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租减息与抗日
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

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李柏林

内容提要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 改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削弱了佃农的人身束缚,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

地的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 减租减息 抗日根据地 生产力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 在不改变封建地主土地

所有制即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抗日根据地政府的法令削弱封建剥削,来解决农民

的土地问题。执行这个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

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是对存在于中国农村两千多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改良。这种改良在一定程

度上适应了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本文拟以淮北抗日根据地

为中心,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变化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淮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经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变化,公布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没

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政策改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 巩

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淮北是开辟较晚的一块根据地,在武汉沦陷两年后才大

规模发展,比华北整整晚了两年。淮北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相对其他根据地来说,开展得较晚。

减租方面, 1940年开始制定减租减息的办法, 并初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主要是由政府公布法

令,通过工作队和保甲长来减租。1941年全边区的 22个区、98个乡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当年减

了 9000余石,得利佃农 9000余户。 1942年增至 39个区, 196个乡, 减租数达 29929 89石, 退租

1436 9石,共计 31366 79石,得利佃农 19240余户。1943年增至 65个区, 412个乡开展了减租减

息、改善民生运动,减退租共计 50896石,得利佃户 42756户。到了 1944年增至 899个乡,共减退

租 112118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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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息方面, 1941年底,淮北苏皖边区政府就颁布了  淮北苏皖边区修正改善人民生活各种办

法 !,明确规定了减息办法,规定: 借钱还钱, 分半付息, 月利一分半, 每元月利一分五厘。借粮还

粮,二成付息, 借粮一石, 还粮一石二斗。老债还本 (民国 29年以前者 ) ,利过本,停付利,分期还

本;利倍本, 停付利,减半还本。∀ 当年减了一批,到 1944年因收成较好, 同时政府也发放了春荒贷

款,修筑河堤,以工代赈,因而借贷的人很少,高利贷几乎销声匿迹,借贷关系大为改善。∃

减租减息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 虽然并没有改变乡村传统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它改

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在

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 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二 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

(一 )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减租减息前,淮北地区各阶层的土地占有比例很不平衡。从总体上看, 苏北边境比较分散, 皖

北边境比较集中。以下为泗宿、淮泗、泗南三个县三个乡六个村的调查统计,

表一 三县三乡六村各阶层占有土地比例表%

阶层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泗宿

新行村 92 6% 1 3% 3 7% 1 4% 1%

胡圩村 26% 22% 43% 9%

大旭庄 9% 13% 42% 36%

淮泗

新四乡 52% 18% 19% 11%

白水乡 23 4% 16 3% 33 3% 27%

郝桥乡 20% 23% 46% 11%

泗南

张塘村 48 2% 19 4% 19 3% 12 3% 0 8%

汤圩村 30% 24% 40% 5% 1%

莲井村 18 8% 19 6% 39 9% 21 7%

平 均 35 56% 17 4% 31 8% 14 93% 0 31%

(注:此表为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所制定 )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地各阶层占有土地状况差别相当大。地主占地最多可达 92 6% ,最少为

9% ,平均为 35 5%; 富农最多占地 24% ,最少为 1 3% ;平均为 17 3% ;中农最多占地 46% ,最少为

3 7%,平均为 31 7% ;贫农最多占地 36%,最少为 1 4%, 平均为 15 01% ;

下面结合各阶层户数比例进行分析。下表为以上三县三个乡四个村和泗阳县二联乡的各阶层

户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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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县四乡四村各阶层户数比例表 ∀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新行村 7 08% 4 82% 31 5% 40% 16 6%

汤圩村 5% 8 % 37% 40 5% 9 5%

莲井村 2 5% 7 4% 44 5% 45 6%

二联乡 ∃ 7 1% 3 5% 47 1% 34% 2 2% 6 1%

张塘村 2 3% 7% 34 5% 50 5% 3 6% 2 1%

新四乡 9% 10% 30% 51%

白水乡 5 1% 9 5% 13 2% 72 2%

郝桥乡 5 7% 5 9% 52 6% 35 8%

最 高 9% 10% 52 6% 72 2% 16 6% 6 1%

最 低 2 3% 3 5% 13 2% 34% 2 2% 2 1%

平 均 5 47% 7 02% 36 30% 46 22% 3 98% 1 01%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乡、村之间,各阶层户数比例差异较大。地主户数比例最高者 9% ,最低

