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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的土地思想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双重影响ꎬ同时带有独特的“国情观”ꎬ呈
现出调适性的思想特征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关于土地国有论的论战中ꎬ梁启超坚持捍卫

土地私有制ꎬ并从土地产权、土地兼并以及未来发展等多个维度批判革命派的“简单偏狭的土地国有论”ꎬ并提

出了“野地”与“邑地”分而治之的土地政策ꎮ 梁启超土地思想中强调提高生产积极性、保护生产者利益的思想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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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为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

人物ꎬ学贯中西ꎬ穿驳古今ꎬ拥趸众多ꎮ 戊戌变法

失败后ꎬ梁启超东渡日本ꎬ在此期间接触到了更

为广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ꎬ比如严复的译著

«原富»和日、欧经济学著作ꎬ开始比较系统地了

解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等ꎬ并逐渐形成了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认识和看法ꎮ 梁

启超之«饮冰室文集»中收录了其在不同时期ꎬ
针对不同议题ꎬ与不同派别的人围绕社会主义展

开的激烈争辩ꎮ 他们所辩论的主题ꎬ主要是从整

个社会发展体制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

性质为何ꎬ在欧美的落实情形有何障碍和优势ꎬ
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当前和日后的中国在本质上

有何落差? 这些争辩虽属政治性的议题ꎬ但其中

也偶有提及经济问题ꎮ 现存反映梁启超土地思

想的文本集中于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梁启超围绕“土
地国有”问题与孙中山之争论ꎬ分别以«新民丛

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激烈交锋ꎬ梁启超前后

于«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杂答某报»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批判革命派之

“土地国有论”ꎮ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梁启超经济思想中的土

地思想研究都围绕这场论战ꎬ但是往往局限于

“土地国有”的论点或土地制度等具体内容ꎬ如
何从这场论战中较为完整地提炼、理解和评价梁

启超的土地思想ꎬ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定论ꎮ 本文

拟回溯历史背景ꎬ结合 １９０６ 年«新民丛报»第九

十、九十一、九十二号ꎬ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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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十月初一日、十月十五日(１９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６ 日、３０ 日)连载的«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
文本ꎬ力求探析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土地思想的形

成缘由和演变轨迹ꎮ

一、梁启超土地思想的生成基础

(一)思想基础

作为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ꎬ梁启超不仅深

谙近代西方经济思想ꎬ并且对其有着独特的理

解ꎬ推动了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引介与传

播ꎮ 戊戌变法失败后ꎬ梁启超东渡日本ꎬ又遍访

欧美各国ꎬ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理论ꎬ并翻译了

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ꎮ 译介过程中ꎬ他把复杂的

经济学术语通俗化ꎬ并融入了对民族经济的深切

关注和忧患意识ꎮ １９０２ 年ꎬ严复翻译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出版ꎬ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介

绍至中国ꎬ但当时国内社会反应不一ꎬ梁启超就

曾指出严复翻译的文笔过于晦涩ꎬ于是他借用严

复的经济学术语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通俗的语

言较为全面地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ꎬ尤其

对“生计自由”思想甚为推崇ꎬ他认为这一思想

扎根于欧洲大陆“自然理学”的哲学土壤中ꎬ并
深受英国、法国同时代经济思想家的影响ꎮ 所谓

“生计学”ꎬ可理解为现今的经济学ꎮ 此后ꎬ梁启

超又开始撰写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生计

学学说沿革小史»ꎮ 这本书集中介绍了三种西方

主要的经济学派ꎬ包括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ꎮ
但梁启超在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经济学说史ꎬ并非

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著作ꎬ而是结合自身的理解

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对这些学说加以评介ꎬ
如介绍重农主义时ꎬ梁启超重点叙述了重农学派

的鼻祖弗朗斯瓦魁奈(梁译为奎士尼)的经济

主张ꎬ高度评价重农主义学派“排击干涉ꎬ主张自

由”的思想“实骤开斯密亚丹以后一新天地ꎬ其
势力不亦伟耶!” 〔１〕这部著作虽最终并未完成ꎬ但
奠定了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

