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 

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周祖 文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 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 

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 

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 

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 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 

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 

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 

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 

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关键词 统一累进税 减租减息 晋察冀边区 地主 农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华北根据地内部的团结抗战，将原来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 

政策，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且于抗战之初就在华北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在财 

政政策上又实行了具有首创意义的统一累进税(以下简称“统累税”)。战前的华北，国家对于乡村 

的税收主要是田赋，田赋是土地所有者承担的，无地者在理论上不承担税收，而在统累税之下，包括 

无地佃农在内约80％的农民都要承担国家税收，这是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新因素。① 在整个抗战时 

期 ，统累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 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抗战中的华北不仅面临战火的 

① 关于华北地主与农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之前，抗战之后的研究虽然也不少，但似乎较少 

注意到统一累进税这一新因素之下的地主与农民关系。本文着重于分析统一累进税这一新因素对于抗 日根据地地主与农民关系 

的影响。同时，本文将减租置于统一累进税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也与此前对于根据地减租问题的研究有不同之处。对于抗 日根据 

地统一累进税的研究相对较少，值得参考的是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 1990年版。而对于根 

据地减租减息的研究，值得参考的有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 日战 

争研究)2010年第2期 ；肖一平、郭德宏：《抗 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汪玉凯：《陕甘宁边区实行减 

租减息政策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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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也经历了一场减租减息与统累税的“静悄悄的革命”。① 在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大潮中，中共领 

导下的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和农民( 都主动或被动地席卷和裹挟进去，究竟呈现了一种怎 

么样的历史场景?本文尝试以中共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 日根据地、同时也被视为模范根据地的 

晋察冀边区为例，考察政府、地主与农民在抗战时期面对统累税和减租减息这一新经济环境下的境 

遇，或许这一角度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不同的面相。 

一

、 成为新因素的统累税 

1937年 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告捷，随后因娘子关和太原棚继失 ， 共中央调整 

八路军战略部署，一一五师一分为二，其中一部由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率3000余人 在晋东北，以 

五台山为基地向察南、冀西、冀中和冀东一带发展，创建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1938年 1月 10日，晋 

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成立。边区创立前后，解决军队给养和财政问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最初，实 

行的是县合理负担，即粮饷各县筹集，筹集对象主要是汉奸、土豪和资本家，农民出钱出粮的户数较 

少，负担面不到30％，一般只占总户数 20％左右。⑧ 县合理负担带有强烈的动员性质，各县各自为 

政，筹粮筹款机构杂乱，引发社会上巨大的不安。边区政府成立后停止了县合理负担，实行村合理 

负担，即以旧村为单位评议出纳税户的应纳税分数，然后按照各村分数多少分配粮款征收任务。村 

合理负担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在晋东北实行第二战区“抗战时期村合理负担办法”，按财产情 

况把村分为12等，户分为 l9级，按等定分，然后评议负担，这种方法虽然带有累进性质，但不以人 

为单位计分，造成实行中的问题很多。第二是在冀西各地实行边区政府的《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 

担实施办法》，以户为单位，民户据实自填合理负担比例分数调查简表，村中一切负担都按照各户 

所得的分数分担，一年负担两次，其特点是将资产和收入合并计算。④ 该方法强调累进，力图贯彻 

“钱多多出，有钱交钱”的原则，还设立了评议会，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将资产与收入同等看待，且采 

取属人主义，不可避免有缺陷。⑤ 第三是在冀中实行土地累进法，除免税点人均一亩半后，超出亩 

数按累进法计算，以五亩为一级，分六级累进，出租土地由地主负担，典当地由承典人负担，1940年 

后又增加土地分等及动产合理负担两种办法。⑥ 这一办法在累进上有优点，但由于免税点过高，存 

在负担面过小的问题。 

村合理负担是晋察冀边区税收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提高财政收入的要 

求。从 1938年4月开始，晋察冀边区按照村合理负担办法解决军粮问题，采用购粮的办法，但由 

① 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马克 -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叉 

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赛尔登和弗里曼把 1936年到 1946年的 10年称为“静悄悄的革 

命”：包括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累进税制等社会经济政策。赛尔登的“延安道路”则是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指中共在抗战时期形 

成的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点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 

② 根据 1942年 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相关表述，当时中共将地主之外的其他 

阶层如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视为农民，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经营地主地位等同于富农。本文对于地主与农民的定义采 

用这一分野。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85页。 

④ 《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 

融”，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52页。 

⑤ 刘澜涛：《论晋察冀边区财政建设的新阶段——统一累进税》，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 

编》第4编，“财政金融”，第294页。 

⑥ 《冀中村合理负担办法》，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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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争环境下采买购粮难以保证军食，1938年秋季反“扫荡”中，一方面“部队挨饿”，另方一面 

“农民卖粮纳税，卖出时粮价低，纳税额就得高”①，又导致农民吃亏。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 9月， 

晋察冀开始实行救国公粮制度，以便能确实地筹集军食。② 按照救国公粮条例 ：“人均小米一石四 

斗以下为免征点，一石五斗以至二石者收百分之三，二石一斗至三石者收百分之五，以上每增加 
一 石递增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二十为止”⑧，这一条例在累进征收与以人为计算单位这两点上与 

村合理负担办法类似，而且条例的主要内容也参照了村合理负担办法，其实质是村合理负担在解决 

军食方面的进一步扩展。在救国公粮制度实施之后，村合理负担的主要作用就局限于筹集村款 

方面。 

在推行村合理负担之前，晋察冀边区就已恢复田赋的征收。1938年 3月，鉴于财政收入的极 

度匮乏，边区政府恢复了此前一度停止的田赋。如果说公粮制度主要是解决战争时期的军食问题， 

那么恢复田赋的征收就是解决财政收入的临时性措施。在中共看来，田赋是应该废除的，因为它是 
一 种比例税，是不合理的，“田赋的缺点是无免征点，不累进”④，但是它又在旧税制里相对合理⑤： 

田赋是千百年来国家政权与农民习以为常的纳税关系，已经成为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对于 

