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

2001. 2

农民眼中的土地延包/ 30 年不变0
) ) ) 基于信访材料的分析
朱冬亮
本文以闽西北 J 县的土地纠纷信访件为分析案例, 从微观的角度来透视当前我国农民对
土地延包/ 30 年不变0的国家政策的理解以及农民的/ 土地观0。

一、总体的纠纷概况
1998 年 J 县开始贯彻落实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在这个过程中, 各乡、各村都或多
或少地出现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纠纷和争议, 只是绝大多数的纠纷在没有进一步上访到县级政
府之前, 就最终因双方的妥协而达成一致了。
笔者在 J 县农办收集到的与土地纠纷有关的存档信访件共有 15 件, 所含内容涉及到土地
承包工作的方方面面, 但基本上都和/ 30 年不变0有关。这些纠纷和争议, 都是当地乡、
村政府
一时无法解决, 然后当事人再以信访的方式, 进一步/ 上告0到县、
市级甚至省级有关部门的。
由于 J 县地处闽西北山区地带, 因此, 土地纠纷总体上可分为耕地纠纷和竹林地纠纷两
类。在这 15 个信访件所提到的 15 个纠纷案例中, 只涉及竹林地纠纷的有 1 例, 同时涉及耕地
和竹林地纠纷的有 2 例, 其余的 12 个案例都只与耕地纠纷有关。如果按照纠纷双方的力量对
比进行分类, 则可以分为三类: 个别农户与村民群体的纠纷、
村集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纠纷、
同一
个村集体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纠纷。在 15 个案例中, 属于农户个体与群体的纠纷有 8 例,
其余的 7 例是群体间的纠纷, 其中, 涉及村际间的有 3 例。
就纠纷的原因而言, 15 个案例中要求重新调整土地的有 5 例, 其中, 3 例是耕地和竹林地
纠纷, 另外 2 例则只涉及耕地争议。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彼此之间对第二轮土地承包中
/ 30 年不变0的含义理解不同: 一方要继续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延包, 另一方却要打乱了重
新调整, 然后再搞/ 30 年不变0。其余的 10 例都只是和耕地纠纷有关, 其中: 1 例涉及耕地征用
与/ 农转非0; 1 例涉及耕地征用及补偿费收取问题; 2 例涉及/ 农转非0; 1 例是当地人/ 不允许
外地人分我们村的祖宗田0; 4 例与入赘的民间习俗关联; 剩下的 1 例是因第一轮田地承包没
赶上, 导致第二轮也无法承包。一般情况下, 如果涉及纠纷的双方是群体, 多是属于多次上访,
但只上访到县级政府部门, 这类纠纷一时普遍难以圆满解决。但是, 如果是单个农户与村民群
体的纠纷, 则有可能出现逐级甚至越级上访的现象。J 县的 15 个信访案例中, 属于逐级或者
越级上访到省级有关部门的有 3 例, 只上访到市级的有 1 例, 其余的均只到县级。

二、/ 30 年不变0: 纠纷的根本原因?
尽管一般的信访件都把造成双方土地纠纷的原因陈述出来, 但这些原因多半是直观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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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 并没有把更深层的原因揭示出来。
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 由于不同的地方在贯彻国家的/ 30 年不变0政策时的具体
做法不同, 表现出来的冲突与矛盾也各不一样。虽然平常的时候, 农村的生活表面上很平静,
但实际上偶尔总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纠纷与争议。日积月累, 这些矛盾就逐渐越积越多, 越积越
大。终于, 当国家宣称农村第二轮土地延包要/ 30 年不变0时, 农村平常积累掩盖着的矛盾一
下子爆发出来。/ 30 年不变0无意之中似乎变成了一根导火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难
道农民群众真的不欢迎/ 30 年不变0吗?
