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
从地权规则确定性的视角

———关于 1867-2008年间栗村的地权纠纷史的素描

熊万胜

提要: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是困难的 ,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
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本文从逻辑上提出 , 稳定的地权需要以
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 , 所以 ,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
否稳定这一问题的内核。参与地权界定的规则是多元的 , 这时 , 必需一种相
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 , 否则 , 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
择的对象 , 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 ,我们假定 , 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
的规则 , 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土
地纠纷史的素描和分期来检验这个假定 , 从中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 ,而
这个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 、转换和湮灭。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　地权规则结构　地权纠纷

　　所谓地权的稳定性是指地权的控制者对于土地的占有 、使用 、收

益 、处置等权利是否有比较稳定的预期 ,并且这些预期是否比较可靠 。

地权稳定性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有众多的学科领

域涉及到这个问题 ,最直接的研究包括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古

代农村地权稳定性的探讨 、对于当代农地承包期变动的研究 ,以及村集

体内部“调田”的研究 ,还有对于征地导致农民失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思考等。比较间接的研究重心在于产权是如何建构的 ,重要的研究有

“产权的社会视角”理论脉络 ,以及法律人类学中对于习惯法和国家法

关系的思考。这些研究揭示出 ,农村产权的完整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过程 ,至少涉及到共同观念 、权力与势力相交织的利益政治 、国家法

的相互作用。我们看到 ,尽管领域不同 ,但每一个领域都不满足于自己

领域的传统解释 ,而是曲折地走向综合 。在这个综合过程中 ,存在一个

不断聚焦的问题意识:当传统习俗 、既有惯例 ,以及基层公共权力在社

会转型过程中趋于弱化 ,同时法制建设得以强化的时候 ,小农的地权是

变得更为稳定 ,抑或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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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径:规则确定性与地权稳定性

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并非易事 ,因为 ,我们根本就没有足

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董国礼(2000)从制度均衡

的角度来透视农村 1949-1998年的地权稳定性 ,应该说是一个有效的

视角 ,地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关于地权的制度均衡的时期 。问题是他

把制度均衡与否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

是过于粗略了 ,因为如果我们把视界拉伸到 1949年前和 1998年后 ,就

会看到 ,地权的分配绝不只是在国家与农民之间 ,制度的均衡将有多

种 ,而且促成这个均衡的力量也更为复杂。为了更好地逼近生活的复

杂性 ,可以从逻辑上提出 ,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 ,

所以 ,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么一个问

题的内核。比如 ,界定地权的规则可以有法律裁定 、政策决定 、干部决

定 、集体意愿 、习俗等等 ,它们都参与了地权的确定 。这时 ,需要一种相

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 ,否则 ,谁说了都不算 ,规则只

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 ,而不能约束主体 。所以 ,我们假定 ,在

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 ,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个分

析路径来自于相关文献脉络的聚焦 。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有比较成熟的文献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

地权稳定性 。有观点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是高度不稳定的 。

程念祺(2006:41)这样概括:“在`富者田连阡陌' 的古今常态中 ,辗转翻

覆着`田无常主' ,甚至于`千年田 ,八百主' 的历史常态” 。他认为 ,这种

地权的转换并不是以平等互利的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 ,常常是一个不

得已的过程。“其中虽然充斥着经常性的小土地买卖 ,却只有不断重演

的以特权为基础的土地兼并 ,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这种观点也成为今

天很多人反对农地私有化的重要依据(温铁军 , 2004;曹锦清 ,2005)。

另有观点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 ,秦晖(2003:42-53)、赵冈(2006)等认

为中国古代地权总体上是不断分散的 ,而不是集中 。问题是 ,即便地权

分散 ,也不等于地权稳定 。不论是对传统地权稳定性乐观的一方还是

悲观的一方 ,其实都不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势力① 对于地权的维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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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使用的势力 ,是指由利益集团或个体拥有的权力 ,相对于公权力而言。



稳定有着主导性的作用 ,它具有足以藐视法律的能量 。根据杜赞奇

(2003)在华北的研究 ,这种影响只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才会变得严重

起来 。乡村权力本来是在文化网络中展开的 ,由于国家政权建设过程

中汲取的强化 ,促成了更能完成汲取任务的品德恶劣人物得势 ,势力打

压了文化网络。旧的汲取规则被打破 ,农民的权益被侵害。今天 ,对农

村的强化汲取基本结束 ,但农村中权力精英的品质提升却没有得到验

证 ,同时 ,各种混混 、地痞却日渐增多(陈柏峰 ,2008),这个时候 ,农民的

产权包括地权稳定性有何变化呢?

如果说经济史的研究突出了主体能动性对于地权稳定性的打破 ,

那么 ,“产权的社会视角”脉络则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性规则的约束 。

这个脉络是在对产权的经济和法律决定论 ,特别是李稻葵(1997)关于

集体产权是“事前模糊的”判断的对话中形成的。社会学家相信 ,尽管

集体产权在法律上难以明晰 ,但在社会实践中还是可以明晰的。因为

形成产权的因素不仅是法律的和经济的 ,也是社会的 。刘世定试图通

过直接和经济学家对话提出集体产权的社会性。他提出了集体企业所

有权的“占有”性质(1996);又通过对科斯社会成本理论中产权先验性

困境的剖析 ,提出了一种社会学色彩的化解方式(1998):“产权不仅是

由国家法律而且也是由人们的社会认知来界定的” 。折晓叶和陈婴婴

(2005)认为:“社区`集体制' 所具有的社会合约规定性 ,使其产权成分

并不都是市场合约性的 ,还包含有`成员共有权' 、̀ 平均权' 和`人权' 等

社会关系成分 ,因而我们并不能把集体产权当作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来处理” 。看似模糊的产权背后其实是有文化规则的。周雪光(2005)

则更强调集体产权不仅是文化规则的集合 ,实质上也是行动的结构化 ,

他把产权描述成交往网络中的节点 。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 ,也是“一束

关系” 。社会学家对产权的法律或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法律人类学的

观点高度一致。黄宗智(2001 ,2007)对传统中国法律实践的分析 、朱苏

力(1996)对当代法律实践的分析都认为 ,在国家法之外 ,还有习惯法甚

至第三领域也能参与到权利的界定之中 。可以认为 ,产权的社会建构

过程的研究对于理解权利的稳定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 ,产权的明

晰不等于产权的稳定 。因为 ,即便大家都承认此刻某物的某部分权益

属于某人 ,但下一刻这部分权益是否还能如其所愿继续属于此人呢 ?