甫经成立、百废待举的边区政府来说是可资利用的便利税种。田赋恢复征收后，成为边区政府财政 

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如 1938年仅冀中区上、下忙 田赋就征收了 60万元 ，占全区财政收入 

的 20％ 。⑥ 

到 1940年，晋察冀边区征收的税种，除了村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田赋之外，还有工商营业税、 

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印花税，以及田房契税、出人口税等。这些税种中，最主要的是救国公粮、村合 

理负担和田赋。“在边区，农业生产是主要的，农民占全人口的绝对多数——约百分之九十以 

上”⑦，1938年至 1940年政府收入的增加，相当部分通过救国公粮的形式来完成，其征收量有较大 

的增长。据北岳区统计，1938年征粮 104450大石米，1939年征粮 117156大石米，1940年征粮 

180478大石米。⑧ 救国公粮等三种税收虽然各有优点，但也有如前所述的缺点，需要进一步改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种税收都是按收人计征的税收，而农业收入的增长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立基于 

农业收入增长之上的税收难以满足战争形势下财政支出急速扩大的需求。同时，村合理负担、救国 

公粮和田赋在实行中也遇到很多困难，村合理负担事实上只适用于村款，救国公粮进一步拓展的空 

间有限，田赋原本就是权宜之计，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税种将三者统一起来。此外，工商业税的种类 

虽然多，但此时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比并不大，比如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印花税的收入更形微末， 

工商业税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也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在农业社会中事实上也不可能。同时，多 

种税收杂存，一方面增加了边区在征收上的人力成本和征收手续上的烦琐和困难，另一方面也使边 

区民众感觉不便。总之，到 1940年，随着国内外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晋察冀边区政府感到有必要 

将边区所有财产和收入都纳入到征税范围内，并以一种单一税收的形式来完成，以满足财政支出不 

①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287、293页。 

② 晋东北和冀西一带在 1938年 11月开始征收救国公粮，冀中则更早一些，在 1938年6月已开始征收救国公粮。 

③ 《晋察冀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条例》，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 

第 180页。 

④ 彭真：《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 

第 112页。 

⑤ 比如田赋的纳税单位是两，而不是亩，就充分考虑了各地土地肥沃与贫瘠的差别，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⑥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292页。 

⑦ 渐愚：《关于统一累进税工作的一些经验》，《晋察冀日报》，1941年7月20日，第4版。 

⑧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310页。北岳(即晋东北和冀西)区的一大石为270斤，冀中为 300斤。 

35 



抗 日战争研究 2017年第4期 

断扩大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于 1941年开始在边区境内推行统累税。① 

统累税的特点是将各种税种合并征收，并减少了征收次数，整齐而不乱。“统一累进税 ，统一 

是什么意思?即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捐税(关税、契税在外)，同时税收统一于边区政府，只有边区 

政府有权运用”。② 此前，冀察冀边区救国公粮主要征粮，附征马草、马料，田赋主要征钱，村合理负 

担既征粮也征钱，其他工商业税等则全部征钱。③ 改行统累税后，在征收方式上以钱、粮、秣三种形 

式征收，一年只征收一或两次。在统累税之下，边区政府只保留具有关税性质的出人口税，以及保 

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契税，此外一切税收包括救国公粮在内的其他税收都被纳人到统累税之下，仍 

沿用村合理负担办法的分数累进税制进行征收。 

统累税的征税单位是“富力”。按照1941年3月20日修正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 

行办法》，“统累税之土地财产收入之计算单位，定名为富力”。土地以标准亩来计算，以年产谷 1 

石 2斗之土地为一标准亩；自营地 1个标准亩，折合 1个富力；出租地 1个半标准亩，折合为 1个富 

力；佃耕地3个标准亩，折合 1个富力。除土地外，各种资产以200元为 1个富力，收入以40元为 1 

个富力。以每人 1．5个富力为免税点，负担面要求达到80％，每人超过 1．5个富力以上的土地、财 

产和收入，按照不同的税等税率折算成分数。④每人的分数折算出来之后，根据边区当年财政预算 

确定每分所要承担的统累税负担。对于“粮食是主要收入，最主要财富”⑤的农业社会来说，边区政 

府的“征税主要是公粮”⑥，因之统累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乡村社会中的两个阶层：地主和农民。边 

区政府统累税税则的确定以及实行中一些微妙的考量，大多是围绕着如何平衡地主与农民各个阶 

层的负担水平。 

1941年是统累税征收的第一年，其特点是在“一方面顾及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负担，另一方 

面还要顾及到不致影响贫苦工农的最低生活资料”的前提下，倾向于减轻地主的负担。这一倾向 

主要体现在标准亩的降低与负担面的扩大之上。在负担面上，边区起初要求 1941年达到60％，在 

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步提高到 80％，以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但在中共中央再次要求达到80％负担 

面之后，边区政府最后还是将负担面扩大到了 80％。对负担面的坚持，实质上是要求统累税由更 

多的阶层来承担。从来不纳税的贫农、一部分中农也要开始纳税，“工农群众过去三年没有负担国 

税的，现在大多数都要负担”⑦，而不是像此前那样大多由地主、富农承担。要达到80％的负担面， 

有两个选择，一是降低免征点，二是降低标准亩，当时普遍认为降标准亩比降免征点更合理，前者对 

地主更有利，后者对农民更有利，标准亩有 1石 6斗、1石4斗，1石 2斗三种意见，最后确定为最低 

的 1石2斗，而免征点仍维持在 1．5个富力的水平上。 

晋察冀边区政府承认，“统一累进税是首创，缺乏经验”⑧，在边区复杂的租佃关系之下，1941 

年的统累税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1942年的统累税在税则上做了较大的修改。第一是标准亩进一 

①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晋察冀实行统一累进税是因为边币发行太多，统一累进税是为了收缩发行过多的边币而采取的措 

施，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予讨论。 

② 刘澜涛：《财政经济政策》，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第116页。 

③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309页。 

④ 《晋察冀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26日，第2版。 

⑤ 徐达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节录)》，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 