者 2 3%; 平均为 5 47% ;富农户数比例最高者 10% ,最低者 3 5%, 平均 7 02% ;中农户数比例最

高者 52 6% ,最低者 13 2% ,平均 36 3% ;贫农户数比例最高者 72 2% ,最低者 34%,平均 46 22%

左右; 雇农户数比例最高者 16% ,最低者 2 2%,平均 3 98%。综合各阶层占有土地比例考察,当地

各阶层的土地占有状况如下:

表三 各阶层户数及占有土地比例综合一览表 %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户数比例 5 47% 7 02% 36 3% 46 22% 3 98%

占地比例 35 56% 17 4% 31 8% 14 93% 0 31%

从上表可以看出, 约占户数 5 5% 的地主, 占有 35 56% 的土地; 占户数 7% 的富农, 占有

17 4%的土地; 36 3%的中农, 占有 31 8% 的土地; 占 46 22%的贫农, 共占有约 15%的土地; 占

4%的雇农, 占有 0 31%的土地。& 也就是说, 12%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约 52%以上的土地。可见

土地的集中程度,相对于华北地区的 8%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 27%左右的土地来说 ∋ ,还是比较

高的。

减租减息以后,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 以往占绝对优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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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地所有制遭到削弱。据淮北根据地 1944年前后对泗阳县二联乡陈庄和西沙两村的调查,各阶

层土地变动情况如下。

表四 二联乡陈庄、西沙两村各阶层土地变动表∀

分
阶 项

级
买入户数 买入亩数

占买入户

比例

占买入地

比例
卖地户数 卖地亩数

占卖出户数

百分比

占卖出亩数

百分比

地主 6 124 37 5 67 6

富农

自耕 1 4

半佃 1 3

全佃 1 12

11 5 17 2 3 21 18 75 11 4

中农

自耕 4 35

半佃 2 20

全佃 4 32 5

38 5 33 2 5 35 5 31 25 19 3

贫农
自耕 2 9

佃农 5 18
27 10 3 1 2 6 25 1 1

雇农 1 1 6 25 0 6

其他

商贩 2 9 2

木匠 1 39 5

独立 2 7 5

军官 1 74

23 49 3

合计 26 263 7 100 100 16 183 5 100 100

从陈庄、西沙两村的土地买卖中可以看出, 在买入土地的 26户中,中、贫农 17户, 占 65 5%,

几乎占 2 /3,买入土地 114 5亩, 即便一个本乡在外的伪军军官和木匠 (利用土地剥削徒弟的劳动 )

买入的土地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中贫农购地的数量比例依然占 43 5%。在购地的 17户中、贫农

中,佃农就有 11户,约占 64 7% ,购地 70 5亩, 约占整个中贫农购地总数的 61 6%。购地的 13户

佃农, 其购地款均为减租减息后的余款或余粮 ∃ ,这里的余粮或余款部分来自于减租减息所得的直

接利益,如退租所得, 一部分来自于减租减息后负担减轻而增加的剩余。% 如徐兰田兄弟数人, 到

陈庄种地二十余年,过去年年拉帐,不够吃,现在也能有一点余钱买地了,兄弟三人在 1942春,一共

买了 10亩地。& 卖出土地的户数和数量均以地主占多数, 为 6户和 124亩, 分别占 37 5% 和

67 6%。这说明在减租减息后,传统的扩置土地、依靠地租剥削聚敛财富的方式已不再流行。另据

淮宝丰乐乡一个村和泗宿新行二村的调查:减租前两村共有地主 22户, 有地 10708亩,减租后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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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5亩,共减少地 2323亩, 平均每户减少约 106亩。∀ 农民方面, 仅新行二村就有 21户买进地

225 7亩, 88户当进地 677 3亩, 20户算旧账进地 223 7亩。∃ 一买一卖, 一进一出, 土地从地主手

中流向农民,呈现出逐渐分散的趋势,农民手中掌握的土地逐渐增加,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比例发生