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

张静(2003)的《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 ,是一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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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地权稳定性的范式性文献 ,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启示我们从规则确定

性的角度思考地权稳定性 ,从而使这个经典性问题的求解获得了一个

相对收敛和清晰的路径。而且 ,此文也具有超出一般的综合性 ,它试图

“将法律 、经济 、社会和政治过程联系起来” ,提出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

架。应该说它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张文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为

什么农民地权会不稳定呢? 因为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 ,主体能动性相

对于规则高度发达 ,规则是可以被选择的 ,结果究竟用什么规则来确定

产权是不确定的 。但是 ,主体的能动性与规则的存在两者并不矛盾 ,恰

恰是规则多元为主体能动提供了空间。因为 ,“在政治和法律各自的活

动领域及活动原则未经区分(分化)的安排下 ,不存在包含确定性原则

和限定性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 ,事实上是多种土地规则并存以`备'

选择 。这些规则包含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原则 ,各自有着合法性声称来

源 ,在实践中通过力量竞争被选择使用。这个选择过程使法律事件政

治化:它不是根据确定的法律规则辨认正当利益 ,而是根据利益竞争对

规则做出取舍 ,并且`允许' 利益政治进入法律过程 ,通常力量大者对选

择有影响力 。因此 ,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 、力量的变动而不确定” 。

显然 ,她特别突出了个人势力在产权维持中的巨大作用 。个人势力所

以作用巨大 ,不是因为规则总在改变 ,而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具备合法性

基础的规则并存的情况 ,正是这些规则之间的相互架空 ,给了个人势力

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 。形象地说 ,这是一个描述主体 —规则之间关

系的“鸟笼模型” 。由于利益主体的利益内涵不断变化 ,主体的势力也

在不断变化 ,在新的情势下 ,强大的一方就谋求适用和建立对自己更为

有利的规则 ,结果使得“地权成为一个多种身份参与下的 、不停止的协

定缔结过程” 。即使所有的规则本身都没有变动 ,由于没有哪一个规则

能够最终说了算 ,结果地权也难逃被修改的可能。

作为对“鸟笼模型”的一个佐证 ,申静和王汉生(2005)讲述了一个

在已被征用的土地上发生的复杂的利益争夺。其中 ,大家公认的集体

成员权观念 、人情关系 、基层权力 、多数表决和强权悉数到场 ,可是 ,在

案例描述的那一时段内(文中没有交代案例的明确终止时间 ,估计不超

过2年),废铁场的收益权三度易手 。在产权争夺的过程中 ,不仅强权

起了作用 ,而且实现产权明晰的所有力量或者规则都参与了进来 。当

规则没变的时候 ,产权归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曹正汉(2007)对张静

的解释给予高度重视 ,但也从演化博弈论的“局部趋同效应”出发 ,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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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否定规则稳定的可能性提出了委婉的质疑 。另有学者对“鸟笼模

型”中“鸟笼”的稳定性的质疑 ,则更有针对性 。因为这个模型假定了各

个规则的合法性的不变性 ,以及规则制衡的可能 ,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发

展 ,不同规则的合法性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董磊明等(2008)提出由于

传统习俗的瓦解和基层权力的软化 ,各种黑恶势力的扩张 ,乡村社会结

构已经混乱 ,国家法正在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被迎入乡村 ,法治化正成

为越来越现实的选项 ,使得国家法获得了其他规则不可并论的合法性

声称能力 ,张静所说的规则均势也就不复存在 。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

中 ,产权的预期是稳定的 ,那么产权也就实现了高水平的稳定性 。

张静一文最突出的问题其实在于方法论的缺陷。她所列举的五个

案例至少出自三个省 ,包括陕西 、河北和浙江。她在甲地发现了 A 规

则占主导 ,在乙地发现 B规则占主导 ,在丙地发现了 C规则占主导 ,发

现这些规则都挺有效 ,然后判断说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存在了多种规则 ,

究竟由哪一种规则占主导 ,取决于力量的对决 。她的判断如果能成立 ,

必须假定 ,中国各地农村都共享了相同结构的多元文化价值。结果她

既否定了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别 ,也排斥了历史的眼光。如果我们在 30

年前 ,或 30年后以同样的方式作调查 ,显然也会看到同样的多样性 。

但笔者不准备对她的观点作全盘的否定 。毕竟 ,她在说明中国为什么

是个人治国家时 ,走出了一条十分有创意的路径。一般我们认为人治

的核心特征是规则被人为打破 ,而这里认为人治的核心特征是规则可

以被人为选择 ,巧妙地引入了法律的社会承认问题 ,让我们从世俗生活

的多规则自然联想到精神世界的多神崇拜倾向。笔者很赞同这里的关

于多元规则的观点 ,但是笔者必须引入历史的视角对她的框架进行修

正 ,因为张静一文的缺陷的实质在于:当整个中国正处于历史性巨变

时 ,此文没有重视本土经验的改变 ,却满足于横向的静态对比。而一旦

她深入到历史之中 ,就会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 ,而这个结构演变的

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 、转换和湮灭 。

笔者将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形成以来发生的地权纠纷的尽可能完整

的记述和分析 ,指出多元规则的并存对这个村庄地权稳定性的影响 ,不

同时代的规则内容以及规则体系的结构的差异。案例中主要涉及的地

权是林权 。所谓林权 ,包括林地和林木的所有权 、林地的使用权 。林权

有着相对于耕地地权的特殊意义。耕地的普遍细碎化经营自宋代以来

就已经基本形成 ,但在有些地方(也许是大多数地方),林地长期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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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模化经营。建国以后的土改特别是林业“三定”和 2007年开始的

集体林权改革 ,在栗村开创了林地细碎化经营的历史性新经验 ,从中我

们可以看到细碎化经营环境下地权形成和维持的完整过程 。

笔者考察的栗村是高桥行政村的一部分 ,位于安徽省南部 。它一

直就在笔者的身边 ,但直到 2002 年 ,笔者才开始以“他者”的眼光注视

它 ,并进行了长达 6年的对话 ,地权是此中最主要的一个话题 。

二 、1867-1952:势力博弈导致的地权不稳定

高桥行政村的地形由山地和谷地结合而成 ,村落也分成山内和山

外两部分 。栗村是指高桥行政村的山内部分 ,它是一条总长约 5公里

的狭窄山沟 ,山沟有很多小的分叉 ,山上长满了毛竹。以毛竹为原料进

行手工造纸是栗村的主导产业 ,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80年代 。

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掀开了这个村庄历史的全新一页 。战争期

间 ,本地土著纷纷逃亡 ,有的被抓壮丁 ,有的死亡 ,山内作坊的工人也离

开或死亡了 。1865年末 ,此县人口统计数只有 6328口 。为了垦荒 ,政

府推进了移民过程 ,鼓励“插标为田 ,据界为山”(胡有诚 , 《广德州志》 ,

光绪七年)。1867年以后 ,来自江西 、湖北 、河南等地的移民大批进入

高桥村地带 ,实现了土客的彻底更替。① 主导的方言也从吴语转为楚

地方言 ,再变为中原官话 。江西人到来后 ,造纸业得到大发展 , ② 最终

建起 22个造纸作坊 ,作坊里共有 46个纸槽 。作坊连同供应原料的山

林属于 14个地主家族或组织。③ 大量的移民迁入引起产权的普遍变

更。同时 ,习俗的力量大大削弱;法律的力量不堪应付:土客之争 ,客客

之争 ,无日不起 。争地 、争山 、争女人 、争水利 、争房子 ,等等 。这个过程

中 ,一开始是暴力主导的抢夺 ,后来发展到依靠势力的巧取 ,手段就复

杂得多。参与争夺的势力有多种:地主家族 、官僚 、帮 、兵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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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地主组织如文昌会和慈善会 ,它们的主要宗旨是合作经营和慈善事业。

造纸的程序与《易村手工业》和《尖山下村》描述的程序基本相同。不过易村的造纸采用
的是凤尾竹 ,而这里和尖山下采用毛竹。

由于该县是太平军进攻南京和杭州 ,以及向南方撤退的便利通道 ,来回拉锯十分惨烈 ,土
著逃跑 、死亡、充军以及战后瘟疫死亡人数极多。这一带的人口减少,以及土客更迭的情