版，第469页。 

⑥ 宋劭文：《关于边区财政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答复》，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编，“总论”，第446页。 

⑦ 《关于标准亩和免征点的问题》，《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8日，第1版。 

⑧ 宋劭文：《统一累进税则的修正公布》，《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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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适当做了下调，以便进一步扩大负担面。“平均每年产谷 10市斗之耕地为一标准亩”。“改变了 

标准亩，使得负担面比去年稍稍扩大，使更多人民负担国税”，同时，“进一步缓和了累进率，使大地 

主的分数适当降低”。① 第二是财产和收入分开计算，主要是为了解决“自营地以每一标准亩为一 

富力”，“出租地以每一亩半标准亩为一富力”，“佃耕地以二标准亩为一富力”②的三种土地折合的 

不合理，这三种折合是以地租“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为假定进行折合的，但实际上，高于或低于“千 

分之三百七十五”租额都不在少数，对于租额高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1941年税则有利于出租 

土地的地主，地主的负担比较轻；而对于租额低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则有利于有承租土地的 

农民。财产和收入分开计算后 ，地主和 自耕农都拥有土地，要缴纳财产税，而承租土地的农民没有 

土地的财产，只需交纳收入税。第三，考虑到1941年税则“纳税人口最大的富力层在第一、二税等， 

这两个税等的纳税人口占全部纳税众百分之七十以上，只分了两等，因而等距长，累进缓，贫苦吃 

亏，稍富者便宜”③，为了减轻 1941年开始负担统累税的贫农、中农的偏重负担，对最初几个富力， 

缩短等距，降低累进率(表 1)，以便减轻贫苦农民的统累税负担。 

表1 晋察冀边区统累税富力分数对数表(1942年4月) 

税等 四 Ti"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 

税率 0．8 0．85 0．9 0．95 1 1．1 1．2 1．3 1．4 1．5 1．6 1．7 

纳税富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l5 

单计 O．8 0．85 O．9 0．95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7 1．7 1．7 1．7 1．7 1．7 
分数 L 

合计 0．8 1．65 2．55 3．5 4．5 5．6 6．8 8．1 9．5 11 12．6 14．3 16 18．7 20．4 22．1 23．8 25．5 

税等 十三 

税率 1．8 

纳税富力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单计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分数 

合计 20．5 22．3 24．1 25．9 27．7 29．5 31．3 33．1 34．9 36．7 38．5 40．3 42．1 43．9 45．7 

资料来源：根据《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修正草案)》(《晋察冀日报》，1942年4月 18日，第4版)的相关数据整理。 

1943年的统累税税则进一步总结了 1942年统累税实行中出现的问题，注意到了低租地与统 

累税负担之间倒挂的情形。在低租地问题上，统累税就和地租纠结缠绕在一起，颇令边区政府费 

神。“租额在耕地正产物百分之十五以下之土地，税额过重。逃亡户地、钱租地、公地、低租地(由 

小块开为大块土地)等有税额达其租额百分之八十以上”，地主的负担较重。同时，华北乡村土地 

租佃形态的复杂也给统累税增加了困难，“出典(即一般所说的‘当’)之土地，其土地税由出典人负 

担(另有约定者依其约定)，出典之土地其所有权未变，土地所有人纳土地税在理论上妥当的，但与 

习惯不合，易滋纠纷”。④ 对于低租地的问题 ，解决方法“不外乎三种形式：或者是从租额上来解决， 

① 《贯彻统累税的新税则精神》，《晋察冀 日报》，1942年5月17日，第 1版。 

② 《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 

融”，第355页。 

③ 宋劭文：《统一累进税则的修正公布》，《晋察冀日报》，1942年 5月10日，第 1版。 

④ 《贯彻统累税税则到人民中去》，《晋察冀日报》，1943年 2月17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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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从统累税上来解决，或者同时从两方面来解决”。① 对于一些地租极低的租佃土地，情形更为 

复杂，边区政府不得不做一些特别的规定：“低租土地的负担问题在新税则中一般已获得解决。但 

如租额不及土地收获物百分之十者，每人平均纳税富力到二十个，则须尽其收入纳税，或尽其收入 

亦不足纳税，因此在坚持人人收入够纳税，人人纳税后能够生活的原则下，就须打破土地税不与土 

地脱节及同一土地出租与佃耕富力之和应等于自营地富力之原则，否则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我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确定：凡低租地其租额不及耕种地总收获物百分之十五者，其财产税(即 

土地税)以收租每六市斗谷之土地计一富力，这样造成低租的原因姑不置论，而低租地的负担问题 

即完全解决了。”( 类似的情况，边区政府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对统累税税则与施行细则进行修 

正，规定：“低租地其租在耕地总收获物百分之二十以下者，其财产税以收租每八市斗谷之土地计 
一 富力”，以减轻低租地之土地税；此外，“出典之耕地其财产税由承典人负担之⋯⋯但另有约定 

者，依其约定”；“出典地之财产税一般均由承典人负担，约定由双方负担者，由双方负担；约定由出 

典人负担者，由出典人负担。约定之不同情形，各县当可按具体情形根据税则规定照顾双方适当解 

决”。③ 经过 1943年的修订后，一直到抗战结束，晋察冀边区的统累税在各阶层之间的负担情形有 

了较好的改观。 

二、减租新使命：对交纳统累税农民的补偿 

1941年统累税税则的制定，虽则是在 1940年的统累税实验的基础上不断修改的结果，但其对 

于地主与农民土地的不同折合，“都是根据一个假定——即地租为 375％o”。④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 

把统累税的合理与否立基于对地租的假定是否合理之上。1942年的统累税税则可能已经意识到 

地租因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按照某一既定的比率进行土地的折合，所以抛弃了上述折合，而 

采用将土地税和收入税分开的办法，规定：“自营地以耕地总生产物除四分之一消耗计，佃耕地以 

耕地总生产物除四分之一并除地租计”⑤，扣除地租后计算佃耕地的统累税负担，使统累税有可能 

适应各地不同的地租情形。同时，这一税则的修改也使 1942年之后的地租问题得以凸显，因为税 

则中“除地租计”的规定，使地租问题直接成为确定统累税征收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边区政府 