的知识基础ꎮ
除西方古典经济学外ꎬ梁启超同样是近代中

国较早了解到美国托拉斯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的人ꎮ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海外ꎬ在日本居住

期间ꎬ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ꎬ并对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ꎮ
１９０３ 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ꎬ离日赴北美ꎬ在美国

游历过程中又得以了解美国托拉斯问题ꎮ ２０ 世

纪之两大“最新经济学说”梁启超均有所了解并

将其介绍到了中国ꎬ«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
以及其他介绍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章均在这一时

期产生ꎮ
经济思想与历史智慧的联姻是梁启超经济

思想的重要特征ꎬ经济发展与政治救亡则是梁启

超经济思想的主脉ꎮ〔２〕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土地思

想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两种理论的影响ꎬ既有推

崇垄断经济的一面ꎬ也有赞同社会主义的一面ꎬ
后者在«杂答某报»中即有体现ꎮ 但是此时梁启

超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之精神”ꎬ指的是社会改

良主义有关政策ꎮ〔３〕 这一点则在«驳某报之土地

国有论»中进行了集中阐述ꎮ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 这一文本形成于

１９０５ 年ꎬ此前梁启超已经积累了大量西方古典

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基础ꎮ 从该

文中可看出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厚学识积

淀ꎬ他不仅对革命派之土地国有论的来源、理论

依据颇为了解ꎬ而且引用了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

重要理论与著名学派ꎬ如论及土地私有产权时ꎬ
以“经济之最大动机ꎬ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ꎮ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自私ꎬ且强调“利己心”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动机”ꎮ〔４〕 西方主流理论

经济学的核心旨向在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ꎬ竭力

保护私有产权ꎬ这既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

论前提ꎬ也是梁启超用于反驳革命派提出的土地

国有论的关键论据ꎮ 此外ꎬ梁启超还在文中援引

了菲立坡维治、大卫李嘉图、亨利佐治、理
查西奥多伊利(即文中之“伊里氏”)等西方

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ꎬ评论道:“菲氏者ꎬ现
世经济学者中最以持论公平著者也”ꎮ 可见梁启

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了解与推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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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状况的考量

也是梁启超经济思想形成的主要依据ꎮ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西方

资本主义不断入侵ꎬ加上受到在日本和欧美接触

到的经济学说的影响ꎬ梁启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ꎮ 他既赞成当下中国

存在一些独占性质之事业ꎬ允许铁路等行业为国

有ꎬ但又并不赞同完全按照社会主义政策的方式

来实行彻底改革ꎬ而是主张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渐

进式改良ꎮ 如文中梁启超赞同摩拉氏之铁路邮

电自来水等可以收为国有ꎬ可以作为国家独占事

业ꎬ“既用铁路国有主义ꎬ则其线旁附属之土地ꎬ
必随其路而同归国有”ꎬ〔５〕 但并不赞成所有土地

都收归国有ꎮ 梁启超曾坦言ꎬ社会主义者所解决

的问题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ꎬ而在“我国当

今产业萎靡时代ꎬ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

地”ꎮ〔６〕可见ꎬ西方经济学理论构成了梁启超土地

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ꎬ加之其独特的“国情观”ꎬ
两者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梁启超土地思想的最终

内核ꎮ
(二)历史动因

１９８９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ꎬ梁启超逃亡日本ꎬ
并与孙中山等兴中会人有所联系ꎬ希望共同合作

救国ꎮ 在日本期间ꎬ梁与孙交往密切ꎬ大有合作

之势ꎬ但梁后又听从康有为号召ꎬ１９００ 年开始从

事保皇会活动ꎬ自此双方表示分道扬镳ꎬ并在海

外开始激烈争论ꎮ
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主张冲突由来已久ꎬ

但较为系统的正面争论则起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

纪初围绕土地国有论的大辩论ꎮ 双方的思想论

争主要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与革命

派创办的«民报»ꎮ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ꎬ«民报»第三号

上刊出胡汉民撰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ꎬ
正式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ꎮ 随后ꎬ冯自由在

