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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制度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切入点。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研究，提出了东方

土地所有制具有特殊的公私二重性，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社会基础之中，土地所有制是

东方社会停滞的关键点等观点。马克思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的探索，揭示了土地

所有制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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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切入点，东方社会的土地制度理论是马克思土地制度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土地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完善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东

方社会发展道路指明了新的方向。

一、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具有特殊的公私二重性

土地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研究东方土地制度的起点。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考察认为，东方社会

土地制度具有特殊的公私二重性，即土地所有制既包含公有制，也包含私有制，是一种公私二重性的所有

制形式。当然，在东方社会，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关系，并不像西方那样简单明了。在东方社会，土

地历来是同国家主权相联系的，私人(包括封建地主)拥有土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

支配的权利，它固然可以给占有者取得财富提供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所有权;土地买卖实际上是土

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让渡，它并不能否定国家对土地的绝对的所有权。
具体来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马克思早期认为，东方社会土地是公有

的，没有私有制。1853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根据《莫卧儿帝国游记》中的材料指出:“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

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

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256。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马克思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亚细亚

的、斯拉夫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据此认为，在东方社会中，不存在个人所

有，而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不仅描述了东方社会没有私有制的状态，而且具体地分析了其原因。一是因为东方社会的地

理环境所致。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

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2］64。这

就是说，东方社会幅员辽阔，疆域巨大，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是其农业的命脉。因为对于这样

大规模的公共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必须依靠公社，特别是所有公社的统一体即国家。“共同体是

实体，而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3］474。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保留

原始社会土地“公有”的躯壳和形式，不能不导致土地国有制，从而蜕变为以“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公

社和国家首脑所有制，亦即以“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官僚所有制、国王所有制
［4］。二是因为东方社会

的文明程度(包括生产、交往水平)过于落后所致。马克思指出:“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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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费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

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2］64。在这种所有制形式

中，土地通过公社定期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不得转借、出让、买卖或传给家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

思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5］。

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东方土地制度的历史材料，绝大部分是 17、18 世纪以来西方旅行家、外交官、传
教士、殖民官员以及某些学者的著作。他们关于东方各国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述，毕竟并不那么全面、
可靠，因而马克思也就难于根据这些材料得出完全确切的结论。

马克思随着对东方土地制度了解的深入，逐步改变了“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看法，提出了东方

社会土地制度存在着公社公有控制下的私人占有制。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

马克思不仅大量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印度土地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划分五个阶段的论述，

并且加注了自己的意见:“总之，过程如下:(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2)

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土地所有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土地的共同耕作

制在这里最终消失了……(5)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分制度，如此等等。起初，重分同等地包括宅院

(及其毗连地段)、耕地和草地……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作为保存下来的，一方面有公社土地，另一方面

则有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个体家庭

了”［6］。这段记述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已经看到印度从原始公社解体后，社会就出现了土地公有制和

土地私有制同时并存的格局。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到印度也存

在私人拥有土地的情况。在探讨英属东印度时，马克思肯定印度具有多种形式的土地关系，除了形形色色

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外，还有农民小块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往往包括整个地区的大面积的土地所有制;随着

在各居住地范围以内的财产关系个体化趋势加强，不可分的氏族所有制逐渐消亡，产生了新形式的所有

制，各个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结果个体份地事实上就成为终身的，甚至成为世袭的了。马克思甚至

认为，这种在印度农村公社解体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制，已经达到了盛行于中世纪的日耳曼、英国和法国，并

且现在仍盛行于瑞士全境的那个发展阶段
［7］。

二、东方社会土地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将东方的土地制度与公社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

社会基础之中。所谓公社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它的特点是以地域性的联系来代替原来的血缘性结合。
在公社内部，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定期分配给各成员耕种，收获物归耕种者所有，各家族的住宅、园圃为

家族占有。马克思在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从总体上说，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着“散处

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的“小单位”，它们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

活。这些小单位就是村社共同体。在东方社会中，村社这种共同体始终普遍而牢固的存在着，并且在社会

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各国的土地制度也沿袭了原来的农村公社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把这种土地制度

