用地上市必须符合国家土地规划以及村社公共建

化。2015 年中国工业化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

设用地的需要。

期，因此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趋势十分强劲。非农化

回顾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的历程，

的农业劳动力，从 1983 年的 200 万人增加到 2006 年

每一阶段都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壮举，每一

右。虽然现在趋势趋缓，每年也有 200 万—300 万

阶段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百年历程具有强烈的

的 1.32 亿人，23 年增长了 65 倍，年均增长 20%左
人。2019 年全国非农化的农业劳动力有 2.9 亿人。

阶段都推动了农村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每一
历史内在逻辑。

农民非农化了，原来手中的农田需要别人耕种，土
地经营权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硕果

其次，农业承包权是农民神圣的权利。土地是
农民的命根子，以身份权取得的承包权是土地属于

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在中国农村大地

农民集体所有的主要标志，为此土地经营权转移的

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硕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同时需要保留农民的承包权。起先对此认识不够，

国农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农村实际相

以为非农化后，农民只要向集体组织退出承包权即

结合的硕果。

可，而且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
在农民工主要来源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与沿海

1.农民解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

地区完全城镇化后的农民不同，他们来到城市务工

类。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题。正如恩

对于未来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会像苏州等地农民

格斯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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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毕生的事业。正如习近平在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

牢地束缚于小块土地上，大大耗费了人类的劳力，
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再次，小

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

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

放。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类

的发展，使用落后的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和先

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无产阶级

进的农业技术无缘，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征。马克思对小农生产有不少严厉批判，有人就此

农民的解放在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中占

认为马克思对于小农存在敌对情绪，这是错误的。

据重要的地位。学习马克思农民解放的理论，必须

其实马克思只是对农民从属的“以土地及其他生产

首先了解马克思对于农民群体的基本分析。马克

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小农生产方式予以否定，但

思不同意把农民看作为一个“阶级”，他认为农民内

对于处于小农生产方式下 的 农 民 有 极 大 的 同 情

部有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是由大土地占有

心 。 批 判 小 农 生 产 方 式 的 真 正 目 的 是 为了建设

者、大租佃农、大农和中农组成的富裕农民阶层，他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把农民从小农生产方式

们有雇工，属于农村资本家阶层。一个是由小块土

中解放出来。

地所有者或租佃者即小自由农和小佃农组成的小
农阶层，他们既是小私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构成
农民的大多数，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他们与小资产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

农民怀着极大的同情和关切。李大钊在 1919 年 2

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中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是一

阶级的地位大致相同。一个是由受雇于农场主或

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

为工商企业主从事家庭工业生产的农村工人阶层，

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

属于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分析农民的弱点时

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早在大革命初期，

主要指第二阶层的小农，对于农民解放主要指第

毛泽东就深情地提出，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

二、第三两个阶层，即占农民大多数的小农和被雇

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解放战争时期，他明确

佣农民的解放。

指出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人民大众的解放主要

马克思认为农民解放应该有以下两方面的内

是农民的解放。邓小平提出党的农村工作必须以

容：一是解放农民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作为农民中

农民评价“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习近

人数最多的小农阶层，虽然其中不少小农自有耕

平同志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

地，不必向地主交纳地租，但还是受到整个剥削制

淡漠农村。

度的剥削。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使得他们经济负担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从打土豪、分田地

增大而带来生产条件恶化，以及生产资料越来越昂

的土地革命，到合作化、推行联产承包制、实现农业

贵，使他们陷入贫困境地。马克思尤其同情作为雇

农村现代化等，都是紧紧围绕着建立和完善农民集

工的无地农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是“用

体所用土地制度这个核心问题，目的是解放农民，

血和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铸成的，认为资本

发展农业生产力，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主义农场中的农业工人遭受地主与资本家的双重

把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首先落实到

剥削，较之城市里的工厂工人，生活状况更惨、更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众身上，这正是中国共

糟。为此马克思提出，一旦建立无产阶级政府应当

产党坚持不变的初心和伟大之处，是百年来中国共

立即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并反复强调，

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一条鲜明的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

红线，
同时也是马克思农民解放理论的中国化。

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二是解放小农所持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