«中国日报»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

前途»一文ꎬ以及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

会上发表演说ꎬ继续阐发土地国有论ꎮ 对此ꎬ梁
启超随即在«新民丛报»第 ８６ 号上发表«杂答某

报»予以诘难ꎮ 紧接着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

人又在«民报»上对梁启超的文章予以反驳ꎮ 双

方辩论的议题很多ꎬ与经济主题相关的主要包括

两项:其一ꎬ中国日后是否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

经济路线ꎻ其二ꎬ是否应该采取土地国有化、实行

单一土地税制ꎮ
在这次论战中ꎬ梁启超先后两次集中论述了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ꎬ一次为此

文所讨论的 １９０６ 年同革命派针对土地国有论的

论战ꎬ另一次则为五四运动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

讨论时期ꎮ 在这次的辩论中ꎬ梁启超在«新民丛

报»上先是三期连载长文«杂答某报»ꎬ主要讨论

中国国情与社会革命的关系ꎮ 梁启超依据经济

学说的生产三要素理论ꎬ从土地占有、资本分割

和劳动所得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西社会经济

组织之间的差异ꎬ提出中国应支持企业资本主义

的发展ꎬ而非走社会主义道路ꎮ 随后ꎬ«民报»刊
出署名 “民意” 的长文———«告非难民生主义

者———驳‹新民丛报›第 １４ 号社会主义论»反驳

梁启超的思想观点ꎮ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则是梁启超继«杂

答某报»后的第二篇批驳革命派土地国有论的文

章ꎬ属于讨论社会革命之土地革命问题ꎬ梁从财

政、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来批判革命派的“简单

偏狭的土地国有论”ꎬ不厌其详地列举了三十九

项理由以力证土地国有制实为“不必行” “不可

行”“不能行”ꎮ 此文最后有“未完”二字ꎬ但«新
民丛报»不久后就停刊ꎬ梁启超也再未就这一问

题发表观点ꎮ 这场大辩论由此结束ꎮ

二、梁启超土地思想的内涵要义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是梁启超少有的直

接论及土地问题的文本ꎬ尽管其主要目的在于反

驳革命派之土地国有论ꎬ但在言语间仍阐明了其

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独到见解ꎮ 其主要观点可归

纳为以下几点:
(一)私有制是“一切文明之源泉”
土地私有制是梁启超批判土地国有论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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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核心ꎬ也是与“土地国有论”最根本对立的主

张观点ꎮ 其一ꎬ梁启超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人类社

会自然演变的产物ꎬ“即如土地私有制度ꎬ实如历

史之产物”ꎮ〔７〕虽然太古时期存在土地公有制度ꎬ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ꎬ私有制度逐渐被

确立下来ꎬ是社会自然演变的结果ꎬ甚至有利于

推进社会一般幸福ꎬ“而非可蔑弃者也”ꎮ 其二ꎬ
“土地所有权者ꎬ所有权之一种也ꎬ其性质与他之

所有权无甚差异ꎮ” 〔８〕而在财产所有权中ꎬ土地又

属于不动产中最主要的内容ꎮ 土地为“造化主之

产物”ꎬ与人类制造的其他物品相同ꎬ既然人们可

以保有其他物品的私有权ꎬ那么土地同样也应该

属于私有ꎬ“皆以先占、劳力、节约之三者得知ꎬ而
在现今之社会组织ꎬ当认为适于正义之权力者

也”ꎮ〔９〕其三ꎬ“利己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之

最大动机ꎮ 梁启超援引河上肇之理论ꎬ提出先进

社会组织下ꎬ人类的利己心是推进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机ꎬ即“经济上求利益而恶不利益

之念”ꎬ〔１０〕这种动机是人类之性质ꎬ想要改变并

非一朝一夕之事ꎮ 在他看来ꎬ私有制反映了当下

全世界人类的普遍心理ꎬ即想要使财物归于自己

支配ꎬ由此才产生了各种经济行为ꎮ “故今日一

切经济行为ꎬ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ꎬ而活动于

其上ꎬ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ꎬ或扩张所有权ꎮ” 〔１１〕

如果将所有权观念去除ꎬ那么人类或许仅仅满足

直接消费欲望而劳动ꎬ而不会增加更多的勤勉之

心ꎮ 且“积财产以贻子孙ꎬ实现今经济组织一重

要之动机”ꎮ〔１２〕

显然ꎬ梁启超对土地私有制的论述ꎬ是出于

对当时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心理现状的考量ꎬ强
调了“私有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ꎮ 而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土地国有论”的目的在