况 ,可以参见葛庆华 , 2002。



栗村有一处地名叫做“潘家大坑” ,是山里一处难得的坪地 。这里

的造纸作坊原属于潘姓地主。他住在一山之隔的江苏省溧阳县一个村

里。战后 ,潘家大坑的作坊被江西来的地主李氏占据了 。潘家地主试

图夺回自己的作坊 ,但受到李氏家族武力的阻扰。用村民邱某的话来

说:“本地人都是我们打跑的 !”但是潘家始终不放弃 。直到 1908 年清

政府颁行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于建嵘 ,2001:131),栗村所在的山

北乡设立了乡董 。此时前后 ,潘家向法院提起诉讼。山北乡第一任乡

董“彭大先生”(彭载邦)代表栗村众地主出庭 ,打赢了这场官司。当时 ,

高桥村地界上有四大地主:李 、邱 、彭 、黄。后来人数最多的是黄姓家

族 ,掌握了地方武装 。他们占了本地土著的地和山 ,又占了他们的祠堂

作为自己的祠堂 。在极其复杂的局势中 ,没有谁能保全一切。黄家虽

然掌握了地方武装 ,领头的被称为“黄排长” ,但就是这位黄排长 ,最后

的下场居然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族势力而自裁。具体的内幕已无从查

考 ,但可以看出当时局势的险恶。

官位也是势力的重要源泉 。栗村有一位不在地主钱文选。太平天

国之战使宗族凋零 ,家势衰微 ,结果恶霸占了他家的祖坟地开麻塘造

纸 ,他也无可奈何。这大概是战争结束 30年后的事情 。后来钱氏官至

两浙盐运使 ,才惩办了当年的仇人 。显然能不能靠的上法律机关 ,也是

需要个人势力作后盾的。那么 ,当了官就能完整保护自己的地权吗 ?

也不尽然 。由于钱氏的宗族人丁不旺 ,尽管他官居高位 ,对于顾全家产

还是力有不逮 ,所以他曾向县长抱怨其私有山林常被人盗伐(钱文选 ,

1939:62)。这个抱怨发生在1930年代 ,正值民国的“黄金十年” 。

“帮权”被吴晗和费孝通认为是中国社会四大权力之一(1988),在

栗村同样重要。造纸工人之间盛行“拜师傅” ,也就是投靠有势力 、讲义

气 、爱出头的人 。栗村有位徐某 ,在上世纪 30 、40年代收了很多徒弟 ,

自己则做了一户地主的工头 ,照看地主的作坊 。有一次 ,一个徒弟上交

的捐费被甲长侵吞 ,说成抗捐不交。保长封了这个徒弟的家门 ,上书

“通匪抗捐不交” ,还要把他的草房扒掉。徐某找来一帮徒弟找甲长的

麻烦 。后来是启了封 ,但这个徒弟又补交一份捐。“兵”在没有夺取政

权的时候 ,其实也只能说是一派的势力 。抗战期间 ,栗村的纸可以从两

个方向通向市场 ,一个必定经过新四军打游击的山区 ,一个通向伪军盘

踞的乡政府所在集镇 。这时 ,作坊的经营者必须做出抉择 ,否则是干不

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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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 ,法律和政权更多的是作为手段存在的 ,并不能主导这里

的社会生活。势力的确是这里一切权利的重要基础 ,但又不存在主导

性的势力。如果用张静的观点来看 ,这里也可以说是多元规则的 。这

里列举的四种势力就代表四种规则。地主代表士绅的面子决定权 ,因

为如果出现纠纷 ,双方谈不拢 ,就要在茶馆里“请茶” ,请士绅出头摆平 。

家族代表家族决定权 ,卖地首先要卖给同族 。官僚可以直接借用公权

力代自己出手。帮权可以发动底层民众的民意。兵权既可以代表民族

大义 ,也可以直接威胁身家性命。一般老百姓必须选择某种势力去投

靠。农民和工人如果恰好和地主同姓 ,就到这些祠堂认本家 ,依附他

们;或者去拜个师傅得到保护。即便是地主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 ,想要

自保也很难 ,常见的策略是“脚踩两只船” 。比如张老夫人是地主 ,有一

个儿子接受中美合作所的培训 ,作为谍报人员参与了皖南事变。但张

老夫人本人又收治了一位受伤的新四军军官 ,后来这位军官当过上海

新华医院的院长 。杜赞奇所盛赞的“文化网络”在这里肯定也有 ,比如

工人们每年阴历九月二十五要祭拜蔡伦 ,叫做“老师傅过生” ,要在高桥

集市上热闹好几天 ,甚至十几天 。但“这只是工人的活动 ,地主不管”

(老工人语录)。附近也有一个庙 ,在栗村里有一个祠山庙 ,供奉的是祠

山大帝。①可这只是原住民的地方信仰 ,对于客民来说是个异教。

由于缺乏一个主导性的力量 ,博弈就成为势力间关系的主要内涵 。

我们知道 ,博弈的结果一般是高度不确定的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结果

(徐飞 ,2008),所以 ,这个阶段的地权是高度不稳定的 ,甚至于看似弱势

的工人在这个乱局中都能分得一杯羹。我们发现 ,在革命前夕发生了

地权向劳动者的转移 ,这说明在多元规则中工人找到了发展的空间 。

土改之前 ,栗村发生的林权流转是很频繁的 ,通过对老人的访谈 ,笔者

收集到了 7起林权买卖的案例。其中有 3起发生在地主之间 ,一起是

一家比较远的地主把山卖给了比较近的地主 ,一起是一户地主绝户后

卖给自己本家 ,一起原因不明 。有 4起发生在地主与工人之间。邱 、

巫 、郎 、谢四家租用地主作坊的富裕工人购买了主人的作坊 。由于作坊

是附属于山场的 ,作坊转手的同时就要将山场也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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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历绍兴志》载:“祠山大帝佐禹治水有功 ,后礼斗横山 ,其赛祷盛于广德州” ,这是一个

