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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者普遍认为，自明中叶以后，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
至清代和民国时期已蔓延全国。 就当时所见资料而言，此论无疑言之成理。 但随着研究的

逐步深入，特别是十六国至唐代吐鲁番出土租佃契约文书的陆续刊布，以上结论就要修正。
笔者发现，中唐《乾元二年（７５９）或上元二年（７６１）朱进明转租田土契》就是现存最早的“一

田二主”租佃契实例。 后周广顺三年（９５２），诏罢户部营田务时，首次从法律层面正式承认

户部营田务原佃户对其所营田的永佃权。 唐、五代“一田二主”与“永佃权”实例的出现，并
非纯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背景，亦是其时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佃制度与契约租佃制度长

足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之一。
关键词：唐　 五代　 契约租佃制　 一田二主　 户部营田务　 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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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及其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批准号：１４ＺＤＢ０３０）阶段性

成果之一。

①　 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修订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 版），第７０ 页；赵

德馨主编，吴量恺等著《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６ 页；赵德馨主编，陈锋、张建民、任放著《中

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第 ７４６—７４８ 页；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３８—４４１ 页；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４３ 页。

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吐蕃文租佃契约有 ３ 件，西夏文租佃契约有 １０ 件，回鹘文租佃契约有 １３ 件，再加上宋、元与明前

期（弘治年间以前）的汉文租佃契式、契约，合计共约 ３０ 余件。

③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７１ 页。

④　 赵德馨主编，陈锋、张建民、任放著：《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第 ７４６ 页。

⑤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第 １４３ 页。

学者曾普遍认为：自明中叶以后，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到清代和民国时期

已蔓延全国，在若干地区甚至成为主要的租佃制度和土地制度。①就当时所见资料与研究水平而言，
此论无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明中叶以前，保存下来的方志不多，似未见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明

确记载。 宋、辽、西夏、金、元至明前期保存下来的租佃契约虽有一些，但数量不多，且多为回鹘文、吐蕃

文、西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②其中并未见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直接资料。 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

族都以畜牧业为主，土地租佃关系不发达，也不大可能率先出现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租佃关系。
关于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渊源，人们常认为始于宋代。 杨国桢指出：“永佃权的最初出现，我

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早在宋代，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资料可资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叶，永佃权

已经流行于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并在契约形式上固定下来。”③陈锋等指出：“宋代就已经有了永佃

权的萌芽。”④王毓铨指出：“佃权的出现，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可追溯到宋

代。 宋代在屯田和学田中，都出现了占佃者和耕种者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占佃者‘立价交佃’，‘如
典卖己物’，‘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久而久之，这些官田在转佃中演变为私田，这正是官田民田化

的途径”，⑤亦即认为永佃权率先出现于官田的民田化过程。 限于明清断代经济史的体例，陈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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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铨等都未曾详论宋代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的产生过程。 漆侠认为：“占佃权、使用权的转让，在宋代

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不大清楚，但至迟在北宋年间即已存在”，并引宋徽宗政和元年（１１１１）知吉州徐

常的奏疏为证，指出：“明清时代的田骨和田皮，田底权和田面权等的区分，乃是渊源于宋，是在宋代

封建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 就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似乎在宋以前还没有出现这种

情况。 弄清这一历史渊源，对于了解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是极有好处的。”①

近年来，有关宋代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现象的专题论文渐多，②但仍罕见将其追溯到唐、五代时期

的研究。③ 在漆侠《宋代经济史》初版之时，所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确实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宋以前

出现过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现象的资料，故其所言很谨慎，也很精准。 但随着大量以唐前期为主的土

地租佃契约文书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相继出土并刊布，这一结论应做出相应修改。

一、吐鲁番出土中唐之初契约文书所见“一田二主”租佃契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７５ 年，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哈