于提前防治“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ꎬ避免出现

因土地集中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ꎮ 尽管“土
地国有论” 直指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

题———土地制度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ꎬ但却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ꎮ 相比

之下ꎬ梁启超对土地私有制的辩护体现了其改良

派的立场主张ꎬ即反对深层次的社会变革ꎬ强调

改良社会现状ꎬ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ꎮ
(二)农业土地集中或兼并现象不具有必然性

革命派提出“土地国有论”之主要理由是欧

美土地私有制下富豪垄断土地现象带来的巨大

贫富差距ꎮ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会出现

土地过于集中或兼并的现象ꎮ 他批判革命派将

全国土地一概而论的做法ꎬ认为土地大致分为

“邑地”与“野地”ꎬ“邑地者ꎬ都会之地工商所辐

辏也ꎮ 野地者ꎬ郊鄙之地农业所利用也”ꎮ〔１３〕 亦

可理解为城市用地和农业用地ꎮ 他承认“邑地”
具有独占的属性ꎬ但农业用地并不可能过于集中

或被个别大地主兼并ꎮ
梁启超认为ꎬ无论在哪个国家ꎬ农业用地应

当占据较大的比例ꎮ 从全国范围来看ꎬ尽管农业

用地存在着优劣之分ꎬ但是农产品的供给并非仅

仅依靠“优地”产出ꎬ因此劣地的农产品必然存

在着一定的市场ꎮ 优地的地主如果想要兼并其

他土地ꎬ“势固不能ꎬ徒自丧其地代尔”ꎮ〔１４〕 工业

或许存在利用“社会之进步而获不赀之利” 〔１５〕 而

造成“独占”的垄断局面ꎬ但是农业用地则反之ꎮ
梁启超借用李嘉图之理论ꎬ提出土地生产力与劳

动投入存在边际递减效应ꎬ投入过多反而有劳动

报酬递减的情况ꎬ“物价趋昂ꎬ实生产费增价之结

果ꎬ抵除其生产费ꎬ则不见其利润之岁进也”ꎬ〔１６〕

农业耕种也要受市场竞争法则的支配ꎬ因此农业

用地不可能出现完全的“独占之性质”ꎮ
梁启超以世界各国土地集中状况论证土地

兼并之不易ꎬ考察世界上存在土地集中现象的国

家大多受封建世袭制度或传统法律影响ꎬ“尤其

历史上特别之理由”ꎬ〔１７〕中国历史上尽管也存在

着土地兼并现象ꎬ但很快因世袭制度、家族衰败

等缘故“散而为数十人数百人之所有”ꎮ 中国土

地状况与法国类似ꎬ而法国颁布拿破仑民法典

后ꎬ允许土地分割买卖自由ꎬ且废除了世袭身份

制度ꎬ “ 我国农业上 用 地ꎬ 绝 不 虑 其 集 中 过

甚”ꎮ〔１８〕此前在«杂答某报»中梁启超也曾提及欧

洲土地兼并现象ꎬ认为土地集中并不是造成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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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富人专制的原因ꎬ工业革命才是冲击传统

社会秩序、造就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吞并土地的原

因ꎮ
在这一点上ꎬ梁启超与革命派形成不同观点

的根源在于ꎬ他将“地主”与“农民”混为一谈ꎬ都
作为“私有土地”之“所有者”ꎮ 这一是抹去了历

史上围绕地权问题而发生的地主兼并、侵占农民

土地的史实ꎬ再则是把广大缺地、少地以及无地

的贫、雇农都置于其地权主张考虑的范围之

外ꎮ〔１９〕尽管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农业用地的“非独

占”状况时ꎬ运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加以剖析ꎬ但
他据此提出地主未得“过当之利润”ꎬ“全为自身