2.农民革命性的理论

马克思具有解放农民的伟大胸襟，但是对于农

为小农生产方式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首先，小

民的革命性评价起初不高。他认为由于分散与外

农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

界缺乏联系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保守中庸。马克

是靠与社会交往，这样就不可能获得专业化和社会

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归于小工业家，小商人

化的益处。其次，在小农生产方式中，农民被迫牢

手工业者一起为中等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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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
“ 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

告》中，毛泽东告知全党，中国农民隐藏着极大地改

阶级利益”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这个责任

变自己长期遭受苦难的革命意愿，具有强烈的反抗

担当应该是无产阶级。

性和革命性。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解放必须

在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度，农民不仅是革命的

而且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农民不仅是同盟军而且

同盟军，还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

是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农民问

马克思农民革命性理论的重大突破。1848 年的欧

题在中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中是一个基本战

洲革命，工人阶级由于孤立无援而失败的事实，改

略问题。

变了马恩对农民的最初看法。马克思认为，无产阶

为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不同于欧洲的具有中

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

国特点的道路：中国农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阶级最

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从而产生了农民

可靠的同盟军，而且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

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恩格斯在《法德农民

量。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数来自优秀的农

问题》中，首次明确地提出要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

民，中国工农武装大多数来自觉悟的农民，中国革

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必须由农民

命的根据地在农民集聚的农村，中国革命的本质是

参加，
而且必须处于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重要地位。

中国农民的革命。从工农武装割据、打土豪、分田

列宁起初对于农民的革命性认识也不足。在

1905 年革命中他就提出要麻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

地，到新中国成立后疾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农村
合作化，以及改革开放后对于农民集体所有制的不

的不稳定性。认为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

断完善，都同时是党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下处于中间地位。为此在十月革命

百年来党对农村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有两条：一是

初期，苏维埃把不服从余粮收集的农民宣布为人民

是否真心实意为农民，二是是否能成为农民自己的

的敌人。列宁为此提出农业小生产经常地、每时每

自觉运动。

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著名论断。只是由于农民强烈不满余粮征收制度，

3.农业合作化理论

马克思十分重视农业合作化理论，他认为合作

并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以后，列宁才开始认识到农

化是无产阶级“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

民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

缺口”
“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

盟军的口号。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农民革

内发展”，不然束缚于小块土地上的生产方式会“大

命性的估计，
更多地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方面。

大耗费了人类的劳力，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

中国国情与欧洲很不相同。当时欧洲处于工

的生产部门”，阻碍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

业革命，大量贫困和无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在

有农业合作化以后，才能实现农田的规模化，从而

英国工业革命后的 1841 年只占 22%。苏联虽然相

对经济落后，由于人少地多，有地的小农数量较大，
因此无论是欧洲还是苏联，留在农村中殷实的自耕
农和富农比例不小，相对比较富足或小康的生活使
他们不愿改变现状。而在中国，当时农民占 80%以

上，其中 70%以上为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也就是

有利于采用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
化学产品，以及现代科技。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

的一封信中（1886）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
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
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马克思合作经济理论继承和批判了以傅立叶、

说地主、富农和完全的自耕农不到 30%。中国大多

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社化

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

运动。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合作社是改

座大山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其悲惨程度甚于欧洲，

造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工具的理论行不通。因为土

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毛主席对于农民内部

地和资本巨头既然具有政治特权，便不会放弃他们

各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革命态度曾做过严格

的利益。实现合作化，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

的科学调查以后，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

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

问题，农民不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

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

功。在《中国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至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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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合作化，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

会背景下的产物，很多还是对欧洲发达社会的设

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

想，不一定能符合将近两百年后的当代。马克思恩

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

格斯自己也常常承认自己原先的有些观点并不正

贫苦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合作社本

确，而恰恰在这个领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创造。

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现实的生产力由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生产资