拉和卓古墓群进行十多次系统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晋—唐代墓葬近 ４００ 座。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１ 年，以
墓葬的年代为序，其所出汉文文书的录文先后分 １０ 册出版。 其中，出土有租佃契 １２０ 多件（含残片，
其中 １００ 件地租形态较清楚），其数量之多，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为现已发现的宋、辽、金、元，乃至明

前期（弘治以前）出土的租佃契约总数的 ３ 倍以上。 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 ３７ 号墓地出土的朱进明

转租土地契，我以为就是最早明确反映“一田二主”情况的租佃契约。 原契无标题，文书整理组拟名

为《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④并录文如下：
□□高渠部田一段廿九亩，内壹拾陆亩旧主王祐　 东渠　 西渠

南申屠祀　 北渠

□ 二年九月八日，曹忠敏于知田朱进明处租取蒪

思廉等上件地。 进明先于蒪廉等边散于人处租

得，今不亲营种，遂转租与前件人。 每亩交用小麦

壹 （斗），租取上件地来年佃种。 如到种田之日不得

地佃者，一仰朱明知当，不干曹敏事。 段内更有别

人追理地子，并不干佃地人之 事 。 两共平章，获

指为记。 　 　 　 谨录契白 如 前。

麦 主

田主　 朱进明年卌

保 人 　 　 　 琳 年五十八

·６·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出版，第 ２２１—２２３ 页。
参见［日］高桥芳郎《宋代官田的“立价交佃”和“一田二主制”》，刘俊文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５—７４ 页；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周子良在《永佃权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价值》（《现代法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一文中将永佃权的渊源追溯到隋唐，指出：“据

《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孝宗乾道年间，资州‘属县有营田，自隋唐以来，人户请佃为业，虽名营田，与民间二税田产一同’。 唐宋时屯田

也称营田，营田属国家所有。 佃，即租佃。 业，即产业、家业。 因佃户长期租佃国家官田，营田实已成为永佃户的产业。 唐代中期以

后，永佃户所佃之官田，与收取两税的私人的产业没有区别。 因此，可以说，事实上的永佃制出现（或萌芽）于隋唐或唐中期以后。”笔
者以为其所引资料有误，不足为凭，所做推论亦有误，且其所引《宋会要辑稿》未注出处。 经查证，周子良所引内容当出于清人徐松所

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４８７８ 页）食货 ５ 之 ３６。 按：隋唐时期并无、也不可能有民户请营田为业，“虽名营田，
与民间二税田产一同”事。 而且，如果政府确将部分官田授给民户，使之“与民间二税田产一同”，那就意味着该民户只向政府交纳国

税（两税），不交地租（租课），说明该民户对该田土已经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因而也就无所谓“永佃权”问题。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９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５４ 页。



保□ 　
（后缺）

该件第一行为主题词，写明转租田土亩数及其所在。 第二行以下为契约内容。 第二行开始的第

一个字缺，第二个字残，仅剩末笔。 文书整理组介绍：“本件纪年残缺，第二行‘二年’上存一残笔。 同

墓出有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文书两件。 本件残笔与契文第三行‘先’字最后一笔相似，疑为

‘元’字。 与大历相近之年号有‘乾元’、‘上元’。 本件当是乾元二年（七五九）或上元二年（七六

一）。 今置于大历之前。”整理组所言极是。 与大历较近的年号还有天宝二年（７４３）与开元二年

（７１４）。 开元二年与大历三年相距 ５４ 年，显然不可能；天宝二年与大历三年相距 ２４ 年，可能性也很

小，且“宝”的繁体字———“寶”字末笔与“元”字末笔也有较大差距，基本上亦可排除。
从契文可知，高渠部田一段 ２９ 亩，内中 １６ 亩，原田主为王祐，后不知什么原因转到蒪思廉名下，

且不知从何时起，这段土地便由朱进明租种（朱进明租种蒪思敏土地租佃契不存）。 乾元二年或上元

二年，朱进明“不亲营种”，便将这段土地自行转租给曹忠敏，约定预付地租为每亩 １ （已经预付），
租期是来年一年（实即一季）。① 据上述契约内容及其尾署，该契应为单契，曹忠敏既已先期预付了