要理解这种情形, 必须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 自新中国建国至今, 我国农地制度经
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 从最初的土改到合作化到高级社、
/ 大跃进0, 再到人民公社
以至后来的包产到户, 这些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都对农民的土地观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土改、
人民公社和 20 年的包产到户这三个阶段, 更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现行土地制度的理解和认
知; 另一方面, 基于小农社会传统的经历, 农民对土地的认知有自己积累的一套乡土知识体系。
如此一来, 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安排和乡村中原有的知识积累就会发生种种交融、碰撞与冲
突, 许多矛盾和纠纷也就因之而生。
具体而言, 1951 年的土改同时实现了土地私有和均等, 与传统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0的小
农意识相吻合。正是因为土改之后的土地私有只有短暂的几年, 反而在农民心目中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回忆。因此, 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回忆起这段历史。在 J 县的 15 个信访案例中, 有
3 例涉及到这个问题, 其中 1 例的情况是这样的: X 村是一个生产小队, 原处偏远的半山腰上,
村民们耕种的是山垄田。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 该村村民陆续全部搬迁到大队部所在的村落
定居, 但他们依然还得耕作原来的山垄田。出于对现行的土地分配的不满, 村民们就以居住地
的变迁为由, 要求在全大队范围内重新调整耕地, 此举自然遭到村干部和其它生产队成员的反
对, 因为该大队的田地一向属于各个生产队所有。在这种情况下, X 村的村民又提出要按土改
时的土地证分田地。他们认为, 虽然那时候他们一样耕作山垄田, 但是有竹林地作为补偿, 现
在竹山却属于全大队所有了。如果现在要他们继续耕作山垄田, 就得/ 归还0原来的竹林地。
类似的上访案例还有另外 2 个, 其中 Z 村和 G 村的竹林地纠纷较有意义。这两个村属于
同一个大队, Z 村村民以本村的人均竹山面积少于 G 村, 而 G 村又有三片竹山土改时是属于 Z
村村民所有为由( 以土改时的土地证为据) , 认为 G 村/ 强占0了本村的竹山, 要求其归还。
土改满足了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要求, 这种意识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时期得到进一步的
强化。30 年的人民公社历史, 在农民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一种很深的/ 集体土地成员权0意识。
在他们的观念中, 田地是属于/ 大家的0, 因此, 每个集体的成员, 包括现在的和将来出生的, 都
应该无条件均等地享有分配田地的权利。这种土地认知方式, 导致 80 年代以来农村土地频繁
的调整。毕竟, 在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极其稀缺而农民又没有其它非
农性的就业门路的情况下, 均等地占有土地实际上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社会保障( 周其仁, 1994;
刘守英, 2000; 姚洋, 2000) 。所以, 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看来, 土地仍然是他们的
/ 命根子0,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的资源依托。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只不过在
过去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 在实行 20 年的家庭土地承包过程中, 乡村中已经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均衡态势,
农民心目中也已经建构起了一整套与土地问题相关的习俗。这种均衡是建立在新的公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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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 而且被农民们自身所认可。自从 80 年代初期包产到户至今, 原先队里的田地分给各
家各户承包经营。由于各个家庭人口增减的速度不同, 势必造成耕地的不均衡。在这种情况
下, 定期调整田地成了实现田地均衡的一种最佳方式。农村土地的频繁调整和变动, 一方面适
应人口增减变化的形势; 另一方面, 也满足了农民搞集体时形成的平均主义的心理。正如有的
农民所说的: / 如果我这次运气不好, 抓阄时没有抓到好地, 也没关系, 反正过几年还要再重新
分, 说不准下次我的运气会好, 抓阄能够抓到好地。
0即使有的农民这次没有分到田地, 心里想
着下次调整再分也不迟。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大家都这么想, 每次调整田地的时候便
不会斤斤计较, 纠纷自然便不容易发生。
但是, 当 1997~ 1998 年国家推行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时, 为了达到稳定土地产权、
防止土