流行于苏浙皖交界处的地方信仰。



三 、1952-1980年代:权力主导下的多元规则

1952年以前 ,高桥村地区的民居基本局限于山外 ,山内只有造纸

作坊或烧炭的窑 ,以及工人的临时住宅 。山内居住了几十户工人 ,但如

同费孝通(2006)在《易村手工业》中描述的那样 ,工人的流动性很大 , ①

此时作为人居单位的栗村基本不存在。栗村称得上是村落 ,缘于不在

地主将作坊和山场卖给了住在作坊里的富裕工人 。富裕工人有了作

坊 ,就较少流动 。但村落的全面形成还是1952年的土改和随后的合作

化运动 ,将工人固定成了居民 。1954 年建立栗村初级社;1958-1961

年 ,栗村属于高桥大队;1961-2002 年 ,栗村是个独立的大队 村委会 ,

有5个生产队 村民组;2002年 ,栗村回归高桥大队 ,有毛竹林约 5200

亩 ,灌木林与杂木林约 600 亩 ,茶叶地约 60亩 ,村民耕种的耕地(包括

山内的菜园地和山外的旱地)约 120亩 ,整体转包出去的耕地 230亩 ,

宅基地约 110亩 。此外 ,还有属于高桥行政村全体的山林 800多亩 ,由

村集体经营。

权力主导的多元规则不同于权力的文化网络 ,在后一种情况下 ,权

力是曲折地透过文化网络而得到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基层组

织的权力受到各种力量的极为明显的重新建构。在权力主导的多元规

则中 ,权力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他的规则往往不能明目张胆地呈

现出来 ,必须更委婉 、更隐蔽。这确是个全新的时代。由于权力如此强

大 ,所以 ,只要政策稳定 ,地权就可以是高度稳定的 。实际上“三级所

有 、队为基础”的体制稳定了 20年 ,这也是栗村地权最稳定的 20年 。

我们可以选择两次奇特的土地转手 ,作为栗村从势力主导的时代

向权力主导的时代转换的标志性事件。

1951年上半年 ,山外的平原地区已进行了土改 ,栗村还没有进行 。

一位肖姓地主选择此时将自己的作坊及其附属山场卖给了作坊里的四

9

论 文 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从地权规则确定性的视角

① 一般来说,一个纸槽需要四个工人:做纸 、配纸 、踩麻 、砍柴。工人寄住在作坊的宿舍里 ,

流动性很大。在第十二村民组访问到的二位老工人 ,在解放前 ,都曾在 5个以上的作坊

工作或生活过。反过来 ,笔者访问一位地主的后人时 , 他列举了曾在这个作坊里工作过

的人 ,他所知道的已经超过了 8人。由于他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可以想知 ,这个名单

是很不完整的。工人们不断地换地方 ,不断地积累资本和技术 , 从砍柴工升级到做纸工
(操作纸帘的人),然后再做到包工头 ,最后是有机会买下纸槽和山 , 当上地主。为此 ,他

们必须流动 ,才能发现机会。



个工人 ,价格不详。但是 ,附属的山场实际面积在 80亩以上 ,只算成了

8亩 !笔者看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后代保留的地契 ,他买了“1 亩 2分 5

厘”山地。上面写明“东肖姓山界 ,西李姓山界 ,南峰岭 ,北小河沟” 。有

双方所在乡乡长 、农会会长的签名和章 。其实 ,这个地主在栗村拥有至

少三百亩山场 ,地契上所说的东面的山也属于他。他为什么要卖掉其

中一部分 ,并且要把山场面积缩小呢 ?这个工人所在村民组的老组长

这样理解:“么样说读过书的人聪明呢? 因为他们了解外面的形势变

化。”言下之意就是 ,他这样做是为了洗白自己 ,以逃脱地主的身份和这

个身份带来的厄运。其实肖姓地主土改时期已经在外地工作。他这么

做对自己肯定是有利的。对于得到地的工人来说 ,由于书契上的面积

很小 ,还只是贫农! 无独有偶 ,栗村另外一家金姓的兄弟俩 ,进山很晚 ,

一直是最低级的砍柴工。解放前夕 ,忽然从河南老家传来讯息 ,说自己

家族的大地主要把地送给他们 。于是 ,他们把刚置下的家产贱卖 ,准备

回去当地主。走到武汉 ,听说老家已经解放了 。只好又回到栗村 ,一切

从头开始 。我想这个故事里的地主和前面的肖姓地主的做法可能是异

曲同工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意味着人民政权对各种势力的全面接

管 ,一个权力主导的时代开始了。

国家权力主导了这里的地权从私有到集体所有 ,又从大队核算回

到生产队核算。如果说浙北村落在集体化时期是“以村为队”(张乐天 ,

2005),那么这里根本就无所谓自然村 ,即使有行政村之下的村 ,也是

“以队为村”的。整个栗村是一条山沟 ,山沟里有很多作坊 ,把哪些人划

成一个生产队 ,生产队有多少地 、多少山 、界线在哪里 ,都是由权力来决

定的 。权力不仅在集体内部分配地权 ,还能在集体之间进行土地平调 。

1961年以前 ,这里的山民以手工业为生 ,除了种植自己吃的菜 ,基本没

有种植业 ,粮食基本依靠外购。人民公社期间 ,鼓励农民发展种植业 ,

特别是粮食生产 ,但人民公社《六十条》(1962)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竹

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 ,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 ,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

合” 。因此 ,不确定在哪一年 ,公社从山外别的大队调配了两块耕地给

栗村各生产队。两块地面积分别为 100和 230亩 ,都是旱地 。面积 100

亩的地约距栗村 2里 ,面积 230亩的地远在 10里开外。

在1987年 ,为了那 230亩平调地的归属发生过一次纠纷 ,再次检

验了政府权力的成色 。1981年 ,在林业三定之后不久 ,纸大队将平调

来的 100亩和 230亩旱地都分到户 ,但并没有发给承包合同。由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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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亩地实在太远 ,耕种极不方便 ,特别是很难施肥 ,1987年 ,大队的经

济合作总社决定将其转包给县农科院。就在转包过程中 ,这块地的原

所有者 ,另一个大队提出了抗议。矛盾闹到了县农业局 。县里裁决这

块地应该归高桥大队所有 。显然 ,这又是一次权力决定 ,而且这个权力

决定是得到法律支持的。1986年版的《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政

府处理 。”虽然这一条也规定若不服政府处理可以起诉 ,但实际上 ,在

80年代 ,集体经济组织很少会对政府的处理不服。1995年国土管理局

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

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 20年的 ,应视为现使用者

所有;连续使用不满 20年 ,或者虽满 20年但在 20年期满之前所有者

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

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 。”这就再一次肯定了政府权力的权威 。

当然 ,权力主导的地权规则并不意味着权力就是地权的全部逻辑 。

1961-1962年的调整是个标志性的转换。此前 ,国家为了实现与乡村

的全面对接 ,采取的基本方式是组织农民 ,让自己的管理更方便 。一切

以上级的方便为转移 ,而不考虑村落内部的逻辑。划小人民公社 ,并在

生产队的层次上核算 ,说明 ,国家认识到有必要更加尊重社会本身的发

展规律。如果说在大人民公社时代 ,国家对于乡村的要求主要是乡村

与上层的向上对接 ,那么小人民公社时代 ,国家也放低了身段 ,进行向

下对接。这是一个双向对接的体系 。张乐天(2005)详细说明了人民公

社制度是如何利用了村落内部的生产 、生活和文化传统 。栗村虽然村

落发育晚 ,但也不是一片文化的空白。在划定生产队边界的时候 ,基本

是按照地主的作坊所属的山场来划的。也就是说 ,如果作坊甲的居民

属于第五生产队 ,那么这个作坊附属的山场也属于第五生产队。这样

尊重了历史习惯 ,也便于权力的操作 。1958年 ,搞大队核算 ,把大家集

中到高桥大队的一排十间的房子里 。结果在这间房子里饿死了十几个

人。这说明权力的简单规定脱离了复杂的实践逻辑 。在集体化时期 ,

这里的主业仍然是造纸。同在一个造纸作坊里工作的人 ,就如同亲戚

一样亲密 。这些人自然成了互助组 ,后来林业三定时 ,首先把生产队里

的人分组 ,先把山分到组 ,然后分到人。这个组也是脱胎于手工作坊里

的工友关系 。血缘关系在这里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建国初期 ,生产队

内部的联姻发展很快 。一种情况是直接联姻。在第十二村民组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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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养育了 9个子女 ,有三个是在本组内找到对象的 。另一种情况是间