了变化。

在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资源并不丰富, 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公平合理地分配土

地,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然而,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

土地的分配极不合理,土地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加上耕地数量因战乱频仍日趋减少, 导致农村

生产力日益衰落。淮北地区的情形与此大同小异, 根据地的减租减息,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不

合理的土地关系,促使土地逐渐向农民手中分散,相对改变了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的状况, 为此后的

土地改革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前提。

(二 )农民负担的减轻

1 地租率的减轻和额外剥削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在淮北地区,除少数地主是经营地主外, 绝大多数是分租地主。这就使淮北地区的佃户

在农户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根据淮宝全县、淮泗县三个乡、泗灵县濉北区五个村以及泗阳二

联乡的调查统计, 减租前, 淮北地区的佃户在农户中所占的比例, 约占该地区农村总户口的

32 4% % , 与战前 1936安徽、江苏两省的平均比例 36%较为接近, 远远高于 1936年的华北三

省 (河北、山东、山西 )的 12%的比例, 低于同一时间的华南三省 (福建、广东、广西 )的大约

43%的比例。& 这些佃户农民每年要向地主交纳大量的地租 , 租税成为佃农的沉重负担。关

于地租率, 从全国情况来看, 上世纪 30年代初全国的平均地租率, 水田分租率为 48 3% , 谷

租率为 46 1% , 钱租率 (钱租对于地价的比率 )为 11 2% ; 旱地分租率为 45 6% , 谷租率为

43 8% , 钱租率为 11 1% 。∋ 此后租率虽有所上升, 但基本上维持在 50%左右, 部分租额较高

的地域则接近 60%。( 除地租负担之外, 地主还有许多变相的剥削, 如征收 )预租 ∗、)押租 ∗,

即事先纳预、押租 ,从而使本就穷困的佃农更感捉襟见肘。+ 同全国相比, 淮北地区的情况是

大同小异。本地土地以旱地为主, )农产物以小麦、黄豆、高梁、玉蜀黍、落花生、山芋为主, 年

二获; 以春麦秋豆计, 肥田每季可一石, 瘠田可四斗, 若以六斗计 , 年可一石二斗 ∗。, 地租形

式分两种 :包租和分租。一般分租多于包租 , 包租租额最低的一斗 , 有多到四斗甚至七斗的。

如泗阳县二联乡的徐庆柱, 租地主陈序九半亩地盖住宅 ,每年要交四斗粮。− 分租是该地区主

要的地租形式,有对半分、四六分、三七分等, 以对半分为最多。地租形态一般是实物地租, 主

要是粮食。 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 必须写一张承揽, 淮泗地区的承揽内容为: )承揽上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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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出庄, 某某介绍 ,牛梨一张,红白喜事, 挑水开浆, 如果不到, 绑上马椿。∗∀ 从承揽内容看, 佃

户除必须按时交租外, 平时还必须随时接受打差, 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役, 诸如红白喜事、盖屋、

堆草、泥墙架屋脊 ,甚至地主自种地的耕种锄割都要佃户来做。泗阳县二联乡陈庄地主陈配

西, )家种十二亩地, 烧砖瓦窑盖大厦 , 都是庄上人帮他打差 ..他家窑塘种了二、三亩稻子,

没有水, 叫佃户给挑水去浇。半夜有事, 到黄圩, 到新集, 都要佃户连夜出发 ∗。∃ 至于包租承
揽, 则大多写有 )无问蝗蝻水旱,概不减租 ∗%的条款。这意味着无论遇上多大的灾荒, 佃户都

必须一分不少地交租。

减租以后,根据减租法令的规定,农民租种地主土地, 分租者原来对半分改三五、六五分;四六

分改三七分;三七分改二五、七五分。原租不到三七分者不减。淮宝地区仍实行三七分租。包租者

一律减二五即照原租减去二成五,原租四斗减一斗,钱租改粮租不超过三七分租。& 从以上减租法

令可以看出,除淮宝地区外,其他地区无论分租、包租,其租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据淮北边区行