劳动所得”不免与中国近代实际情况脱节ꎮ 这也

是其土地思想中的不足之处ꎮ
(三)实行“邑地”“野地”分而治之的土地政策

“邑地”和“野地”的不同性质是梁启超阐述

土地政策的重要前提ꎮ 上述中梁启超认为ꎬ农业

土地兼并状况并不会过甚ꎬ因而所谓实行土地国

有制来解决土地兼并引致贫富差距的问题并不

成立ꎮ 但值得说明的是ꎬ梁启超并非完全排斥土

地国有ꎬ他认为“邑地” “自由地”可以针对具体

情况ꎬ采取国有或市有制度ꎬ唯有“普通有主之野

地ꎬ则人们既得之所有权ꎬ 国家非惟不可侵

之”ꎮ〔２０〕同时ꎬ“地代”的高低是影响两者兼并状

况的首要因素ꎮ “地代”在梁启超的叙述中可理

解为土地收益ꎮ 不同于工业生产带动“邑地”价
值的高速增长ꎬ“野地”的地代增长较为缓慢ꎬ加
之农业产出的有限决定了地主并不能依靠勤劳

耕田的报酬来实现兼并ꎬ使得“野地”与“邑地”
的政策不能一概而论ꎬ应分而治之ꎮ

其一ꎬ人烟稀少、未经开垦的自由地最初可

收归国有ꎬ供国人迁徙居住ꎬ且政府应“毋使桀黠

者得以窃殊惠以行兼并”ꎻ〔２１〕 森林地、滩涂淤泥

之地以及瞒报不纳税之地ꎬ皆可归诸国有ꎮ 模范

农场模式是梁启超所支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ꎬ
推崇大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ꎬ认为大农业虽不免

其缺点ꎬ但如果有适当的人才与资本ꎬ合理分配

生产与消费资金ꎬ必定优于小农经营ꎮ 对于国有

之野地ꎬ梁启超也提出ꎬ可学习普鲁士之地代农

场制度ꎬ将土地售卖给民众设置农村ꎬ招募贫民

居住、工作ꎬ政府征收地代ꎬ并设置专门银行和监

督的官员ꎮ 最终除模范农场和森林地外ꎬ其余

“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ꎮ〔２２〕

其二ꎬ城市用地亦可收归国有ꎬ但“其应归国

有ꎬ抑应归市有”ꎬ〔２３〕 尚待讨论ꎮ 梁启超认同邑

地一般存在着独占性质ꎬ城市土地持有者往往能

利用城市便利获取较多财富ꎬ独享社会的诸多特

殊利益ꎮ 这一部分土地可以归为国有ꎬ加之城市

用地面积较小ꎬ但是地价上涨速度却较快ꎬ政府

可用公债购买ꎬ最后也不至于国库亏空ꎮ 另一方

面ꎬ随着都市的发展繁荣带来的土地利益增长ꎬ
并非该城市一己之力所得ꎮ 因此ꎬ这一部分利益

可以收归国有ꎮ 但是ꎬ梁启超提出ꎬ都市地价增

长带来的收益ꎬ市民同样应该得到报酬ꎬ从这一

层面来讲ꎬ城市土地归“市有” 也在情理之中ꎮ
这样ꎬ城市法人团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后ꎬ不仅能

改良市政、设备ꎬ推动城市发展ꎬ还能够利用地代

增长提高财政收入ꎬ完善便民设施建设ꎬ促进城

市日渐发达ꎮ
其三ꎬ针对国有土地经营方式ꎬ梁启超批判

革命派的年期小作法ꎬ认为如果实行这一种方

式ꎬ政府会在三四十年后因地价增长缓慢而导致

国家财政收入无法增价ꎮ 一旦将土地出租给“小
作人” 〔２４〕后ꎬ政府将会面临破产ꎬ无法创造和提

供国债收益ꎬ这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巨大的摧残ꎮ
“就国民经济一方面观之ꎬ其害更有不可胜穷

者ꎮ”同时ꎬ他还指出年期小作法存在明显不合

理ꎮ 当土地收归国有后ꎬ“小作人”会因为土地

并非自己而“枯竭地力ꎬ无所爱惜”ꎮ〔２５〕这种方式

不仅损伤了生产主体的积极能动性ꎬ而且缺乏长

远发展的稳定保障ꎮ 因此ꎬ梁启超提出如果部分

邑地野地悉数归为国有ꎬ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小农

的切身利益和生产积极性ꎬ而且“地代非能骤进ꎬ
国有之反贻国库以莫大之负担”ꎮ〔２６〕

探其实质ꎬ梁启超分而治之的土地政策体现

了其土地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ꎮ 诚然ꎬ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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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主义改良政策ꎬ在一些特定行业或可以