地频繁调整的目的, 国家反复强调这次土地延包将实行/ 30 年不变0, 要/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减地0, 不再按人口的增减调整土地; 同时, 采取发给农户5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
与农户签订书
面承包合同等配套措施, 以便达到预期的政策实施效果。J 县在贯彻国家的这项政策时, 当地
的新闻媒体和乡村干部都广泛且反复地向农民宣传第二轮土地承包制的意义, 使/ 30 年不变0
政策变得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过, 人们恐怕没有预料到, 尽管国家的政策精神已经人
人皆知, 却没有深入人心。对于/ 30 年不变0, 农民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更为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见解有时恰恰与国家的意图相矛盾。
照农民自己的看法, 如果土地真要是一定 30 年不变, 其意思就等于是说, 在这 30 年中, 他
们分到的承包地是他们家自己的了。换言之, 在这 30 年当中, 土地就差不多是属于自己私人
所有。如此一来, 农民对土地的期望值一下子从/ 大家的0过渡到/ 自己的0, 原来的均衡态势被
打破了, 其中的反差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农民都意识到这次分地不同于以往的调整, 而是直接
关系到今后 30 年的生计问题。传统的土地是/ 命根子0的潜在意识再度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
正因为如此, 他们在实际分地的时候, 土地的分量突然就变得非同一般。大家都怕分地的时候
吃亏, 谁都想分到好田, 谁也不肯轻易妥协。原来因各种各样原因而没有地或者不想要地的农
民这次都想分到地, 且态度坚决。这样一来, 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成员权意识与土地私有的潜
在设想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冲突。究竟应该如何分地才能算是公平? 这个度很难把握。很多
纠纷也就因此而生。这是造成土地纠纷的最根本的原因。
此外, 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也会导致别的纠纷。这其中有两类情
况值得重视, 一类与农转非问题有关, 一类则与村民的迁移有关。D 村的土地纠纷案例属于前
一种。该村的部分村民在 50 年代初土改的时候是农业户口, 后来因为有发达的手工陶瓷业而
被划入居民户, 自然他们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就被集体收回去了。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 手工业
生意不行了, 这些居民户/ 失业0了, 这时候他们就反过来和村中的另一部分农业户争土地, 双
方爆发激烈的冲突。类似这样的信访案例还有 1 例。
J 县地处闽西北山区地带, 一个行政村( 大队) 往往都辖若干个自然村。按照规定, 土地一
般是属于村民小组( 生产小队) 所有。那些偏远的小山村往往是一村一组, 村民们所拥有的田
地自然是分布在村落四周, 而且大部分是山垄田, 田质差, 耕作难度大。这种土地配置制度自
土改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从 90 年代以来, 福建省实施/ 造福工程0, 鼓励地理位置偏僻
的小山村的村民搬迁到交通更为便利的平地上重新安家落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
居住在小山村的农民, 现在搬迁到平地上定居了,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还要耕作原来的山垄田
# 29 #

农民眼中的土地延包/ 30 年不变0

呢? 虽然国家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不能随意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权属关系, 但是如果再叫搬迁
到平地上的村民去耕作原先偏远的山垄田, 就显得不合情理, 他们也不愿意。至于原来就在平
地上居住的村民, 他们当然不肯让外来人分享本村的田地, 双方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冲突。如
前面分析过的 X 村的纠纷案例就是属于这种情形。除此之外, 类似的上访案例还有 Y 村 1
例: 该村的 14 户农户搬迁到大队所在地定居之后, 就提出要求大队归还原先属于自己小队的
36. 08 亩耕地( 这些地靠近大队所在的村) 。此举遭到其它生产队的农民的反对, 双方冲突因
之持续不断。

三、纠纷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从 J 县的 15 个纠纷案例中, 基本上可以看清当前我国农村在实施/ 30 年不变0 政策的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其中有两个议题特别值得注意。本文下面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剖析。
( 一) 稳定与调整的关系
第二轮土地承包, 国家主要的目的是想稳定土地的产权制度, 突出/ 30 年不变0的重要性。
究竟这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剖析案例, 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信访件所体现的 15 个案例中, 有 2 例在过去的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是实行不调整制度
的, 即 L 村和 S 村从 1982 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至 1998 年均未进行过土地调整。由于中办