署的统计, 1941年全边区的 26区、98乡、687保, 共减租 9000余石, 得利佃农 9000余户, 平均每户

得利 1石左右。∋ 1942年进行减租减息的共 39个区, 196个乡,减退租数达 31366 79石, 得到减租

利益的有 19240余户,平均每户多收粮食 1 6石。( 1943年夏, 全边区有 65个区, 393个乡开展了

减租减息、改善民生运动, 减退租共计 50896石,得利佃户 427562户。 1944年全区 899个乡,共减

退租 112118石。+ 1945年春, 仅路西 8个县就减退租 13909石。,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从

1941至 1943年连续三年,边区的佃户从减租中每年都可以多得一石多粮食。与此同时, 根据减租

法令还废除了年礼、节礼、分场酒等额外负担及无报酬之劳役,这又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并避免了地主在农忙时要求佃户为其服役而影响生产。由于地租率的减轻及额外剥削的取消, 农

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时,收成愈好,自己所得愈多,其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2 利息的降低和高利贷的取缔,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使农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淮北地区的高利贷形式主要分为粮利和钱利两大类。钱利名称有连根翻, 即借一元每月出三

角利, 三月一算, 三月不还,利上加利。 )麦垫子 ∗即借出钱, 归还时除还本外, 再归还一定数量的粮

食作利。此外还有六分利、加一利、见涨等。粮利最常见的是随春价,见涨不跌。即春天借出粮食,

以当时的粮价折钱,到新粮上市时,以新的粮价折粮还粮。还有作价,即借出粮食,将粮价算得比市

价更高 (有高出一倍左右的 ) ,到期还粮。一个两个,即春天借一斗粮, 麦后即要还二斗,如五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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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偿还,则本利即涨到 32倍, 故又叫 )五年三十二 ∗;此外还有小斗进大斗出等。∀

本地农民的负债率较高,根据 1942年的调查,各地有 50%至 80%的家庭借高利贷。高利贷的

盛行,使本就不堪重负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根据 1942年泗阳孙

园乡调查,全乡 263户,债务人有 219户,占全乡 83%强,其中地主 3户、富农 11户、中农 86户、贫

农 112户、商人 5户;债权人 159户 (其中有些外乡户口 ) ,其中地主 11户、富农 36户、中农 69户、

商人 20户、贫农 14户、工人 9户。从以上调查可知: 债权人中农最多,富农次之,地主又次之,少数

贫农、工人也放债。债务人中, 贫农最多, 中农次之,少数地主、富农也借债。借贷的用途有 80%以

上用作口粮,此外还有因红白喜事、做生意和买工具而借债者。∃ 又据 1942年夏淮宝黄集区绥靖

乡高利贷调查,被调查的唐庄、冯庄两庄住户 93家, 其中负债户 50家,占总住户的 53 8%。债主 4

家,均为邻庄,平均欠债时间 12年另 10个月 (以户数除总数 )。借钱粮数总数 3714元, 平均 74 5

元 (粮食皆折钱 )。实际的还钱粮数: 钱, 总数 18368 8元, 平均 367 7元; 粮, 总数 191石, 平均

3 82石,而且债户押出土地用缴租形式所付的很大一笔利钱、利款尚不在内。帮工抵债人数和时

间:人数总数 15人,约占负债户的三分之一。时间总数 29年平均 7个月。抵债物件:牛 3头, 驴 3

头,猪 8头, 牛槽一座,犁一具,桌一张,桑树一棵,水缸 3个。% 仅还钱这一项, 便超出借款总数近 5

倍,加上粮食、抵债帮工和物品,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高利贷的剥削之重,它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生

产,甚至连维持原有状况都不可能,从而导致了农村生产力的衰落。

不仅如此,农民由于欠债而被剥夺土地的情况,在当地也十分严重。这里的高利贷问题与土地

问题密切相关,债主对农民剥削的一个完整过程是:放债 取利 押地 兼并土地。下面这

个例子应当具有典型意义。民国十八年 ( 1929年 )曹有旺借张如波 15元,十九年加利 7元上去,再

补 28元便被迫写典田契,契文如下:

立典田文契人曹有旺,今因无钱应用不足,央请中人唐德勋、王金登、唐朝润三人说合, 愿

将自己祖遗涧河西土山田一块二亩, 桥头田一块四亩,南拱田一块五亩,长汪田一块三亩,座落

太安三乡,情愿典到张名下在上耕种为业,当日同中言明,共典大洋五十元, 当日钱契两交毫无

悬欠。其田自典之后, 三年为满,洋到取赎,若无原洋,不计年限。在地钱粮业主完纳,此系两

相情愿,非敢逼勒成交,恐后无凭,立此典留文契为照。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立典文契人: 曹有旺 凭中人:唐德勋 王金登 唐朝润&

土地典给债主后,曹有旺又以指田包租的形式,将典出去的土地租回耕种,其包租承揽如下:

立包租承揽人曹有旺,无田耕种,央请引领人情愿包到张田长名下将豆麦田十四亩,情愿

包额租大洋麦季九元,秋季九元五,八月送到库内, 丰年不增, 稔年不减,蝗蝻水涝如有拖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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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人一面承管,今欲有凭立包租承揽为照。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立包承揽人 曹有旺 凭保人 唐德勋 王金登 唐朝润∀

这样,曹有旺就变成了债主张如波的佃户。民国十九年秋给了九元利, 二十年夏未给,秋大水

未给, 二十一年春秋均未给,三年取赎的期限已满, 便被迫立下绝卖契。契文如下:

立议单绝卖田 (豆麦田 )文契人 (曹廷富、曹廷贵 )因为正用愿将 (南横田、三坟田、汤家稻

田 ) (一块 )坐落 (太三 )地方 (孙庄 ) ,开后凭中牙绝卖予 (张 )名下永远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

值估价 (共合大洋八十一元 )整, 即日钱契两交毫无悬欠, 亦非折准等情,其 (田 )的系 (情愿 )

将己产业无他人 (寸土 )在内,自议准绝卖之后, 听凭买主置造, 永断葛藤如有亲房门族并原业

主等人争论管言,尽一字异说以及交差异不明地界不清,俱在卖主一面承管, 与买主无涉。次

系两厢情愿,各无反悔,非敢逼勒成交。今欲有凭, 立此议单绝卖文契, 永远为照..

立绝卖田文契人 曹廷富 曹廷贵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

中人 唐德勋 唐朝润 唐德标 王广聚

正契 (张如波 )收执

(注:这张契约是用木版雕刻好然后印在纸上的, 括弧里的字是用毛笔填写的字迹。填写

这张契约时曹有旺已故,廷富、廷贵系其子 )∃

同时,曹廷富、曹廷贵又立下承揽,将绝卖出去的土地租回耕种 (承揽文契略 )并立下回赎条,

以十年为期,原价回赎,过期则将彻底失去这些土地。直到民国二十九年 ( 1940年 ), 兄弟俩卖了牲

口才把地赎回。上面这个个案为我们展示了债主兼并债户土地的完整过程, 也是近现代农村农民

由于欠债而被剥夺土地的真实写照。

根据原淮北边区党委机关报 群众导报!社长江风所作的调查,从 1932 1937年 5年间,唐、冯

两庄农民自有土地从十年前的 1917 3亩减少到 1789 3亩,共减少 197 4亩, 平均每家债户减少约

4亩,减少的土地都集中到了债主手中。押出的土地从 783 9亩微降至 780 9亩, 但与自有土地相

比的比率则由十年前的 40 8%增至五年前的 43 5%。% 农民手中自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减少, 既

是农村经济颓败的一种标志,同时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生产力的降低。根据地实行减息以后,新债的

利息大为降低,借钱还钱, 分半付息。月利一分半即每元月利一分五厘。借粮还粮,二成付息即借

粮一石,还粮一石二斗。而老债 ( 1940年以前者 )只需要归还本金,利息超过本金不到一倍的,停付

利息, 只须分期归还本金; 利息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的, 停付利息, 减半还本。& 前述两庄从 1937