实行社会主义政策ꎬ甚至建议引入“国营农场”
的方式来治理部分土地ꎬ但他认为这些社会主义

政策最终仍会归于私有ꎬ国有政策只是一种暂行

的改善举措ꎬ这凸显了其土地思想中的局限性ꎮ
(四)土地国有制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反对土地国有制是梁启超土地思想的主旨

论点ꎮ 在他看来ꎬ私有制是一切文明之源泉ꎬ破
坏私有制会妨害经济社会发展ꎬ更达不到革命派

所预期的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目的ꎮ 其一ꎬ
土地国有制既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剥夺ꎬ也是对民

众劳动产物的掠夺ꎮ 如今所有权的存在是社会

经济进步的最大动力ꎮ 土地国有无异于破坏经

济组织的重要一角ꎬ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ꎬ必然

会扰乱社会秩序ꎮ 土地国有制下的地代减少了

土地所有者劳动所得的报酬ꎬ国家一旦剥夺其所

有权ꎬ无异于直接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ꎬ尽管

政府承诺会给予其报酬ꎬ但是这种报酬的增长过

于缓慢ꎬ长此以往ꎬ人们“则惟有节衣缩食ꎬ并必

要之消费而亦不消费已耳”ꎬ〔２７〕 这是对小地主ꎬ
尤其是自耕农的迫害ꎬ使其失去独立的经济地

位ꎮ 其二ꎬ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ꎬ土地国有势

必会带来财政困难、经济受阻ꎮ 尽管革命派主张

土地国有政策下可以奖励小农ꎬ同时倾向压抑大

农ꎬ但是就实际生产力水平而言ꎬ小农远不足大

农ꎮ 倘若以土地国有抑制大农ꎬ长此以往“举国

农业可以永绝革新进步之望也”ꎬ〔２８〕而国家则成

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ꎬ蚕食私人企业ꎬ且不希

望民间有大资本家出现ꎬ加之人地矛盾将日益紧

张ꎬ则“第二次之革命ꎬ遂不可逃避矣”ꎮ〔２９〕其三ꎬ
土地国有违背社会发展趋势ꎬ损害小农利益和生

产积极性ꎬ阻碍社会发展ꎬ并不能起到革命派所

说的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革命ꎬ这与革命派

的出发点南辕北辙ꎬ“故土地制度之变革ꎬ为农业

家最蒙其影响”ꎬ〔３０〕工业家和商业家则几乎无关

痛痒ꎬ土地国有反而对农业家最为有害ꎬ阻碍社

会经济发展ꎬ必不可行ꎮ
概言之ꎬ该时期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土地国有

制展开ꎬ推及更大的背景ꎬ乃是围绕中国是否可

以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问题展开ꎬ论战双方

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迥然不同ꎮ 在这场论战中ꎬ梁
启超所关怀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现状ꎬ因
而其土地思想中尤其强调土地私有制对社会宏

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ꎮ 在他看来ꎬ积贫积弱的近

代中国ꎬ发展是时代主题ꎬ社会革命并非当今中

国所必要ꎬ仅仅依靠土地国有更不可能达到目

的ꎬ甚至会危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ꎮ 与之相

比ꎬ革命派关注的更多是社会贫富差距ꎬ侧重防

范土地集中或兼并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ꎮ 有学

者指出这是一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之争ꎬ〔３１〕

这一评价是对双方论战作出的比较恰当的总结ꎮ

三、小　 结

从梁启超经济思想史的整体上看ꎬ这一阶段

梁启超从学理的高度较为系统地论证和阐明了

其土地思想ꎮ 戊戌政变前ꎬ梁启超撰写«说橙»ꎬ
含蓄表达了变革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思想ꎬ直至