为了获得较多的统累税而更加关注地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减租越多，政府可以获得更 

多的税基；另一方面，除去地租的计算方法能直接减轻以租人土地为生的农民的纳税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减租减息问题在晋察冀边区的受到重视就多了另外一层意蕴：减租减息虽则已 

经成为中共的抗战土地政策，但在晋察冀边区统累税负担面扩大到贫苦农民也须承担的情形下，减 

租减息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似也可以理解为是边区政府对交纳统累税的农民的一种 

补偿，以争取农民对于抗战的支持。晋察冀边区政府认为，在负担面扩大到 80％，大部分农民都承 

担了统累税，而且 1941和 1942年贫苦农民承担的统累税普遍偏重，而地主的统累税偏轻的情况 

下，“很清楚，如果不实行一个正确的土地政策，不改善广大农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物质生活，从 

① 宋劭文：《关于边区财政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答复》(1942年 2月2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 

济史资料选编》第 1编，“总论”，第446页。 

② 宋劭文：《统一累进税则的修正公布》，《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10日，第 1版。 

⑧ 《贯彻统累税税则到人民中去》，《晋察冀 日报》，1943年2月17日，第 1版。 

(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320页。 

⑤ 《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第 

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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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给以援助，农民便没有精力与心情参加抗 日战争”。① 由此可见，统累税正是晋察冀边区大 

力推行减租减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新情境。 

抗战前后，鉴于日本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共的土地政策也出现变化，由原来的没收地主土地的 

政策，改为一方面地主减租减息，一方面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2月，中共在《给中国 

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年4月，陕甘宁边区宣布“在没有分配土 

地的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以后交租的办法，可由地主与农民双方决定，但应比以前 

减轻些”。②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jiI会议上，减租减息政策列入《抗 日救国十大纲 

领》之中，减租减息就此成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当然，减租减息政策并非是中共的 

终极追求。在抗 日根据地纷纷创建之后，中共高层还是认为，“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解决 

土地问题最彻底的办法，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彻底解决土地问 

题，不能是目前的工作”。⑨ 中共追求的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但在持久抗战的环境之下，根据形势需 

要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而随着减租减息的不断推进，抗 日根据地的减租并不仅满足于 

“二五”减租。“二五”减租是国民政府的减租标准，但中共的重心，显然要更进一步地实行租额不 

超过正产物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三七五”减租。从“二五”减租到“三七五”减租，固然 

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结果，但似乎也不能不考虑抗战前并不交税的农民此时却要承担统累税负担的 

这一新背景。 

晋察冀边区最初实行的是“二五”减租。1938年 2月，边区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即颁布《晋察冀 

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开始减租减息，规定其原则是“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和 

“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④ 此后虽然在“一九三九年到四。年上半年普遍实行减租减息”⑤，但 

由于战事迁延，“真正开始实行还是民国三十年的事情”。⑥ 1942年中共重申了统一战线的土地政 

策，要求华北各根据地实行“二五”减租，“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 

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 

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⑦ 晋察冀边区地处华北腹心地区，是华北的模范 

根据地，在“二五”减租浪潮中无疑首当其冲。 

“二五”减租之前，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于边区内地租的估计是，“高额地租是普遍的现象”⑧， 

“地租一般的50％以上，有的多到70％以上”。⑨ “二五”减租之后，很多地方的减租工作并未深入。 

比如，盂平的“马庄、康庄、西下庄等村地主‘明减暗不减’，还有的地主在减租时先把租额提高，结 

果减了等于不减；五区后东山等八个村庄中，有的租地，佃户收上架，地主收粮食，现在上架值钱少 

①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解放日报》，1944年 12月22日，第4版。同时参见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 

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47—62页。 

② 《回苏区的豪绅地主要收租还债怎么办》，《新中华报》，1937年4月23日，第3版。 

③ 杨尚昆：《论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编，“总 

论”，第 135页。 

④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38年 2月9日)，参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2编，“农业”，第l5页。 

⑤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7页。 

⑥ 石更：《租佃问题在盂平》，《晋察冀日报》，1944 年2月24日，第2版。 

⑦ 《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附件》，《晋察冀日报》，1942年2月13日，第 1版。 

⑧ 石更：《租佃问题在盂平》，《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4日，第2版。 

⑨ 《抗战以前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1943年 5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2编．“农业”，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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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佃户大吃亏，有一亩地经二五减租后，纳租仍达一石者”，甚至一些村的地主还“要佃户替他负 

担统累税”。① 1943年之后，减租进一步深入，因为在实践中发觉“二五”减租后的地租还是比较 

高，因此要求租额只占正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平山一个材料指出：“过去的租额比 

较高，实行减租时，一般只注意了二五减租”，而没注意到“减租后仍超过三七五的要减到三七五” 

的规定，并承认“这是过去大家所忽视的现象”。② 在盂平 ，“仅合河 口，柏支会 ，前大地，杨家庄等 

13个村庄的统计，在 1417．4亩租地中，经二五减租后租额仍超过三七五的数 目共达 2820．681斗 

(以小米为单位)，全区统计则在300石左右。一、二、三区 67个村中，已检查出来存在超额租的 

有 54个村，三区西下庄租额普遍超过40％，最高的到 75％。农民每年收成，根本不捞不到什么 

粮食”⑧，因此“不能认为把二五减租执行了，就不再管租额是不是超过三七五。必须进一步检查 

各地贯彻程度，要了解各地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根据平山的材料，大部地租超过三七 

五，即在群众充分发动的阜平，也同样大多数村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④，减租由此转入“三七五” 

减租。 

在减租的同时，又进行清理旧债和减息。在这一问题上，边区政府是比较宽容的。对于旧债， 

政府规定“现扣利、出门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对于利息超过年利 10％的高利贷只是禁 