等组成。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要有利于这些生产力

料公有制的农业合作化。即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合

要素最优组合。土地制度的具体形式就是有利于

作化必须是“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在先，而合

资源配置组合以及协调与此相关的利益关系。

作社的共同生产与占有在后”，以及恩格斯提出的，

资源配置与配置中的利益关系有组织内外两

在未来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

方面。关于组织内部资源配置与利益关系，马克思

首先实行土地公有制，由合作社进行具体的土地

曾提出过一个总劳动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

经营。

批判》中，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作了一个设想，劳动

中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合作化中建立

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由集体调节。注意：马克

了农村土地公有制，但是与马克思当时设想的土地

思在讨论农业公有制时提出的是集体劳动，这里提

国家所有制不同，马克思一贯的立场是土地国有化

出的是总劳动由集体调节，可见这是对于集体劳动

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在讨论过渡时期

进一步的诠释。正如劳动资料为公共财产，在分配

必须大量发展合作社时，恩格斯特别强调：使社会

过程中表现为“按劳分配”一样，在生产领域体现为

（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把

总劳动由集体调节。马克思所说的总劳动是个别

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

劳动的集合，但不等于个别劳动的简单相加，而表

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后来

现的是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劳动目的和劳动过程

苏联合作化采取的也是土地国家所有的农庄制度。

的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生产资料使用方案，

但是中国采取的是土地属于区域农民共同所

因此总劳动比个别劳动更为高级。在集体劳动中，

有的土地制度。中国合作化对于马克思合作化理

集体调节部分多大才合适，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

论的上述突破的依据：一是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

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在农业中

资产阶级革命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并不期望有过高

两者关系究竟如何?马克思没有说，根据马克思认

程度的土地公有制；二是农民是中国革命久经考验

为合作化后农业应该像工业一样集中劳动的主张，

的主力军，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可靠也合理；三是

估计马克思对此应该认为与工业相同。

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共同财产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合作化采取仿造工

看得见，摸得着，有利于农民互相守望，增强农民的

业化的集中统一劳动，但是在实践中发现农业与工

获得感。中国还留下一块自留地给农民，便于生产

业有很大区别：一是由于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多变，

用于自己消费的农产品。

需要管理者及时地作决策。二是农业自然生产过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把

程与农业劳动过程不完全一致，与工业持续、均衡

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回来，建立了

生产很不同，
不易安排劳动力。三是农业劳动与农业

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的话，那么合作化是在党的领

成果之间不完全相关，
由于自然力也在独立影响农业

导下，中国农民把自己的个人土地通过合作化在区

的最终成果，
因此很难精确计算个别劳作的价值。

域农民共同所有基础上，重建土地的个人所有制，
即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

4.所有制具体形式的理论

这些不确定性和多变的特点十分适合家庭为
单位的生产经营。为此中国采取了以家庭承包经
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在有关

生产力最革命、最活跃。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更

诸如农田规划整治、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作为农业

接近现实生产力，必须在充分考察现实生产力基础

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配置和管理和其他有关整体

上完善和调整。对于所有制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恩

利益的劳动管理由集体总劳动调节。对于农业生

格斯有不少估计和设想，但许多只是在当时历史社

产经营的个别劳动则交给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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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庭成了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这是党的领

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

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

和再生产条件”。土地是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生产

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的基本生产资料，以及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空间。

关于组织外部资源配置与利益关系，马克思主

在陆地中，除了高山、荒漠等不适宜人类生活居住

张采取计划经济。他认为公有制不必绕弯市场，可

和生存的土地中，大部分是农村土地。二是在中国

以摆脱市场自发调节作用，采用直接而高效的计划

农村土地不仅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性

经济。但是不同经济实体间的利益差别与无法对

资源，也是有关于整个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应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的把握，使我们在保持公有