接联姻。把自己的亲戚介绍到本村来出嫁或者入赘。这对于保护相互

的土地权益以及其他权益是至关重要的 。

四 、1990年代以来:规则体系的混乱与地权不稳定

如果多元的规则之间不存在主导性的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体系本

身就很容易是无序的 ,结构混乱的 。1990年代是最符合张静所描述的

规则不确定的时代 ,也是地权不稳定的时期。笔者认为 ,这种规则体系

的无序化有三个来源:小农经济的复归 、社会政治的“结构混乱” ,以及

法律本身的“语言混乱”。但主要是前两个来源。

(一)小农经济的复归与地权稳定性的下降

董磊明等(2008)是根据河南省宋庄的经验得出乡村社会“结构混

乱”的判断的。他们认为 ,当前在法律实施中遇到的混乱状况 ,不单是

法律的“语言混乱”(朱晓阳 , 2007a , 2007b)问题 ,更是社会的“结构混

乱” 。他们发现 ,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的力量。“在这些纠

纷的解决中 ,我们看到了三种力量 ,一是村组织 ,即内生权威;一是国家

法律 ,也即外生权威;还有就是地痞混混(当地称作“赖孩子”)。三种不

同力量的并存运作使得当前宋庄的法律实践呈现出非常复杂混乱的状

态。而地痞混混介入村庄调解是因为第一种力量的式微和第二种力量

的不足” 。每种力量都可以主张自己的规则。究竟何种规则是可行的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势力。

面对国家法深入乡村的困难和乡村的无序化 ,“语言混乱”与“结构

混乱”的解释进路很不同 ,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缺陷:都从国家“向下对

接”乡村社会的方式中找原因 ,而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现代

社会中 ,努力与上层国家和大市场对接难道不也是乡村社会自身的需

要和责任吗?难道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小农社会中 ,就能够建立起地方

自治 ?或者就应该维持权力的全面掌控 ?前一种方案是没有事实依据

的 ,因为东亚的小农经济国家的乡村秩序都是以农民的组织化为前提

的;而后一种方案已被历史证明了其巨大的负面效应。所以 ,笔者强调

在小农经济的复归所导致的“对接”困境中思考社会无序化的因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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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从小农经济状态来思考可以直接切入地权问题。

小农经济的复归是权力自我弱化的结果 ,同时也成为规则体系结

构混乱的重要原因。很显然 ,要在分割细碎的土地上维持产权稳定 ,需

要更丰富的制度勾连 。数千年来 ,人们已经学会在耕地上特别是水田

里应付地块细碎带来的麻烦 ,懂得如何通过复杂的制度安排把细碎的

产权变“硬” 。这肯定是一个充满了血与泪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在栗

村的林地里刚进行了不过 30年 ,细碎的林权还不成熟 。

(二)林权细碎化带来的技术性和社会性混乱

栗村在1981年实行了林业“三定” , ① 把全村 5900亩山地分到每

一个有户口的人头上 。整个栗村户均 22亩 ,第 12组户均 16亩 ,也就

是说刚刚超过 1公顷 ,这个规模即使是指耕地面积 ,也只能算小农 。如

果倒推到解放前 ,同样是 5900亩山场 ,分属于 14个地主家族或组织 ,

每个经营者面积为 421亩 。由于这些地主在别的地方也有山场 ,所以

他们的平均经营规模实际上更大。如果把山场细分到每个作坊的名义

下 ,有 268亩;即使分到每个纸槽的名义下 ,也有 128亩 。如果倒推到

太平天国之前 ,山林尚未完全开发 ,造纸业不发达 ,现在栗村的山场所

有者将会更少 ,因为产出率低的土地 ,地块应该更大。

林权的分割导致山界的成倍增加 。以第 12组为例 。全组 1482亩

地 ,在这次集体林权改革中被划成了109块山 。山与山之间有界 ,山与

宅 、地 、路之间都有界 。如果不考虑本组村民与本组以外村民之间的山

界 ,只考虑本组村民之间的山与山的界 ,就有 135条。在本组范围内山

与集体茶叶地 、菜园地 、宅基地 、村路 、小溪的界有 81条。总计 ,涉及到

本组村民的以上各类山界有 216条 。如果放大到整个栗村 ,那么 ,涉及

到的山界超过了 900条。这么多的山界 ,自然每年都会发生纠纷 。第

12村民组组长从 1983年起就当队长 、组长 ,他概括说 ,这里的土地纠纷

很多 ,特别是山界纠纷 ,越来越多。

林权的细碎化不仅使得边界模糊 ,更重要的是 ,这意味着小农经济

的复归 ,导致了国家 、市场与小农对接的巨大困难 ,在人民公社时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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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解放初期山中盘踞土匪 ,所以这里的土改在 1952年才完成, 随即开始合作化运动 ,
1954年建立纸村初级社。所以土地私有和细碎化的历史很短 ,林权的实质性细碎化应该

从林业三定开始。



经解决的“对接”问题重新出现了。当人民公社解体之后 ,农村对城市

的义务并没有解脱。基层组织只能发展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完成任务 。

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曾经指出 ,法国小农对土地的占有权

是“纯粹名义上的” ,它极易受到侵害(1995:127-130)。改革以后的中

国小农也没有例外。自改革以后 ,栗村农民的负担也不断增加 ,这意味

着农民对承包地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稳定 。

(三)从林权细碎化的角度理解“有管理的共有地”

朱晓阳(2007a)对内蒙古草原上的一块地如何从公有变成事实上

的共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从而提出一个“语言混乱”的观点。笔者在

栗村也发现了一块地是如何从承包到户的地变成了事实上的共有地 ,

却与“语言混乱”无关 。

栗村有 60亩茶叶地 ,属于第 12村民组 。1981年 ,生产队把茶叶地

全部分给了各户 。由于地少人多 ,所以每户得到的茶叶地不是按面积

算的 。茶叶树种成条状 ,各户就分个一条半条 。从现场来看 ,每一户的

茶叶树都不会超过 100棵 。互相之间并没有任何稳定的明显标示 ,完

全依靠记忆。近年来 ,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发展得比较严重:盗采 。以

前 ,大家守望相助;但现在 ,即使发现有人盗采自己邻居甚至亲戚的茶

叶 ,人们也懒得报告。因为即使报告了也没有证据 ,也制止不了 ,还可

能惹祸上身。结果 ,相互盗采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采茶量来说 ,采

得少的人家 ,一年只能采几斤茶 ,而采得多的在谷雨前甚至就能采十几

斤。如果不采别人的茶叶 ,不可能有这么多 。笔者在路上听到两个年

轻妇女在谈话 ,妇女甲邀妇女乙去采茶 ,妇女乙有点担心 ,问:“给摘

呀?”(这里把采茶叫做“摘茶叶” ,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采别人的茶叶行得

通吗)妇女甲说:“么样不给摘 ?她们都在摘!”