地租，亦即已履行其在该租佃行为中的全部义务，故其无须立契给朱进明收执。 朱进明已实现其在

该契约行为中的全部权利，而尚待履行来年交田给曹忠敏耕种的义务，故其应立契交曹忠敏收执，以
作为曹忠敏权利主张之凭证。 正因为如此，在契约尾署部分，佃人曹忠敏仅署“麦主”两字，而不具姓

名，更不画押。 而转租田土人朱进明则应签名画押（“获指为记”，即按手指节印）。 根据上述情况，我
以为该件应拟名为《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

此件最值得注意之处是，契文表明蓴思廉是该段地的现主，朱进明只是该段土地的原佃人，但在尾

署部分，朱进明却公然自署“田主”。 明清之际，顾炎武于《日知录》卷 １０《苏松二府租税之重》曾感叹：
“（董）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陆）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 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

然号为田主矣。”②究其实，高昌国时期与唐代西州租佃契中，土地所有权人例称“田主”（葡萄园主、菜
园主则例称“园主”），如“田主明元”“田主范酉隆”“田主冯庆□”“田主董尾住”“田主李虎祐”“田主赵

阿欢仁”“田主张阿洛”“园主大女吕玉□”“田主魏相憙”“桃（萄）主王□□”“园主张善憙”“地主杨雅

俗”“田主竹玄果”“田主韩伯轮”“田主白如奕”“田主曹孝□”“地主马寺尼浄信”“地主张小承”等，③而

此件竟连转租田土的原佃人朱进明也公然号称“田主”，从而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一田二主的情形。
契约中朱进明之自署“田主”，从图版看，写得很清晰、工整，显然不是误书或随便写上的。 契约

正文之后，尾署之前有一句话：“谨录契白 如 前”，表明上引契约并非契约的原件，而只是抄件。 据文

书整理者介绍：“本墓无墓志及随葬衣物疏。 所出文书有纪年者，为大历三年（７６８）。 其余文书虽无

纪年，大抵皆去大历不远。”④该墓共出土文书 ４ 件：其一，即上引《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

租田土契》。 其二，为《唐大历三年（７６８）史奉谦牒为通祇承人当直事》，⑤显然是官文书。 其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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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田”“部田”是唐代吐鲁番地区特有的田土名目。 部田一年只能自流浇灌一季，因此只能一年一熟；常田一年可能自流灌

溉两季，因此可能一年两熟。 参见孔祥星《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与“部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

刊》总第 ９ 期，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０—５９ 页。 关于常田、部田的得名缘由之讨论，参见杨际平《再谈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

“部田”的历史渊源》（原载《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 １ 期），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３ 卷《出土文书研究卷》，厦门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７１—１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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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历三年（７６８）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①该牒称：“忠敏身是残疾，复年老，今被乡司不委，
差充子弟，……贫下交不支济，伏望商量处分”。 其四，为《唐曹忠敏上队头牒为诉被郭将军棒打

事》，②也是存档于官府的官文书。 上述 ４ 件文书中，后面 ３ 件，一件本身就是官文书，两件为曹忠敏

向官府的申牒而保存于某官府者，那么，《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的“录白”很可

能也是官府录白而存档于官府。③ 若此猜测不误，就至少说明朱进明转租蒪思廉土地，自署为“田主”
的契约，官府曾照抄不误，并未提出任何质疑。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意味着官方对该契的认可与背书。

上引《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朱进明除以原佃田人身份自署“田主”外，还
有一个特殊身份，即“知田”。 所谓知田，即负责管理某种田土，唐代西州基层社会常设有“知田人”
“知水人”等。④ 武周天授二年天山县勘问主簿高元祯职田虚实残牒称：“当城渠长，必是细谙，知地