称之为“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3］471，也即亚细亚土地所有制。在东方的土地关系中，国家

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村社是土地占有者，而村社社员则是土地的使用者，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东方

社会，人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作为“公社”的附属物而存在。只有“公社”是独立的，惟有它是一个

“实体”，是超越于人的最高存在。既然连“人”都是公社的附属物，人无法成为独立的实体，那么土地自然

就由公社所有
［8］14。马克思强调:“在亚细亚的( 至少是占优势的) 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

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3］481。马克思认为，在从印度到

俄国等东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村社共同体不仅长期保存，而且还成为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俄国在进

入近代时期之初，农村公社还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俄国如此，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

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
西方国家的土地的“私有”，是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社会的认可，堪称“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在

古代西方，土地就是商品，然而，东方社会没有做到这一点，“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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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的”［9］。这就是说，土地的东方式的公有制是与东方的公社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可见，按照马克思的

理解，“公社”与“公有制”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哪里有东方的公社制度，哪里就有东方式的公有制存在。社

会结构起决定的“基础作用”，“东方”的公有制产生于“东方”公社
［10］。

三、土地所有制是决定东方社会发展滞后性的关键点

近代以来，东方社会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其停滞的原因则解析不一。在思想史上，德国哲

学家赫尔德首先奠定了东方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他认为停滞不前是东方社会的一大特征。指出，在那些

“土地不再属于人，而人却变成土地的附属品”的地方，农业生产极易导致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的产生。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从赫尔德的观点出发，认为东方社会早已停滞发展，并把东方国家数

千年停滞不前的原因归咎于那里普遍缺乏个人的权利与安全(特别是财产安全)。英国经济学家理查·
琼斯指出，亚细亚专制主义形成的根源在于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政府的手里，或者掌握在从政府得到权

利的人的手里。赫尔德、穆勒、琼斯等人的观点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借助大量材料，从唯物史观

出发，对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古希腊罗马、西欧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各自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结

果马克思发现，相对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社会来说，整个东方社会落后而又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几乎

停滞的状态。这样，马克思也承认“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这一命题
［8］13。但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停滞性的

分析与赫尔德、穆勒、琼斯等又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主要是指东方社会的

基本经济结构，而暂时舍弃了浮在经济结构表层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变迁;同时，更进一步揭示出造成东方

社会“停滞”状况的基本原因是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古代东方国家的收入最大来源是土地税即地租收入。马克思指出，由于土地公有制，村社只有土地占

有权，因而必须以“地租—赋税”形式将剩余产品的大部分缴纳给土地所有者即国家。由于地租实际上是

直接生产者被强制地、无偿地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全部剩余劳动，因而并不是由劳动者的所得来决定地租

大小，而是相反地由产品地租的大小来决定劳动者所得。国家作为最大的地主借以掠夺剩余产品的“产

品地租”。这些地租收入除了供统治阶级消费外，从理论上讲，主要用于完成公共工程及其它社会经济职

能。因此，对大多数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来讲，上缴剩余产品之后，几乎只剩下勉强够吃穿的，根本没有可供

交换的剩余。“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

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11］879。这

就是说，由于产品地租的缘故，在直接生产者手中根本没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地租的正常限度通常都

会危及简单再生产，而一旦政府用以维持庞大军队及官僚机构的开支增大，或者殖民当局以掠夺剩余产品

作为“原始积累”，那么即使是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也难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在印度，农民所缴纳的

土地税一般都在产量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有些王朝土地税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如朱罗王朝时期、奴隶王朝时期)。虽然也有在孔雀王朝时，政府将释迎牟尼出生于其间的一个村落的

赋税减少到产量的八分之一，但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例外
［12］。同时，“由于产品地租形式必须同一定种类

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

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的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

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

样”［11］897。所以，村落经济的封闭分散、自给自足，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大规模的剩余。但这并不是生产力

水平低，而是因为专制国家凭借地权运用政治手段把全社会剩余产品(包括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 的全部