很难说这种情况的发展与“语言混乱”有关 ,因为这里的法律语言

其实只有一条:自己采自己的 ,倒是与社会政治的“结构混乱”有明确的

联系 。法律裁决之后谁来执行呢? 看来必需村组出面 。但由于村组组

织的权威下降 ,是很难制止的 ,而事实上 ,村组根本就没有出面制止 。

老组长向我介绍他调解纠纷时的基本语式 ,首先要声明:“是你们喊我

来的喔!”意思是说:你们有矛盾 ,不是我自己主动来的 ,而是你们请我

来的 ,所以你们不能不给我面子 。可见 ,这位干了 20多年的老组长一

点也没有“当家掌权”的底气 。在权力弱化的同时 ,旧的习俗也已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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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共有” 、“谁采谁得”反而可能成为新的习俗。现在看来 ,除非有个

强有力的资本介入茶叶的规模开发 ,否则 ,盗采人的权益将越来越稳

定 ,最终成为习俗 ,直到茶叶林彻底荒废 。到那时 ,我们或许应该承认 ,

在权力 、法律和道德照顾不到的地方 ,将茶园分割到如此细碎是个错

误。换句话说 ,从规模化经营转到极度细碎的小农经营是个错误 。试

想 ,如果这个茶园是规模化经营的 ,属于集体 ,那么权力可以变得积极

有力;属于资本 ,它一方面在内部可以建章立制与小农对接 ,另一方面

在外部可以与法律直接对接。其实 ,法律一直守望在一个无可奈何的

高处 ,小农要想让自己进入它的“法眼” ,必须把自己变得更显眼一些 。

(四)社会的结构混乱加剧了规则体系的结构混乱

小农的产权是脆弱的 ,极易受到社会转型的扰动。

李某与金某的山界长约 100米 ,下端的 60米是一段自然形成的石

槽 ,算是硬界;上端 40米没有任何标示 。在 1981年签订的“林业生产

责任制合同书”上 ,当初的约定是顺着“石槽到顶” ,也就是以石槽的延

伸线为界。这个合同书两家各有一份 。本来 ,这条延伸线附近是没有

毛竹的 ,只有灌木。但金家的人勤于养护 ,结果金家的毛竹发展到了延

伸线的另一侧。而同时 ,李家对山林疏于管护 ,毛竹林发展慢 ,距离延

伸线还很远。在林权改革的勘界之始 ,金家就提出对原来约定的重新

解释 ,反对以延伸线为界 ,而是要偏向李某一侧 ,并且人为修改了石槽

的走向。李某当然不同意 ,截至笔者调研结束 ,纠纷还没有结果 。

实际上 ,李某是金某的亲姨父 。李某在早年干过生产队长 ,在村民

组里威望很高 ,曾经在 2007年成功地发起集资修建了长达 1公里的采

伐道 。可以说习俗和传统完全站在李某一边 。而且李某还得到了公共

权力的支持 。村里人到现场看过两次 ,表达了要金某让步的立场 。但

无济于事 。金某所以敢于提起林地争议 ,依仗的资本是自己的劳动力 。

金某还不到 40岁 ,亲兄弟四人 ,具备经营山林的技能和体力。以金家

兄弟为主力组成了本村民组惟一的毛竹砍伐队。本组的毛竹都经由金

家兄弟肩扛背驮才下得了山。而李家经营山地的劳动力已经超过 60

岁。李家虽然也有两个儿子 ,但都不具备上山砍伐毛竹并且人工运下

山的技术和体力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雇请金家的年轻人把毛竹砍

下来 。我们知道 ,如何砍伐林木是有学问的 ,砍得不好会伤害林木的生

长。在毛竹经济价值的驱动下 ,在优越体力的支撑下 ,金某向自己的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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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兼老一代权威李某发起了挑战。本来 ,干了 25年的老组长是准备把

金某选成村民组长的接班人的 ,现在看到金某如此荒唐 ,也动摇了。

这里其实存在着多元的规则:毛竹已经长过界的既成事实 、血缘关

系 、合同规定 、权威 、公共权力 、法律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 ,金家认为

自己有足够实力向李某挑战 ,他希望使用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如果

县里的裁决是个折衷方案 ,那么还是让金某扩大了利益;如果不折衷 ,

裁决可能落实不了。这就应验了张静的判断:土地使用规则随利益和

力量的变动而变动。这里没有什么规则真正有能力来主导裁决 ,谁说

了都不算 ,所以说这些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无序的。无序的规则无法保

障地权的稳定。

五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

地权私有化的想象与双重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 ,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强化了对农民地权的保护 , 2007 年的

《物权法》更是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债权上升为物权 。对于林地

来说 , 2003年开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支撑。那么

是否可以认为法律已经有能力主导地权的规则体系了呢?

(一)法律主导地权成为可能?

在董磊明等(2008)看来 ,结构混乱可以导致农民对法律的需求 ,以

致要主动地“迎法下乡” 。一种法律主导的多元规则似乎正在成为可

能。从理论上分析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斯考

切波 ,2007)不能低估。尽管中国的国家法是有等级差别的 ,而且这个

等级会变动 ,但不管怎么说 ,对于国家最重视的法律 ,国家会尽力保证

它的贯彻。此时 ,个人的能动性是很难与之抗衡的。特别是国家掌握

的资源量不断增加 ,这对于保障法律和政令的贯通是有正面意义的 。

比如 ,随着耕地减少趋势的日趋严峻 ,关于土地的法律正在变得日趋强

硬。上层国家确实仍然无法很好地控制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结合起来

非法占地 ,但是 ,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增加了 ,农民的收益权也就能得

到越来越好的保障 ,征地的强制色彩淡化 ,而自愿色彩得到强化 。

在栗村 ,当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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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一轮的林改 。山少的家庭梦想能重新分 ,山多的家庭指望尽快给

个说法 。栗村的林权分配很不平均。不仅组与组之间标准不同 ,组内

部差别也很大。主要原因是家庭户籍人口的变化 。以第 12组为例 ,全

组在 1962年有 28户 ,另加一户下放户 ,人口约 108人 。到 1981年 ,有

48户 ,人口 216人 。当时分的山就是 215份山 ,加上 1份机动山 ,再多

出半份的山 ,以及 63根竹子 。到 2008年 4月有 73户 ,人口 275人。按

照实际的毛竹林面积 ,比当年已经大有增加 ,但是按份数 ,仍然是 216

份多 。当时是平均的 ,每个在世的人都有山场 。但在这 27 年中 ,家庭

户籍人口减少的户 ,每户拥有的山场份数增加 ,家庭户籍人口增加的

户 ,每户拥有的山场份数必然减少 。拥有份数最多的一户有 8份山 ,目

前人口数是 3人 ,人均 2.67份山;最少的一户只有 1份山 ,人口 3人 ,

人均 0.33份山 。相差7倍 。

面对这样的极不平均的林权格局 ,国家法的精神是十分明确的 。

2003年6月 2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

决定”(中发[ 2003] 9 号)是这次林改的发起性文件 。文件规定:“已经

划定的自留山 ,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 ,不得强行收回 。自留山上的林

木 ,一律归农户所有。对目前仍未造林绿化的 ,要采取措施限期绿化 。

分包到户的责任山 ,要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各个地方政府显然没有违

背中央精神的动力和能力 。好像法律已经足以担当地权的保护神了 。

(二)反面的证据

有关法律主导地权的反面证据也很多。比如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

农民希望国家来解决土地纠纷 ,但国家却在 2004年以后力主调解原

则:“乡镇人民政府和村组要切实承担起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责

任。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

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 , 加大对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力

度。”① 对比最高人民法院 1986年 、1999年和 2005年关于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案件的司法解释 ,可以看到在 1986年的司法解释中强调了调

解原则 ,在 1999 年的司法解释中突出了法院判决的原则 。但在 2005

年的司法解释中突出了“土地仲裁”的意义。要求土地纠纷尽量通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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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 ,国发明电〔2004〕21