[ 1997] 16 号文件5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6强调: / 土地承包期再延
长 30 年, 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 要使绝大多数农户
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
0针对这一文件精神, 有的村民认为, 第二轮土地承包应该是在
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包, 不是重新调整;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既然是第二轮承包, 就应该
重新调整。双方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出现了分歧。这样一来, 要求重新调整的部分村民就不断
上访, 要求政府帮助予以解决。
L 村反映的是耕地调整问题。他们在上访信件中说: / 由于农业人口流动较多, 有的因老
去世, 有的婚嫁, 甚至已出生的少儿今已 17 岁至今未分到分文田, 而教育附加费、
水费要增收。
另一方面, ( 有的) 群众却人少地多, 无法耕种, 而没有责任田的农户却要承担各种税金 ,影响
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我们村民强烈要求上级领导给予高度重视, 真正给农民做主, 调整责任
田 30 年不变( 的做法) 。
0L 村全村约 90 户, 其中签名要求分田的有 43 户。
S 村反映的却是耕地和竹林地的调整。要求重新调整的村民在上访信中说: / 十几年来,
村里人口在不断增长, 已由 1982 年的 423 人增长到现在的 554 人, 有的农户现在的计划内人
口是当时的 1. 5~ 2 倍, 当然有些农户的人口比当时更少, 这样就出现了不是依靠科技、
不是因
为勤劳, 而是靠山多、
田多的富贫悬殊。
0S 村全村约 120 户, 上访信中要求调整的有 56 户。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以竹林地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乡村都会出现类似上面的稳定和调整的
纠纷。正如当地政府的调解报告中所指出的: 竹林地纠纷之所以频繁出现, 除了人口增减与资
源占有比例的矛盾之外, 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 竹林地有很长的生长周期, 一般不宜进行
频繁的调整, 因此, 第一轮承包大多是一定 15 年甚至更长。其次, 根据村民以往的经验, 竹山
的效益一直不是很明显, 因此, 80 年代初分山到户的时候, 村民并不太在意, 导致分山的工作
做得比较粗糙, 分得不够平均。但是, 90 年代以来, 竹笋、竹材价格迅速提升, 竹林地自然也随
之大幅升值, 村民对竹林地的预期也发生逆转。第三, 竹林地直接涉及到后期管理投入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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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管理细致的、
管理粗放的在产出上差异非常大。管理得好的农户自然不肯把自己十几年来
辛勤劳动的成果拱手让与他人, 故而反对调整。至于那些要求调整的农户, 有的是因为人口增
加, 有的是因为竹山管理不好, 有的觉得当初分山时就吃亏, 他们组成一个要求重新调整的阵
营。还有一部分村民则持中立的态度, 可分可不分。这部分人往往成为纠纷双方拉拢争取的
对象。
除了上述的 2 个案例外, 还有另外 2 个与竹林地有关的纠纷案例。由于这类纠纷基本上
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纠纷, 地方政府在调解处理时普遍感到比较棘手, 弄不好会导致村民的公
开冲突甚至械斗。
透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开展/ 30 年不变0的第二轮土地承包, 确实可以达
到促进农民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性投入的目的。但是, 也要注意到, 由于土地产权的稳定与农民
的/ 集体土地成员权0观念相冲突, 因此, 农民往往把公平的原则摆在第一位, 而效率原则不得
不退居其次。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土地制度, 否定土地私有制, 这就使农地制度实施中面临
着一个尴尬的处境: 如果真的实行土地/ 30 年不变0政策, 在农民们看来, 那实际上和实行土地
私有制没有多大的差别; 如果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就不得不允许土地的定期调整。两者之
间似乎是/ 鱼与熊掌0之关系。事实上, 从一些地方的政策实施的情况看, 很多地方的农民对土
地/ 30 年不变0政策持悲观态度, 他们仍然是沿袭过去的做法, 每隔若干年即进行一次小调整
(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1998; 林卿, 1999) 。
( 二) 民间惯例对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 15 个信访案例中, 有 7 例属于个别农户与集体中其他村民的土地纠纷。这类纠纷是过
去 20 年中零星积累起来的, 如外地人要不要分给田地? 入赘/ 上门0的家庭能不能分地? 有户
口和没有户口( 这类问题大部分与计划生育有关) 的村民能不能分集体的田? 对于类似问题的
处理, 多半涉及到农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各个村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而这些非正式制度因
素往往和国家的原则性规定有出入, 两者易产生冲突。由于这些民间惯例得到绝大部分村民
的认可和支持, 因此, 国家正式的律令制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