止，并没有退息；对于“利率在年利一分以上者，一律按年利一分计算，债务人已付利息超过原本一 

倍者，停利还本，其超过原本二倍者，视为借贷关系消灭，本利停付”。可见，对于利息，以超过原本 

的一倍、二倍为界而加以不同处理，利息超过原本一倍的停止支付利息，但原本还是要归还，利息超 

过原本两倍者才适用“本利停付”；在债务清理之后，债权人应将“原有借约退还债务人”。⑤ 对于 

条例公布之后的新债，“应一律更换新约，于契约上注明减租减息起始年月，原租息应减及减后租 

息数额”。⑥ 

相较于减息，在减租问题上则要严厉得多。首先，过重的租约限制了农民缴纳统累税的潜能， 

需要对过去过重的租约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退租。“对少数的顽固地主的非法收地和高租问题，给 

了必要的教育和斗争，部分的实行退租”。⑦ 在一些地方，还发动了妇女进行退租。盂平前家庄通 

过妇女做地主媳妇的工作，地主媳妇代替地主清算退租，合河口农民“邢双狗和地主有点不愿提出 

减租，被他老婆骂了一顿，女人亲自去算。在杨家庄村的大街上男的女的像上会的一样来来往往， 

背着口袋去算的，有的背了粮食胜利的往回返”。⑧ 其次，政府强力支持农民“抽地换约”，巩固减 

租成果。抗战前，晋察冀一带农民由于债务原因有很多土地作为抵押地抵给了地主，在“抽地换 

约”中，政府将那些依据法律和习惯未完全属于地主的“未死”抵押地按年利一分的标准，“重新订 

立新约，将土地抽回”，结果使许多抗战前被高利贷者“巧取豪夺的土地部分地被农民抽回了”。据 

北岳区四个专区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6月，“抽回土地六万四千九百余亩”。⑨ 1944年平山县的 

① 石更：《租佃问题在孟平》，《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4日，第2版。 

② 石更：《平山的土地问题》，《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③ 石更：《租佃问题在盂平》，《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4日，第2版。 

④ 《进一步贯彻减租政策成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要务件》，《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4日，第1版。 

⑤ 《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36页。 

⑥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施行细则》，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33页。 

⑦ 《进一步贯彻减租政策成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要条件》，《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4日，第1版。 

⑧ 一区抗联会：《盂平一区减租热烈展开》，《晋察冀日报》，1944年 2月8日，第2版。 

⑨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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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地换约运动中，“农民都自动起来要求，仅四区四十多个村庄 ，在旧历初四到初十的六天内，佃户 

和地主换约的就有 3220张，盘松地主霍崇仁，自动将 100多亩地换成永佃新约，约上的租额，比前 

也减轻了50％ 0％。拿盘松、李台、沙坪、上下观音掌等村的统计来看，740家就有 309家是佃 

户，共租水旱地 1111．56亩，旧的租额是 441．535石，换约以后，减成 153．335石，前后相比，佃户少 

缴租247．22石，按百分比计算就是少缴 56％。新约共609张，只有6张写了年限，其余都成为农民 

永佃，元方有个地主，因不肯减租换约，他的佃户男女老少都自动集合在街上敲锣吆喝，这个地主因 

无理可说，农民的减租要求就得到了胜利”。① 平山道老沟农 民原租入土地 100多亩，租额是 63 

担，实行统累税之后，地主将道老沟一部分土地或典当，或转租，或卖出，18家佃户租种地减少为67 

亩 2分，租额为 38担 8斗 5，“在旧历年后，平山四区农民们 自动起来要求依法减租中，道老沟的佃 

户，也都依法换了新约，起先38担8斗5的租子，现在已经减成4担9斗5了，单以邢德三的2亩2 

分旱地说，租子现在也已经减成2斗 1”。在这次彻底的减租中，道老沟 18户农民获得了33担9斗 

的收入，收入增加后虽然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统累税，但其收益显然要远大于所要承担的统累税负 

担。因此道老沟农民邢德三感慨地说 ：以前“受人家剥削，现在还压得痛苦哩!这回可完全掀开 

了”。② 

三、统累税与减租政策下的政府、地主与农民 

作为一种税收，统累税牵涉了边区政府与地主、边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而肩负新使命的减租 

实际上同样也涉及了政府、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因之在统累税和减租的实践中，政府 、地主与农民三 

者交织在一起 ，复杂而微妙。 

晋察冀地区的地租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如前所述，晋察冀边区政府估计晋察冀一带地租是偏 

高的，租额一般在 50％__70％，但是，由于晋察冀边区地形中既有平原，也有山地，因此这一估计与 

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在晋东北、冀西的山地中，有很多低租地。譬如，盂县、繁峙和灵邱一带的庄产 

地，一般地租在 15％；五台、盂县和阳曲山地中的推坡地，一般租额只在 10％；五台、阜平和繁峙的 

喇嘛地，一般租额也只 15％；繁峙还有一些底租地，这些底租地是由佃户扩大耕地而来 ，扩大部分 

为佃户所有，原租地很少，因此租额也很低；此外还有钱租地，租额不等，最低到 5％。低租地的大 

量存在，出现了地主所收地租无法承担统累税的问题 ，“低租地缴纳赋税过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甚至个别地主的收入不敷缴纳赋税”⑧，使边区政府在处理统累税与减租的问题时困难重重。政府 

也注意到有些地主因为统累税负担较重而生活困难，甚至有些“地主生活比佃户困难”。④ 不过，政 

府显然并不愿为低租地而改变统累税的原则。边区政府认为：“租额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的，都够负 

担；租额如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一般没有问题”，“问题是在租额一般在百分之十五以下的土地， 

不过这种土地的租额问题，从统累税当中解决，是不妥当的。就是说，不能为了这些个别情形，把统 

累税原则改变了”，其解决办法，还是要从“租额上解决，提高租额”。⑤ 可见边区政府在统累税和 

① 洛灏：《平山四区减租运动深入开展》，《晋察冀日报》，1944年3月8日，第2版。 

② 洛灏：《道老沟的农民和土地》，《晋察冀日报》，1944 年3月 18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一九四一年度统一累进税工作的总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 日根据 