年 1942年自有土地减少了 70亩, 基本上是减息前失去的,押出土地由 5年前的 780 9亩陡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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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很显然, 这主要是由于减租减息的结果。它无疑极大地减轻了欠债农民的负担,它搬掉了压在

农民头上一座债务大山,从根本上遏止了高利贷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长期以来被高利贷压得透不

过气来的农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同时, 高利贷的取缔,使农民避免了因借贷而被剥夺土地的恶性

循环, 为农村生产力的恢复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三 )佃权得到保障,佃农人身束缚减轻

对于佃户来说,佃权 (这里的佃权仅指承佃权,笔者注 )就是耕种土地的权利,没有了佃权, 也

就无地可耕。保佃是制止地主威胁农民的重要手段, 是使农民敢于进行减租斗争的前提。如果只

减租不保障佃权,地主可随时以收回土地为由威胁减租农民。农民害怕因减租失去土地, 其减租的

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由于减租运动中注意保障了佃户的佃权, 从而使农民得以相对摆脱对地主

的人身依附,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调动了其减租的积极性。

以往,农村的佃权基本上控制在地主手中,租佃关系一经建立, 一切决断之权, 都操之于地主,

佃户不能自由决定。凭借对佃权的控制, 地主牢牢控制着佃户, 迫使佃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地

主。诚如学人所言,近现代的中国, )极大部分租佃关系, 带着极浓厚的农奴制的气味 (强迫佃农暇

时为地主服役,规定佃户须终身受地主指挥 )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刻着律条, 说佃农一定要羁绊于土

地之上,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佃农 (在沪海道,即上海附近区域,甚至说百分之九十 )是终身作佃户,

(在许多地方,如湖南,甚至公然受佃约的束缚 )这指示大部分佃农实际上是被地主权力 (政治的及

经济的 )羁缚于土地之上∗。∀ 另据 1927年江苏省田租调查报告称, )佃户本不为业主所重视,不过

为业主之一种工具而已。而江北各县则且视佃户为农奴矣。佃户至业主家, 立而言, 不敢抗礼高

坐;欲食,则入厨下杂奴婢中食。业主家中有事,则传呼服役 ∗。∃ 有的地方在承揽约中, 甚至规定,

佃户须永远服从地主指挥,地主可以任意驱逐佃户,佃户不得随意更易土地。如安徽的批帐佃农,

)佃农不能自由废除佃种, 而且又须世袭, 只有地主有此废除的权利 ∗。%

在淮北地区,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必须写一张承揽, 淮泗地区的承揽内容为: )承揽上庄, 不

许出庄,某某介绍,牛犁一张, 红白喜事, 挑水开浆, 如果不到,绑上马椿 ∗&, 从承揽内容就可以看

出,佃户与地主的之间关系无异于主仆, )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口 ∗,地主 )说碟子就是碟子,说碗

就是碗 ∗。∋ 以上情形表明, 由于地权操之于地主,导致佃权亦为地主所控制, 因而形成了农民对地

主在政治、经济甚至是人身上的依附关系,使得农民作为一个整体,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完全处于一

种弱势地位和失语状态,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

针对上述情形,在减租减息过程中,淮北苏皖边区行署先后颁布了 淮北苏皖边区修正改善人

民生活各种办法 !、 淮北苏皖边区减租缴租条例!、 淮北苏皖边区土地租佃条例!等法令,以专门

条款对保障佃户的佃权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在 1943年 6月 1日颁布的  淮北苏皖边区土地租佃条

例 !中, 更以专章对佃租契约及佃权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出租人

不得任意收回租地,除非, )一、定有期限之契约, 已经满期, 或为不定期限之契约由出租人收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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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而又确系自耕, 或雇人耕种者 (有永佃权者不在此限 )。二、承租人非因不可抗力,无故继续