按照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 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 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周其仁,
1994) 。村民除了对男婚女嫁的人口流动可以接受之外, 对于其它原因如入赘、
外来人定居本
地等, 则有严格的限定。如果这类人要加入本集体分地, 至少需要经过大部分村民同意。由于
各个村对此都有严格的民间约定, 外来人口要想获得土地并不容易。
J 县的 15 个信访案例中有 4 例和外地人入赘有关, 其中 2 例的入赘者是通过村干部的关
系取得了当地的户口。但是, 按照当地的民间惯例, 他们并没有经过村民群众的许可, 因而第
二轮承包分地时遭到村民的集体抵制, 无法获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些入赘的农户, 在此之
前基本上没有分到地, 这次因为考虑到土地延包是/ 30 年不变0, 如果不分一份地, 将来 30 年
就无地可耕, 生计难以保障, 所以, 都想方设法/ 上告0, 要求分地。
对于一般的外地人要分地, 各个村也有严格的习俗限定。除了入赘的 4 例之外, 属于外地
人分不到地的还有 2 例。其中有 1 例比较具有代表性: 李氏兄弟于 1977 年由福建长汀县迁到
J 县 C 村落户。1983 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 他们均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但是, 接下来的时间
当中, 他们和当地村民相处不好。1998 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 当地村民就以/ 外来人不准分我
们祖宗的田0为由, 拒绝再给李氏兄弟 4 户 19 个人分田地。在有关部门的耐心说服下, 村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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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同意分给他们田地, 但前提是他们得按每个人口交纳 500 元作为村小组积累金。否则, 就坚
决不同意分地。李氏兄弟后来只好接受这个条件, 方才分到了田地。
有意思的是, 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纠纷时, 多半难以按国家的有关政策办事。各个村约定
俗成的民间惯例依然在这类场合中起主导作用。其原因在于民间惯例本身是村民们集体制定
出来的, 得到村民群体的认可, 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谁违反这些约定, 就会遭到大家的一
致反对。面对内聚力强大的集体力量, 地方政府常常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四、结束语
农地纠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理解和认知。从上述的 15 个信访案例中, 可以
看出, 农民的土地观实际上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思想意识的交互影响。无论是 50 年代初的
土改, 还是 60~ 70 年代的人民公社, 乃至 80 年代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都在农民的观
念中留下不同的历史记忆, 并直接影响到当前土地制度的实施。
土改后实行的/ 耕者有其田0, 给农民留下了土地私有的记忆。人民公社时代形成的土地
集体所有制, 与农民传统的平等占有土地的传统小农意识不谋而合。即使是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 农民依然沿袭了人民公社时代的土地观, 农村土地的频繁调整就是最好的例证。
不过, 当 1997~ 1998 年国家推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制, 并严格要求/ 30 年不变0 的时候, 农民脑
中首先萌发出来的是/ 土地私有0这一敏感的意识, 于是传统的/ 土地是命根子0的观念再度萌
发。面对土地的再分配, 他们以内部协议的形式规定若干年即进行一次小调整, 变相地以群体
的力量直接或者间接地反对/ 30 年不变0的制度设计; 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传统的民间惯例
行事, 如/ 祖宗田0意识、
排斥外来人分享本村的土地等。
值得关注的是, 在这 15 个纠纷案例中, / 被告0的一方全部是村民群体, 其中纠纷双方都是
属于群体的也有 7 例。由于国家权力向上收缩, 村集体的自主性增强, 传统的农民土地观也呈
现复苏的势头。从信访件中可以看出, 这些纠纷群体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群体内部凝聚力
很强, 立场鲜明, 他们即使明知是违反国家的政策, 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 二是这些群体完
全是农民自发组织的, 体现了他们为土地而团结的力量。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 土地是属于他
们村的, 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自主的集体所有权意识很显然与过去人民公社时代被动的集
体意识不一样。它预示着未来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将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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