号。



地承包仲裁机构依法仲裁 ,并且仲裁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这就是说 ,国

家“送法下乡”有一个乡村社会接不接受以及如何接受的问题;现在群

众“迎法下乡” ,也有一个国家法能否下得来的问题 。

而且 ,尽管城市周边征地的问题更引人瞩目 ,但实际上 ,村镇建设

用地的规模远大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说 ,违法用地现象在乡村

是极为普遍的。根据建设部发布的 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 ,村镇

现状用地面积 17.2万平方公里 ,比 2004年增加 0.6 万平方公里 ,其中

建制镇 2.37万平方公里 ,占 13.8%;集镇 0.78万平方公里 ,占 4.5%;

村庄 14.04万平方公里 ,占 81.7%。而当年建制市占地 3.25平方公

里 ,建制镇与建制市共占地5.62平方公里 。集镇与村庄占地 14.82平

方公里。村庄和集镇占地面积之和为建制市与建制镇占地面积之和的

2.6倍。在栗村 ,在耕地上建房的情况是普遍的。而且 ,不少宅基地是

通过购买别人的耕地来获得的 。目前在栗村一亩耕地由村集体来以租

代征的价格是 2万多 ,私人购买是 4万多。很显然 ,这里面充满了复杂

的多元规则 。备选的规则既可能减少 ,也可能增加 ,比如在耕地上建

房 ,现在可以说成是为了新农村建设将住房规划得更紧凑些 。

(三)私有化想象的合成

针对以上的冲突 ,我们不能说地权的法治化已经成为最现实的选

项 ,但我们注意到 ,各类规则其实都参与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建构:土

地的私有化 。正是在这个图景中 ,以上的现象都得到了解释。当前的

多元规则并没有统一到法律上去 ,但统一到一个想象上来了 。

这种私有化的想象一开始残存在宅基地和宅边隙地上 ,后来扩大

到自留地 ,终于扩大到承包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连续的方向

一致的政策和法律调整所指引的。土地的承包期逐渐延长 。国家在一

连串的文件中限制了村集体的机动地面积 。对村集体调田的权利 ,从

默许到限制 ,到 2002 年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形式试图禁止 ,再到

2007年实行的《物权法》帮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终完成了从债权

向物权的转变。农民买卖土地 ,变更土地用途 ,显然是非法的 ,但这与

国家政策引导的私有化想象却是完全一致的 。私人的地就应该允许买

卖。关于征地 ,尽管强制征地本身说明了农民地权的不稳定性和不完

整性 ,但农民的权益也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补偿 ,这些补偿也越来越直接

地补给个人 ,似乎这些土地不是公有的 ,而是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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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私人的 ,这也是这次林改对栗村农民的最大“启示” 。在这次

林改之前 ,由于林权分配确实很不平均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是否会重

分。有人从浙江某地了解到那里已经重分了 ,方法是让山多的户通过

集体组织付钱给山少的户 。调查中发现不少的出嫁女也在想自己是否

可以得到山。各种猜测都有 ,人心不定。林改方案下来后 ,在栗村 ,从

农民那里听到的一个最多的说法是:山林“成了个人的了” 。也就是说 ,

山林包括林地至少在 50年中是私有的 。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 ,到村主

任 ,到组长 ,都认为农民的这种理解是普遍的 。这样的理解是有根据

的:首先是经营时间延长了:长达 50年;而且还发了林权证 ,把这个 50

年的权利法律化了。“林权证”这个名称是根据《物权法》的精神来确定

的 ,本身就暗示了物权的稳定归属 。物权也就是用益物权 ,不等于所有

权。一般农民不学《物权法》 ,对于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抽象划分不感

兴趣 ,他们关注的是国家会不会把山林收走 ,这就是农民理解林权的最

高判据。既然山林完全由自己经营 ,而且长达 50年 ,自己死了之后还

不会收走 ,那不等于是自己的嘛! 其次是经营权利增加了。林权可以

抵押 ,担保 ,可以出租 。在访谈中发现 ,一般的群众对于抵押权 ,这个

《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论的核心权利 ,并不关心 。他们被“出租权”强

烈地吸引了 ,认为出租几十年其实就是卖掉 。原来乡里的集体山林租

给了某人 ,租期是 30年 ,但在老百姓的口里 ,就是“卖”了。而且在这个

承租户自己口里说出来也是“卖给了我 ,30年” 。

(四)非传统变量与双重不确定性

显然 ,认为林权已经私有 ,实质上也是相信政策再也不会变了 ,或

者说是相信地权已经稳定了。一个林农这样理解“个人”的林权:“我想

让它长什么 ,就长什么。现在毛竹值钱 ,我就种毛竹 ,旁的东西值钱 ,我

就把毛竹砍光 ,种旁的东西。”显然 ,中国的小农还没有体会过西方发达

国家里的那种处处受限的农地私有权 ,仍然以一种前现代的方式把私

有想象成:是我的东西 ,那就谁也管不着 。那么 ,如此广泛一致的私有

—稳定想象 ,能否左右国家法律和政策调整的大方向 ,使得地权的稳定

性以最终的私有化状态稳定下来 ?实际上 ,当前农村地权规则面临着

双重的不确定性 ,这种双重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使得正在形成的私有 —

稳定想象难以兑现。

所谓双重的规则不确定性 ,首先指的是乡村灰色化的发展对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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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扰乱。地权的稳定一定要以社会的有序为条件的 ,只有在有序

的社会中才会存在主导性的规则 ,此时不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争着“迎法

下乡”的局面。习俗瓦解 、道德下滑 、权力弱化 、混混得势 ,这些现象不

可能不对乡村生活的规则发生重大的改变和扭曲 。其次指的是很多影

响地权规则确定性的非传统变量正在发展。所以 ,即使私有化了 ,地权

也可以发生复杂的切割和转移 。而这些参与地权切割和转移的非传统

力量 ,超出了小农的固有想象 。

首先是前面说到的 ,分割过于细碎的地权是很难清晰的 ,结果影响

了稳定。这对于很多山区来说 ,都是一次新的考验 。

其次 ,今天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品 。人们越来越相信

土地这种物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的 ,它不是商品(波兰尼 , 2007)。在

城乡关系紧张时期 ,社会指望土地上的出产能够稳定和低价地供给城

市 ,以支持快速的工业化 。现在社会指望粮食的自给 ,还指望食品的质

量安全 ,这就意味着土地如何使用及生产如何进行都将会受到国家的

干预 ,并且要求政府实施干预的舆论压力会越来越大 。要满足舆论不

断高涨的要求 ,实现农产品的稳定 、低价和高质量的供给 ,必须将农民

组织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国家 、市场与小农的对接 ,国家和市场的

要求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对于林地来说 ,自从 1998年大洪水之后 ,社会对于森林的效益的

期待从注重经济性的林业生产 ,历史性地转移到了生态保护上来 。“关

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加强生态建设 ,

维护生态安全 ,是 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

必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发展

与人口 、资源 、环境的协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 为了保证林业

的生态效益 ,国家对林业实行了分类管理 ,把森林分为商品林和公益

林。在公益林中 ,对林木实行限伐或禁伐 。削弱林农对于山林的处置

权能。国家对林农发放生态效益补偿 ,部分地保留了林农的收益权 。

自2000年以来 ,国家不断扩大生态公益林的面积 。历年《国土绿化状

况公报》表明 ,公益林面积逐年迅速增加 。2005年新增 1200万亩 ,2006

年新增1734万亩 ,2007年新增 2707万亩 。到 2007年底 ,林业自然保护

区面积达到 18.45亿亩 , 占国土面积的 12.8%, 已经占林地面积的

42%。因为 ,栗村实施林业三定之后 ,当地的生态遭到明显破坏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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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是水土流失严重了 ,惟一的小水库已被完全淤死 ,不能存水 。这是