一年任其荒芜而又不交地租者。三、承租人将土地租转他人者。四、减租后承租人力能交租,而故

意不交者。五、承租人死亡无继承人者。六、承租人自动放弃承租权者∗。∀ 同时, 为了防止出租人

借口自耕或假典假卖收回土地,条例又进一步规定:出租人依上述第一款收回土地时, 如 )承租人

确系贫困而无力生活者,由政府召集双方予以调解,得延长佃期 ∗。并规定在同等条件下, )出租人

于典卖其租地于他人时,原承租人有承典承买之优先权 ∗。 )出租典卖其土地于他人时,承买承典

若非自耕或雇人耕种者,原承租人有继续承租优先权 ∗, )租佃契约期满, 出租人仍将土地出租时,

原承租人有继续承租之优先权 ∗, )出租人收回自种之土地, 三年内再行出租时,原承租人有承租之

优先权 ∗。∃ 这些规定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地主利用地权要挟农民,切实保障了佃权, 从而解除了农

民的后顾之忧,推动了减租减息的顺利进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 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和劳动力结

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而且, )物 ∗在生产中的作用, 不仅离不开 )人 ∗的因素,还取决

于人的劳动技能和在劳动中发挥这种技能的积极性。%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解放生产力, 在生产

技术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放 )人∗,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地租的减轻和额外
剥削的取消,利息的降低和高利贷的取缔,以及保障农民佃权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较大程度地减

轻了原有生产关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极大地激发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正如王稼祥同志在谈到晋察冀减租

减息时所说: )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

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正是这种强大的原动力, 促使每个农民从自己的切

身利益出发,热情高涨地去关心生产,积极劳动,从而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

(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

1 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在近现代的乡村, 由于剥削的加重, 加上苛捐杂税, 很多农民趋于破

产,被迫放弃耕种或离村, 荒地的数量日益增加。根据日本人伊藤武雄的调查, 从 1914年至 1918

年,中国荒地面积由 358235867亩增加到 848935748亩, 5年之内全国荒地增加 5亿亩。∋ 而在抗

战初期,由于日军的入侵及其大肆的烧杀抢掠,再加上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使

豫东、皖北 40余县尽成泽国, 导致了当地大量土地荒芜。减租减息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

高,一些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自发起来开垦荒地, 从而使根据地的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如泗南

县濉河区一个贫农,自家只有七亩地,减租减息后, )把地卖掉一部分, 买一个大水牛去开荒, 结果

附近庄子的居民都跟他学起来, 掀起了开荒热潮 ∗。( 全县参加开荒的户数约千户, 人数达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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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垦荒地达 230多顷。∀ 又如泗阳王庄,从 1941年至 1944年,三年中增加耕地 306亩。∃ 边区

政府对农民的垦荒活动及时予以鼓励和引导, 先后颁布了  垦殖暂行条例 !和  垦殖实施办法 !, 鼓
励和奖励垦荒。到 1943年,整个边区共开垦荒地 474顷。% 垦荒面积的增加,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表

现,同时也意味着农民手中可用于耕种的土地的增加。当有着高度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劳动者

与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土地结合起来时,根据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

2 根据地的生产工具迅速增加。首先是畜力增加。牲畜特别是耕牛和骡马, 在传统的农业生

产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代替人力耕作, 又可积粪肥田。毛驴可用于驮运与拉磨,也能协

助农业生产耕作。减租减息后,农民或利用减租减息的余款, 或从边区银行贷款,甚至如前述泗南

县濉河区那位农民一样卖地,买牛、买马、买车。如泗宿新行东西二村在减租之后, 75家佃户增加

51头牛, 5匹马, 56头驴。泗南县半城区莲花井村 28户佃农, 买牛 30头, 买驴 23头&,此外,减租

减息后的农民也不断添置其他生产工具。如泗宿新行东西二村增加大车 20辆,小车 34辆, 纺车

58辆,织布机 15架。∋ 生产工具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对象进行直接加工的工具,是发展生

产的重要基础。生产工具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

3 水利工程得到兴修。淮北地区紧邻淮河, 以往水利年久失修, )每年秋禾十种九没, (夏 )麦

的丰减,亦以水涨早晚为断 ∗(,农业生产没有保障。减租减息后,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积极

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力兴修水利工程。 )过去打着都不干,现在膀子抬破了还要干呢 ∗。+ 仅
1942年一年,就疏浚了安河,挖了山阳沟、勺驼沟、乾宁河、古老圩河、志河、出水河、外圩河、张玉河