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80页。 

④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 

编，“农业”，第81页。 

⑤ 《关于统累税征收工作宣传解释要点——北岳区专员会议总结报告之一》，《晋察冀日报》，1941年7月2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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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上有矛盾时，在主观上一般会先照顾统累税的原则，而把减租问题另寻办法加以解决。类似的 

情况还体现在地主和农民订租约时，政府规定“应依土地常年实际产量，不得以统一累进税调查产 

量为标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政府考虑到“租佃契约与统累税搅在一起，便会因税则之修正 

与调查产量之变更而增许多纠纷”。① 

因此，在统累税原则不能因为减租而更改时，在有些低租地上，减租却变成了加租。“在百分 

之十五以下的低租地，出租人如提高租额，不超过条例之规定”，政府不应加以干涉。②甚至在有些 

情形下，“减租后百分之十五以下的低租地无论公产，或地主生活比佃户困难者之私产，应说服佃 

户适当提高租额”，但是边区政府的政策“是减租不是加租”，所以如果佃户不同意提高租额，则政 

府“不能强制执行”。⑧ 因此，加租这一解决方法是万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同时，鉴于加租这一解 

决方法在大多数低租地上是无法实行的，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又回到了对统累税的某些细节做出调 

整的路径中去。政府在修正统累税时规定，“凡低租地其租额不及耕种地总收获物百分之十五者， 

其财产税(即土地税)以收租每六市斗谷之土地计一富力，这样造成低租的原『大]姑不置论，而低租 

地的负担问题即完全解决了”。④ 

低租地中有一种是钱租地，当时也称为洋租或现洋租，它不是凭收租 6市斗谷计 1个富力所能 

解决的，因为它交纳的不是谷，不是实物地租，而是货币地租。“现洋租，在事变前，每亩租价 3元， 

当交租6斗，国币每斗5角，现今粮价涨到4元多一斗，而现洋租‘二五’减，每亩只得洋2元2角 5 

分，所得钱租折粮仅仅不过 5升”，这种钱租地可能会面临远高过地租的统累税，土地所有人因此 

“又不能收回地，或又涨租，真是无办法”。⑧ 

政府对于钱租地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抗战之前的钱租地，在抗战之后由于粮价高涨和 

纸币跌价的原因，导致钱租落价，从而变成了低租地。最初，政府更愿意看到钱租地对农民有利的 

情形得以维持，对于地主提出的要把钱租改成粮租的要求，实际上持反对意见：“要把‘现洋租’改 

为‘粮租’的问题，这是个租佃问题，政府的法令已有规定，要双方都 自愿才能改，如果有一方不愿 

意，就只好等租佃期满后才能⋯⋯这个道理也很明白。在以前约定“现洋租”的时候 ，认为那样对 

于自己有利，自愿的约定佃约，现在如果对自己不利了，要改变佃约，那自然要得对方的同意⋯⋯如 

果佃户不愿意改变，也不能勉强。因为这是双方曾经自愿订立的契约，也正是为了避免中途发生这 

种纠纷的。”同时，在统累税与现洋租的政府与地主关系的问题上，政府也坚持自身的利益：“地主 

要在这种‘现洋租’的情形下征收统一累进税，还是要按地产来征收，不能依现款收入来征收，因为 

那从‘现洋租’所收得的现款，就是土地里的出产。”⑥可见，在钱租地的问题上，地主处于政府与农 

民的双重夹击之下。处境艰难。 

但是，边区政府此后改变了对待钱租地的态度，开始允许并提倡钱租地改为粮租地。1942年， 

有鉴于根据地的货币贬值，中共中央提出，“地租原约定以货币支付者，因纸币跌价而生争议时，政 

府应召集业佃双方协议调解，并得将货币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为实物地租”。⑦ 此后，晋察冀边区 

①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 

编，“农业”，第 81—82页。 

②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给平山县政府关于执行租佃债息条例的指示》，《晋察冀日报》，1943年 7月21日，第4版。 

③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编，“农业”，第81页。 

④ 宋劭文：《统一累进税则的修正公布》，《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10日，第 1版。 

⑤ 《统累税工作中“现洋租”如何计算》，《晋察冀日报》，1941年 6月 13日，第2版。 

⑥ 《统累税工作中“现洋租”如何计算》，《晋察冀日报》，1941年 6月 13日，第2版。 

⑦ 《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附件》，《晋察冀日报》，1942年2月 1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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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视钱租地问题，规定“钱租因粮价高涨，过低者可适当提高，改半钱租半实物租”①；一些地方 

在实践中则主张，“钱租一律改为半钱半粮租”，在定唐一带“过去的钱租二至三元最多四元，去年 

把地租按一元合米三斤交租，今年是将原钱租经过二五减租再按钱租的二分之一改为一元钱交六 

斤米”。② 在政府的呼吁和干预之下，很多农民“自动的把钱租变为半实物租”。但边区政府和农 

民的这一番“美意”，竞被一些地主所拒绝，他们认为，“眼看着抗日两年就要胜利了，那时粮价必然 

跌落，现在如果改为半实物租，将来又是吃亏，反倒麻烦”。⑧ 在抗战的境遇下，边区政府、地主与农 

民之间的复杂情态于此也可见一斑。 

在边区政府、地主与农民三方之中，地主总体上在统累税与减租之下是处于被动的一方。“除 

了少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士绅同意减租政策 自动的先减外，大多数地主是不满和反对的”。地主 

的应对办法花样繁多。比如有的地主利用小恩小惠进行感情拉拢，抵制减租，说什么“你有什么难 

着了的时候我能不管?”以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也有的地主“用增租来对付减租”，说什么“要减 

是三石，不减是两石”④，也有地主在政府还没有提出减租政策时，“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每一个 

佃户的原租额上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到减租后仍为原租额”，甚至有的地主“在统累税调查中 