曾有人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经

制的同时又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实现的路径就是

济建设和推动城市化的巨大障碍，主张农村土地私

通过公有制两权分离，将其使用权与市场经济结

有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强农民保护自

合，农业家庭承包是中国最早实现这种结合的。随

己土地的意识和能力。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很容

着家庭承包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者以后，商品的

易出现集体代替个人做主的事情，违背农民的意

流动性逐渐从农产品向农业生产要素，即农业耕田

愿，侵害农民的权益。其实采取集体所有制是走农

和农村建设用地深入展开，于是出现了矛盾。土地

民共同致富的道路，怎能说违背农民的意愿，侵害

承包经营权是与本村农民身份密切相关的长期使

农民的权益。土地私有化又怎能增强农民保护自

用权。如果流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势必会把

己土地的意识和能力呢？农民是分散弱小弱势群

与农民身份相关的权利也转移了，农民也就失去了

体，恰恰需要抱团面对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团。

作为本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人的地位；如果保持农

也有人认为合作化过了头，主张农民退回到初

民作为本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人的地位，土地承包

级社阶段。有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农民集体是来

经营权就不可以流动，从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
无法实现。

源于 1962 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农民“不享有类

似于土地股权这样的财产权利”
“ 农民在集体中的

通过三权分置终于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土地

成员资格也是虚的”。其实进入高级社以后就已经

权属不能简单分为所有权与使用权两个权利，需要

实现土地农民集体共有，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红。这

根据分工交易中的不同权益需要，对于使用权继续

种理论来自西方产权理论，但西方产权理论可以解

分离。即分为具有所有者身份长期使用权的土地

释私有制作为经营权的产权，不能解释作为公有制

承包经营权，以及可以转让的有时限的土地经营

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权。于是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与市场经济结合之后，

有些人在农村集体经营资产改革中，主张资产

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在农村土地公有制条件下

按份所有，但资产按份所有不符合公有制的特点。

实现土地产权化的道路。

可以有“一人一票”的决策权，
“ 一股一份”的收益
权，却不可以有按股所有的资产权。

三、
新征途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一些学者可能为了强调农民在农村集体中的
重要地位，不适当地提高了作为承包权的用益权的

我们正站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两个一百年”

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产生土地集

的历史交汇点。在未来的新征途中，必须继续坚持

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高于土地所有权。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探索建设

有些学者根据一些地区农村集体缺乏管理，认为集

与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农业和农村的实际

体管理已经不必要，不适当地放大土地经营权，放

相适应的土地制度的具体形式。

弃从全局和长远考虑，不符合宪法规定。

1.必须坚持土地农民集体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民在党领导下
的历史性选择，这是农村土地制度具体形式探索和

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提出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完善的基本前提，不容犹豫动摇，必须坚持不懈。

公有制。就农村土地公有制而言，还有特殊的意

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缺少或者削弱农村集体所有

义：一是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土地即“一切生产

制，将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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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征途土地制度的新未来

进一步提高。再次，随着农业专业化深入发展与市

新征途中国农业农村将加速现代化。随着中

场化分工的紧密结合，农业要素主要是其中土地使

国工业化和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和农村生

用权的不断市场化，必然不断推动它的产权多样化

产力将出现更大发展和形态多元的变化。

发展。最后，根据农业专业化的需要，将有形形色

农村将进一步非农化，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农

色的农业新形态组织出现，其中将出现各种劳动

业，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虽然不可能达到欧美的

力、资本和技术联合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形式。这些

程度，农业规模化程度会有进一步提高。农业集约

变化会深刻地影响着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具体

化、智能化、数据化趋势会进一步强化，会出现越来

形式。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引导广大农民为自己美

越多无人或少人的农业种养，这又进一步增加农业

好的前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不畏

规模化的可能。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观念的提高，

困难、敢于探索、敢于创新，一定会创造出能容纳和

农业生产过程生态与智能结合，农产品的绿色安全

促进未来现代农业更大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

要求的提高，农业对于周边环境的多功能要求将越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

来越高，从而对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形式有更加丰富

做出重大贡献。

和多元的要求。几乎与中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相
仿的农村建设用地与宅基地中相当一部分市场化
后，
将出现形态多元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产权。
新征途中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
式，将根据这些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
与调整。首先，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中，家庭承
包的种养规模进一步提高。其次，农业集约化、专
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态绿色监管要求的提高，
以及农业土地流转的增加，集体统一经营的要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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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ndred Years Retrospect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Zhang Zhangeng

Abstract: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is rare in the worl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by farmers
through land reform and cooperation.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system, the land revolution combined
with the armed separatist regime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by regional farmers,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land ownership all have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is also a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In China,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is first of all the liberation of farmers. Farmers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by regional farmers, the collective regulation of total labor, the double-layer management system in
which individual labor is contracted by families, an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of three rights division are all the re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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