等水利工程,其中安河一项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就达 600平方里。, 1943年, )计开大小河 105条,筑

堤坝 10条, 总长 253194 5丈, 挖河土 1250163方,人工 1672189个 ∗。− 这些工程完工后, )受益地

亩达 23544顷,可增加收获量 36万石以上∗。 特别是 1944年, 全边区共挖大小河沟 414条,计长

4226里,受益田亩达 37892顷。 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多的人工,在敌人的包围中, 没有农民的支

持是很难完成的。水利工程的兴修, 使许多靠天吃饭的土地, 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农业生产大大

增长。

(二 )、工商业迅速的发展

减租减息的实行,使地租和利息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亦使地主和高利贷者依靠地租和高利

贷剥削聚敛财富的手段,在乡村没有了市场。在边区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下,一些地主、富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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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开始把手中的积余钱款,投资于工商业,从而促使根据地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工业方面,随着地主特别是中小地主资金的投入,加上一些富农和中农的跟进, 根据地的工

业主要是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泗阳县二联乡为例, 该地原有油坊五家 (均为富农或中农

所开办 ) ,至 1944年 2月,连同原有油坊在内, 共增至 11家 (其中三家为地主开办 ) ,且规模更大,

资金更为雄厚。如中农王齐礼的油坊原来是 )小压龙式的小规模经营, 现在改换成了大的工具, 富

农孙克发油坊的工具也增多了 ∗。∀ 减租减息后,由于生产的发展, 加上剥削的减轻, 农民手中的剩

余产品日益增多,以加工农产品为主的农村副业也因此发展起来。如泗南半城区莲花井村新开设

油坊、糟坊各一所 ∃ ,泗阳二联乡油坊增加 7所,糟坊新出现 4所, 磨面坊 20所。% 与此同时, 家庭

纺织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泗宿新行东西二村, 新增纺车 58辆,织布机 15架。&

在商业方面,淮北地区的农民在减租减息前,做生意的很少, 一方面是受歧视商人的传统观念

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手中根本没有本钱。减租减息后, 农民手中有了余钱,兼营商业在许多

地方成为普遍现象。 )过去农民兼作商业活动的, 只占百分之三左右, 现在多数村庄, 要占到二分

之一到五分之四的数目∗。∋ 在泗阳县二联乡,许多农民, )特别是得到减租利益的佃农, 他们有了

一些余款,秋冬之间, 常常十数人一群, 投奔盐路上去 (指运盐 ), 他们得到很多利益, 也干得很起

劲 ∗,或到 ) (洪泽 )湖西去装草,也有很大的利益 ∗。(

集镇得到恢复与扩大。减租减息后, 遭战争破坏而近乎萧条的集市贸易,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

发展, 逐步得以恢复, 并不断扩大和发展。如 )被敌人摧残了的青阳、双沟, 废墟上建立起茅庐, 日

趋繁华茂盛 ∗。新的集镇也不断产生, )从前只有三四户人家用的大咀子,变成三四条街的闹市 ∗。

这样的新集镇,仅泗南县就新增十个以上。+ 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既是根据地社会生产力恢复

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物质上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削弱了佃

农的人身束缚,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推动促进了根据地

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则进一步引起根据地在经

济、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精神状态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并引发了整个社会在广度和深

度上的深刻变革,为根据地的存在和继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作者李柏林, 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35#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

∃

%

&

∋

(

+

江风:  淮北农村调查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内部发行, 1984年,第 113 114页。

刘瑞龙:  淮北五年来群众工作总结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集 ! (第三辑第二

册 ) ,内部发行, 1985年,第 37 38页。

江风:  淮北农村调查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内部发行, 1984年,第 114页。

刘瑞龙:  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二 ) !, 安徽人民

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69 270页。

江风:  淮北农村调查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内部发行, 1984年,第 115页。

江风:  淮北农村调查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内部发行, 1984年,第 117页。

刘瑞龙:  淮北五年来群众工作总结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集 ! (第三辑第二

册 ) ,内部发行, 1985年,第 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