与革命派土地国有论之论战才再次涉及具体的

土地问题ꎬ此后较少再直接论及ꎮ
在这次论战中ꎬ梁启超对土地问题的阐发体

现了其思想中的调适色彩ꎮ 黄克武曾指出ꎬ在访

美前后ꎬ梁启超思想有着重点的不同ꎮ 访美之

前ꎬ他倾向以激烈方法ꎬ彻底改造全体国民ꎻ访美

之后则逐渐支持保守、渐进的调适主张ꎬ不再强

调直接新民ꎬ而重视透过精英分子形成的“中等

社会”ꎬ作为改革的先导ꎬ并反对滥用群众运

动ꎮ〔３２〕«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这篇文章以及改

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发生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ꎬ这
一时期梁启超已经访美归来ꎬ其思想正处于从过

去较为激烈破坏的主张转向保守、重视精英阶层

的调适主张的时期ꎮ 这种转变和重视现实的调

适倾向也体现在其土地思想之中ꎮ 对于中国土

地的现实状况和出路问题ꎬ梁启超批判土地国有

不仅会损害土地所有者的利益ꎬ而且会阻碍经济

发展ꎬ更多地采取一种保守、支持中等阶层发展

的态度ꎬ以避免剧烈的社会革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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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土地思想蕴含一定程度的社会主

义因素ꎬ同样也是由于其在日本和欧洲游历期间

受到各种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ꎮ 面对中国的土

地问题ꎬ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各种经济学说ꎬ
另一方面又重视中国的现实状况ꎮ 尽管他在学

理上不反对社会主义ꎬ但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在中

国实行社会主义ꎮ 正如其所言:“中国今日若从

事于立法事业ꎬ其应参用近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

之精神与否ꎬ别为一问题ꎻ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

组织ꎬ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ꎬ又为一问题ꎬ此不可

混也ꎮ” 〔３３〕辛亥革命后ꎬ梁启超仍坚持自己对中

国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必须存在必要前提的

观点ꎬ他认可社会主义在欧洲有其合理的一面ꎬ
但欧美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

距并非同类项ꎮ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ꎬ是把社会

主义的学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分为两个不

同论域ꎬ中国要解决的是前社会主义的问题ꎬ即
民族资本不发达的问题ꎮ〔３４〕因而首要的是促进民

族资本主义发展ꎬ而后再考虑解决贫富差距问题ꎮ
梁启超土地思想虽不至于如国家主义、民族

主义等思想“夺目”ꎬ但也构成了梁启超经济思

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ꎬ体现了其作为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立场和主张ꎬ即坚决捍卫私有制ꎮ 过去学

术界多批梁颂孙ꎬ认为梁启超为封建土地私有制

辩护ꎬ起到了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作用ꎬ反映了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反封建方面的矛盾性ꎮ〔３５〕

对此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ꎬ梁启超的土地主张实

际上是在其社会变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ꎬ相比

较革命派希望推翻现有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社会

贫富差距缩小的土地国有社会ꎬ梁启超则强调现

实国情ꎬ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适用这种理

论ꎮ 两者的初衷都是为推进社会发展ꎬ无论是革

命或改良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ꎮ
梁启超土地思想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其“国情

观”ꎬ强调在当时的经济社会ꎬ私有产权对于调动

生产积极性、保护生产者利益具有积极作用ꎮ 农

民作为土地改革的直接影响者ꎬ任何涉及土地领

域的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都会对其产生不容小

觑的影响ꎬ因而必须要谨慎处置ꎮ 有学者评价梁

启超的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并不是说他的经济思

想有悖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的常理ꎬ也不是说他

发现了某种经济规律或重新创立了某种经济学

说ꎮ 他的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主要表现为用当

时国人还相对陌生的西方经济学“公例”来诊断

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ꎬ尤其是直面抨击政府经济

政策的不合理性ꎬ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导入中国救

亡的新思路ꎮ〔３６〕 革命党人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并

不深入ꎬ且接受亨利乔治土地国有思想的时间

不长ꎬ理论尚未成熟ꎬ而梁启超却紧扣中国实际

国情ꎬ考虑到了当时社会和农民群体的现实状

况ꎬ这相比于革命派的理论是更为成熟的ꎮ

注释:
〔１〕〔２〕〔３〕〔３４〕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ꎬ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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