因为林农为了毛竹增收 ,伐尽了竹林中的灌木 ,破坏了植被 。翻过栗村

的山岭 ,就到了江苏省的溧阳市戴埠镇 ,举目望去 ,山上长满了同样的

毛竹林 ,也曾经实行了类似的林业生产责任制 ,但这里的毛竹林在 10

年前已经全部变成了“国家重点公益林” 。这也可能是栗村的未来。

再次 ,将林权集中的动力越来越大 。公益林制度形式上没有破坏

承包制 ,但事实上削弱了林农的权能 ,收回了林农的经营权 ,等于将林

权集中了 。林权集中还可能是资本与政府的联合推动 。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明晰产权 ,从而促进流转 。随着市场竞争特别是全

球化竞争的加剧 ,资本的动力会增强。

对于农民来说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就是老龄化。农业的老龄

化对林业的影响要比种植业大得多 ,因为林业比种植业的劳动强度大 ,

而且难以机械化。根据笔者的访谈和长期观察 ,在栗村第12村民组67

户人家 ,247人中 ,举家外出打工的家庭有 12家;有能力砍伐和搬运竹

木的只有 27户 。经常上山砍伐毛竹的也就是“砍伐队”的队员 。他们

的主要成员有 6-8人 ,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 。老龄化的实质是林业的

继承人危机 ,可能推动林权的流转 。这个影响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 。

首先 ,由于林业老龄化 ,致使林农的养老问题突出 ,产生了流转的动力 。

其次 ,老龄化会使得看护困难 ,也会促进流转 。

这些变化都在小农的传统生存经验之外 ,所以暂时还影响不了他

们的预期 ,但绝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可以判断 ,当前的集体林权改革将

使林农的收益权更稳固 ,至于处置 、使用和占有其实都在不确定之中 。

也就是说 ,栗村的林权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变更的可能 。可在这里却普

遍洋溢着土地革命式的激动 ,好像林权就是自己的了 ,至少在 50年中

是这样。可以说 ,尽管林权的稳定性在客观上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 ,但

在农民的心理中却获得了一种主观上的可靠性。

六 、讨论:社会变迁与地权不稳定

生活中的规则多元是中国社会的一项特征 ,它如同多神信仰一样

由来已久 ,深入人心 。但生活毕竟在变化 ,纵观栗村这 140年的林权演

变和纠纷史 ,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代 ,规则不确定的程度是不同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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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包括林权的稳定性程度也有阶段性的差别。所以 ,我们最好不笼统

地说中国的地权稳定与否。我们相信地权不只是法律和经济的问题 ,

它的清晰和稳定需要多种社会规则的共同牵制 ,但是又必需存在一种

主导性的规则来约束人的主体能动性 ,而这种主导性的规则在一个稳

定的社会中更容易出现。比如在人民公社的后 20年 ,就存在这样一种

规则维持了集体地权的稳定。今天 ,我们说政治是稳定的 ,经济制度也

是稳定的 ,可乡村社会却出现了灰色化的局面 ,同时又面临着大量非传

统的不稳定变量的挑战。结果 ,未来地权的稳定性变得高度不确定。

第一个阶段 ,动荡社会中的地权不稳定。从 1867-1953年 ,村落

还没有真正形成 ,人们生活在漂泊不定之中 ,地权把持在势力之手。但

势力本身并不是稳定的 ,它们互相争夺 ,你方唱罢 ,我就登场。工人的

力量在最后还获得了提升的机会。

第二阶段 ,革命后的强大国家权力主导了地权的变革和稳定 。在

土改以后 ,受赐于新政权的强力安排 ,村落开始正式形成。国家权力主

宰了地权分配和转移的全过程 。它一开始无视多元规则的意义 ,片面

要求乡村社会向上对接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 ,它也主动向下对接村落内

部的逻辑 ,这就有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个制度稳定了 20

年 ,这也是栗村历史上地权最稳定的20年。

第三阶段 ,改革年代的不稳定 。改革以后 ,特别是 90年代 ,小农经

济全面复归 ,权力衰落 ,势力组织复活 ,习俗瓦解 ,国家 、市场与小农的

对接再次失效。曾经的主导规则萎缩 ,多元规则出现了结构的混乱 。

农民的收益权受到农民负担的侵害 ,占有权受到强制征地的侵夺 ,小农

之间相互侵夺的情况也变得普遍 ,小农地权变得高度不稳定 。

在第三阶段的后期 ,农地承包权成为物权 ,人们获得了稳定的预

期;但地权制度的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却提高了 ,结果削弱了这种预期

的可靠性 。今天 ,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到位 ,并通过法的形式肯定了农

民的地权从债权升级为物权。但是 ,这种权利的环境却发生了从未有

过的变化 ,为地权稳定的前景涂上了巨大的阴影。比如:社会对农产品

的要求从只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 ,农业老龄化带来的从未有

过的挑战 ,农村社会的解体对于地权维护带来的困难 ,生态环境的全球

性巨大变化对于农业政策的影响 ,农业的全球竞争对于小农经济的压

力 ,等等。

所有这些非传统的变化都将伸张自己的合法性 ,参与到地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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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过程中。地权的真正稳定 ,一定是以社会希望加诸土地的种种

束缚都成功地建立起来为前提的。到那时 ,地权的规则仍然是多元的 ,

但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前面提到的各种非传统的规则将会丰富和替

代传统的规则。而在这些新的规则中法律一定是主导性的 。如果真的

能做到这一点 ,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一定已经是大大提高了 ,也就

是说 ,乡村社会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自下而上地对接国家 、法律和市场的

途径 。即便到那样一个时代 ,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是一个人治色彩浓

厚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法律仍然“并不像光一样畅通无阻地直射于社

会生活 ,而是在具体场景中权力关系网络的复杂运作中 ,在种种冲突和

妥协中 ,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触及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强世功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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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diachronic descrip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peasants' land

property rights , for we have no available criterion to judge whether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one period is more stable than another one.However, maybe we can find great

illumination from Zhang Jing ' hypothesis , which interprets the instability of small

peasants' land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terminacy of regulations about

land property.Following this approach , the author tries to revise her pessimistic view on

Chinese legal system.By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land property strife from 1867 to 2008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ffective land regul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rural China ,
and stable land property rights could be constituted so long as we can establish one

dominant regulation firmly among the regul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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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 land-leasing system” currently practiced in rural China refers mainly to

the phenomenon that farmers who have the contract-management right transfer their rights

of management(use)to other farmers or economic organizations.Based on field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countryside of six provinces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leasing of rural land-use rights in China.Three land-leasing models are found out and

the compar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these models are analyzed.By discussing the

defects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f land leasing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s government

should firstly perfect the country' s property rights system , stabilize land ownership for

farmers , and then form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to help build a harmonious land-leasing

market.Finally , on the grounds of land system reform ,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take

a series of reforms to improve the farmland leas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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