多报产量，按统累税所填报产量之三七五收租，或租额不到三七五提高到三七五，或将低租改为高 

租”⑨；还有的地主曲解二五减租的政府法令，蒙骗佃户说：“粮食两家分，你一半我一半就是二五减 

租”；有的地主“拉拢干部请吃喝想来避免减租”；还有的地主利用其政治经济地位吓唬佃户，甚至 

有“地主要和佃户到伪县政府打官司”以逃避减租⑥；还有的地主，“不要地租令佃户白种”，前提是 

“令佃户代拿统累税或将佃耕地登记为自耕地”。⑦ 

归纳来说，地主应对统累税和减租的方法主要是对土地的一去一收。一去是指去地。地主通 

过典、当、质、卖地等手段，把土地逐渐转移出去，逃避统累税负担。抗战以前，出典和出当土地的人 
一 般是贫农、下中农和破落户地主，他们需要钱，但不愿出卖土地，于是出典或出当土地，用一定期 

限的土地使用权换取一定数量的钱；在实行统累税之后，情况就变化了，地主富农为了逃避负担， 

“大量的低价无价甚至有倒贴钱向外出当地，有的租佃关系改为典当关系”，可以说，典当地“变成 

地主富农一面逃避了负担，一面却保存土地的最妥善的手段了”。⑧ 平山北庄唯一的大地主的土地 

在七七事变前原有897．3亩，1940年减至659亩。⑨一收是指收地，即地主借口根据法令收回出租 

地，用自种等方式，把土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对抗政府对佃户佃权的保护。平山县洪子店村 1942年 

下半年到 1943年上半年共收回租地 200亩，占租佃地总数 14％，被收地的户数占租佃总户数 

52．6％；柏岭村地主收回租地共 100．628亩，被收地的租户共52家，东黄泥村被抽回当地共67．785 

①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l0月28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81页。 

② 兰进生：《定唐某村租佃债息问题的检查》，《晋察冀 日报》，1944年 2月15日，第2版。 

③ 陆望：《阜平租佃关系的今昔》，《晋察冀 日报》，1942年 1O月30日，第4版。 

④ 《平北的减租斗争》(1943年)，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 63、 

72页。 

⑤ 丁原：《平西的减租运动》，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88页。 

⑥ 《平北的减租斗争》(1943年)，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 71— 

72页。 

⑦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1O月28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82页。 

⑧ 《冀中区一九四四年大减租中几个问题的总结》，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编， 

“农业”，第 135页。 

⑨ 沈重、姚书：《晋察冀一个村庄的成长——平山北庄》，《晋察冀 日报》，1941年 6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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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租地49．84亩，不少租佃户因此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失去了生活保障。① 

对此，边区政府着手强力保护佃户的佃权。地主的收地理由，主要是借 口“欠租”和“契约期 

满”，而把出租地“收回自耕”。② 对于地主收地自耕，政府并不反对。欠租是地主收地的重要原 

因，边区政府于是对欠租做了有利于农民的解释。晋察冀边委会认定，“所谓欠租，是指民国三十 

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会民地字第一号布告以后积欠之地租而言”，即是说，只有 1941年3月 31日之 

后的欠租才能算是政府认定的欠租，“第一次公布之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以前的欠租，一 

律不得再行追交，自第一次条例公布后，至三十年三月三十一 日所欠之租，按欠租三年只交一年清 

理，其因灾歉收，未能照原租额交租，或因未减租与减后仍超过三七五所欠之租，须按施行条例第九 

条，第十二条之规定清理。但在执行中，须依具体情况，以不引起过多纠纷，双方均不究既往，照顾 

双方生活加强团结为原则解决之。”⑧对于此前的欠租，不管多少，“多年欠租应予免交”。 

对于租约期限的问题，边区政府强调佃户的永佃权与优先权，鼓励长期租约。“在租佃契约上 

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应强行规定，但可奖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契约，例 

如五年以上，俾农民得安心发展生产”，“出租人于契约期满招人承佃或出典、出卖时，原承租人依 

同等条件有承佃、承典、承买之优先权”。同时，强调地主收地应提前三个月到一年通知佃户，“无 

永佃权之地及契约期满之地，虽出租人有依约处置之自由，包括转让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 

项在内，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应顾及农民生活，并须于收获前三个月通知承佃人。原承佃人太 

穷苦者，应由政府召集双方加以调剂，或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⑤ “未定期限之租佃地，出租人 

如需要收回自耕，应⋯⋯于一年前通知佃户，佃户接到收地通知后，如因收地而无法生活，得按前项 

收地处理原则解决之”。 

地主对于政府的欠租解释无能为力，但对于永佃权和优先权，有各种方法加以逃避。有些地主 

“非正式的让一让原租佃户，还没有得到租佃户十分肯定的回答，马上即将土地转移了。有的则造 

假文契，故意把价格写得很高，让原租佃户不能承买或承租，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高的价格。目的 

只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有的契约未满，地主就要“收回自耕”，但实际上一手收回一手就转租 

出去了(有的则是收回一块地，租出另一块地，这样倒一倒手)，这样一俟期满，就可“合法”的将地 

收回了。对于超过“三七五”的地租，有的佃户提出这部分超额地租要依法降租，而地主方面则利 

用减租初期政府对“伴种地”没有进行减租，提出要“伴种”，另订条件以相抵制。在租约期满时，平 

山有的地主一个呈子控告三四十家佃户，总计5月份一月内平山县土地案件达 106件。从 1月至5 

月 5个月中间仲裁的土地案件共 163件，其中地主为原告者 120件(占73％)，佃户为原告者43件 

(占26％)，很明显的，正在农忙时期，农民是误不起工的，地主于是就利用这个时间拖着农民打官 

司，有的甚至告了农民全家人，地主们有句话：“爬禚沾蒜，慢慢就沾完啦”，农民吃不起这个亏，就 

只好让步了。④ 可见，在实际的演进态势之中，由于掌握着乡村的经济权力，地主对于政府与农民 

的夹击虽然处于劣势，但也不是毫无回手之力。 

① 石更：《平山的土地iw-i题》，《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② 石更：《平山的土地问题》，《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⑧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给平山县政府关于执行租佃债息条例的指示》，《晋察冀 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附件》，《晋察冀 日报》，1942年2月13日，第l版。 