或绝大部分集中到自己手中。马克思认为“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以及村社“有完全独立的组织，

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这是解释亚洲“停滞性质”的“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1］271。所以，撇开土地公有制

以及东方国家担负社会经济职能这种特殊性，就难以说明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停滞并不完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它同时还是以土地所有制的

特殊性质为基础的。即使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同，经济要素的结构也就会不同。当

然，在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结构因素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特点并非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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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反映在相应的经济结构中，而且也必然决定着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共同体性质的特点。如果说马克思

倾向于从一个关键点入手来解释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构要素，那么这个关键点就是土地所有制性质。

四、土地所有制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

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方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马克思的最初设想。马克思早期虽然

看到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但他更多的是根据西方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做出

的一般估计，确信东方社会发展必须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中，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完成着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

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70。而且，对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中

期以前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所宣传的，由于村社及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俄国人是“天选的社会主义人民”，

俄国农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3］433;并且使俄国不必步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后尘，直接由村社过渡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论调，马克思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他看来，俄国的村社这种落后的社会形式只

有解体并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但是，到 70 年代末期，马克思逐步改变了自己对这

一问题的看法。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尤其是 1873 年一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

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革命周期性爆发的迹象消失了。相反，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的不断侵蚀下，

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随时可能发生革命。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开始对他以往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深入

反思。与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不同，他对西方国家对东方

社会的殖民统治，给予了彻底的鞭挞。1881 年他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认为:“谁都知

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

后退”［13］448。同时，他对不顾俄国国情，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肆意破坏农村公社的做法，也给予了严厉

谴责。针对俄国政府推行的地租改革，他说:“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

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13］437。根据俄国村社所处的新历史环境和

农奴制改革后村社的状况，提出他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

国”，不能把它作为俄国等东方社会的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加以运用。俄国村社有着可能避免资本主义

灾难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具体剖析了俄国公社公私二重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指出公私二重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存

在是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重要原因
［14］，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不同于西欧的农村

公社，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具有土地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二重因素，“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

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

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

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13］438。“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

地个体耕作转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

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劳动过

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

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3］438。这就是说，土地公有制可以把小

土地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农民也习惯于实行合作劳动集体耕种，这样就便于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经济向集体

经济过渡。并且，俄国土地的地势也适合于大规模地集体使用机器，可以借助机器而逐步用联合耕种代替

小土地耕种。同时，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能够给农村公社提供大规模的进行共同劳动的物质条件，可以把资

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应用到农村公社中来。这就决定了俄国可以“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

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3］444。
另外，马克思也指出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过去的西方资本主义只

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俄国走资本主义则意昧着要把农民的土地公有制变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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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一再说明，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似乎有复古的嫌疑，但是“不应

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因为欧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最终也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

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13］439。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

向“‘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转化的趋势下，俄国保存和发展业已存在的村社公有制是可以的
［15］。在

《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6］。

五、结 语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探析，给我们提供如下的启示。
1. 土地制度是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的关键点。土地制度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制度的发展程度和发展

路径，东方社会特殊的公私二重性的土地所有制，既是东方社会近代发展的原因，又为它跨越“卡夫丁”峡

谷提供了可能。
2. 土地制度决定社会制度形态可以跨越，但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的循序性是不可

“超越的”。只能通过取得、引进、加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生产力，才能缩短其必经的程序。这

样，就可以不通过建立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运用到公社中来，

就可以达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
3. 中国土地制度具有马克思所分析的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一般特性。传统上中国农民历来聚村而

居，村社生活是农民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聚村而居的伴生形态就是中国的宗族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宗族制度同村社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那种数世同居共财家长制的家庭公社

式大家庭和同一自然村落尚有少量牧场荒地共有的事实，也是不同类型的公社残余的表现。村社虽然不

再作为产权主体出现，但它作为农村土地制度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载体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17］。这种土地

制度特殊形态决定着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必须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注 释

①“卡夫丁峡谷”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 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

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 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

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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