⑧ 《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附件》，《晋察冀 日报》，1942年2月13日，第1版。 

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给平山县政府关于执行租佃债息条例的指示》，《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2) 石更：《平山的土地问题》，《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周祖文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 

余论：平衡农民、地主利益与增加农业产出 

统累税和减租减息是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的，中共在华北抗战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坚持持久抗战。统累税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的推出，正是中共为了尽可能多地、合理地汲取根据 

地内的资源，赢得地主和农民的支持，以支持八路军的持久抗战。在这一大背景下，减租减息虽则 

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但在统累税负担面扩大到贫苦农民也得承担的情形下，减租实际产 

生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农民交纳统累税之后的一种补偿。 

在统累税和带有补偿性质的减租减息中，如何在农民和地主之问保持利益的平衡，以获取边区 

地主和农民对于持久抗战的支持，是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逐渐认知和努力追求的一个目 

标。在晋察冀实行统累税的最初两年，贫农和中农的统累税负担比较重，因此在随后的减租减息 

中，边区政府比较强调反对地主的经济剥削，维护农民利益。各地在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中可能更 

偏向于农民，“有的是对半减租，有的是四六减租”，“有的是把年利一分理解成一百元钱每年出一 

元利钱，有的是要把利钱超过本钱的债务本利一齐停付”。① 显然，对半减租和四六减租比二五减 

租更有利于农民，而把减息的年利的一分即 10％理解成是 1％，更是从农民角度出发的。到减租减 

息深入开展之后，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边区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地主的诉求 ，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 

的利益。一些地主在低租地上承担了相对于地租来说较重的统累税的情形，政府也允许部分加租， 

以及调整统累税部分税则来解决问题，在钱租地上也充分考虑了货币贬值的因素允许改为粮租地。 

而对于地主与农民之间围绕统累税和减租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边区政府对双方都做了相当多的工 

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示各地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 

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而对财主和好，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 

线”，来缓解“各阶层间还存在着的许多不必要的摩擦”。② 一方面，政府要引导农民缴租缴息。减 

租减息初期，“曾有部分农民愤于过去地主的压榨，不缴租不还息”，政府则对农民做了“艰苦说服 

解释工作”，劝说农民“保证缴租缴息”；在佃权方面，政府努力做到在“不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使用 

权的情况下，地主有 自由处理其土地(如出典出卖收回自耕等)之权，及缔结契约之 自由”，尽量使 

地主和农民都能接受 ，既“适当保障佃权”，又“非确定永佃权”。③ 在清理欠租与退租问题上，政府 

“在不算旧账，互相让步的精神下”进行清理，租地农民停交之欠租，“一律取消，地主不得再要，并 

给佃户以执据”；而在减租后，租地农民“应依约交租，不得故意拖欠或交坏租”，其“力能交租故意 

拖欠者应全部偿付”。④农民对此是满意的，他们认为减租减息：“一面改善了生活，一面巩固了抗 

战，交了租可以顾住地主的生活，这是应该的，地主愿意出佃，我们也有地种了”。另一方面，政府 

同时也做地主的说服工作，把统累税和减租减息“政策普遍深入地进行了解释”，以及说明“广大群 

众起来保卫根据地和保卫着他们的既得的利益(连地主富农的土地和利益在内)”。在政府的说服 

① 《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执行问题》(1938年)，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16页。 

② 《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执行问题》(1938年)，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 16页。 

③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2页。 

④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 1O月28目)，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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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下，地主也逐渐接受了统累税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他们“感激地说：‘民主政府保障我的人 

权、政权、财权，少收几颗租子有甚关系。”’①通过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边区政府争取到了地主 

和农 民双方 的支持。 

晋察冀边区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目的是力图增加农业产出，从而提高统累税收入， 

以利在敌后根据地持久抗战。带有补偿性质的减租减息以及由此带来的保障佃权，是为了提高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改良土地、增加在土地上的劳动投入。边区政府认识到，“广大农民不只是‘耕 

者无其田’，而且是终岁辛勤一点一滴的汗弄到饱不了肚子。农民缺乏耕作的兴趣，更缺乏改良土 

地的兴趣”，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对耕作的兴趣，因此“减租减息是提高农业生 

产的重要手段之一”。② 而在统累税和减租减息推行过程中，地主通过出典出当和出卖土地来逃避 

统累税负担，为了逃避减租减息而收回出租土地，损害了政府和农民的利益，不仅减少了政府统累 

税收入，也危及农民的佃权，影响了一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农民感到佃权不稳定，“抗不缴 

租，同时生产情绪亦大受影响，不积极改良土地，只消极的剥削土地”。⑧ 因此，在减租减息的过程 

中，政府于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之外，也注重有利于生产的开展，既保障农民佃权以“照顾抗战期 

间农民生产与抗战情绪”④，也提倡地主与佃户实行订租制与订立三至五年的较长契约，以使承租 

土地的农民“改良土壤多施肥料，增加产量”⑤，同时强调租地和佃地的农民“得 自由在租佃之土地 

上，施行土地特别改良，出租出佃人不得因土地改良而要求加租”。⑥ 从减租减息促进农民生产积 

极性的实际效果来看，“减租减息对群众生产情绪的提高亦是很显然的”。北岳区从抗战开始到 

1943年 6月，“恢复了耕地和修整滩地共达五十五万亩，开水渠凿井使旱地变为水者共四十四万 

七干八百余亩，一九三九年空前的大水灾的破坏，抗战以前要十年八年才能恢复，我们则在一九 

四。年一年中就基本上恢复起来”。(Z)在增加边区总产出这一点上，统累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 

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人，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共同促进了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作者周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8页。 

② 《论减租减息的意义与执行问题》(1940年2月1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 

编，“农业”，第25页。 

③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1页。 

④ 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 

业”，第52页。 

⑤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 10月28日)，魏宏运主编：《抗El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82页。 

⑥ 《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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