勋官，灼然可委，问合城老人，城主、渠长、知田人等，主簿去年实种几亩麦？ 建进所注虚实？ 连署状

通者。 谨审，但合城老人等，去年主簿高祯元不于安昌种田，建进所注并是虚妄。”⑤即将“知田人”列
于安昌城“合城老人”之后，且与城主、渠长等共同包括在“合城老人等”之中。⑥ 城主，为守城门执钥

匙者。⑦ 渠长，即管理某渠道用水者。 他们都是在官府服某种差役者。 依理揆之，知田人亦应为管理

某种田土事务的差役，通常以勋官充当，但不必都是勋官。 朱进明身为知田，说明他服务于基层社

会，在基层社会或有一定地位。⑧

对朱进明转租田土并自署“田主”的租佃契做过必要解读之后，下面就谈谈此“一田二主”租佃制

得以出现的背景。 我们认为，租佃制的普遍发展以及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土地经营方式中居于主

导地位，定额租的普遍盛行和货币地租的出现，都是一田二主现象出现的必要前提，且其在唐建中元

年（７８０）两税法成立以前的吐鲁番地区是完全具备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北方“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

织婢’”，⑨南方也有“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之说。 反映在土地、赋役制度上，就是当时

的《地令》《赋役令》规定奴婢按一定标准“受田”，课租赋。 入隋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

魏时“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到隋文帝时便成了“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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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９ 册，第 １５８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９ 册，第 １６０ 页。
上引《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的直接关系人仅朱进明与曹忠敏两人，转租田土的原佃人朱进明出契，佃

人曹忠敏执契。 两人似皆无“录白”该契之必要。 退一步说，如果确为朱进明或曹忠敏“录白”，那也意味着朱进明、曹忠敏“录白”该
契时，再次确认了转租田土人朱进明自署为“田主”这一事实。

“知水人”，即管理水利灌溉事务者。 参见《武周天授二年（６９１）知水人康进感等牒》《武周天授二年（６９１）安昌城知水李申

相辩辞》，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８ 册，第 １４５、１５２ 页。
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８ 册，第 １５７ 页。 武周

新字悉改为通行字，下同。
安昌城乃唐代西州天山县之下的小城，位西州州城西南部，与另一小城南平邻近。 唐代西州此类小城甚多。 此度审查天山

县主簿高元祯是否“营种还公、逃死、户绝田地”案，缘起于安昌城唐建进（身份不详）向州司告发天山县主簿高元祯盗种还公、逃死、
户绝田地，州司遂牒天山县安昌城、南平城“合城老人”，即知田、知水、城主、渠长等问讯此事。 应讯者包括安昌城知水李申相，□□
康进感，南平知田人郭文智、某城老人王嘿子（此人同时是高元祯一段四亩职田的“旧佃人”）、老人刘隆隆、南平渠长□君海、某里里

正张安感等。 参见陈国灿《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祯职田案卷的考察》，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

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４５５—４８５ 页。
参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 ８《卫禁律》，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点校本，第 １７２ 页。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８６—２８７ 页）即将该契拟名为《唐□元二年高昌朱进明转租田

契》，并对其注曰：“朱明，即朱进明，为二田主。 契中称‘知田’。”其注点出朱进明于该契是“二田主”，很有价值，但说“二田主”于契

中称“知田”，则显然有误。 断定朱进明是高昌县人，似亦无确据。
《魏书》卷 ６５《邢蛮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４４５ 页。
《魏书》卷 ９７《岛夷刘裕传》引沈庆之语，第 ２１４０ 页。
《北史》卷 ７７《柳彧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２６２３ 页。



到隋炀帝即位时，则干脆“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① 在此后的租调制下，妇人与奴婢部曲便不

再是应受田口，也不再是课口，反映出奴婢部曲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下降。 入唐以后，由于

政府的限奴措施与鼓励奴婢放良政策，②奴婢、部曲数量大减，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亦大减。③ 与

此相关，唐、五代官私田的租佃都非常普遍。 职田与公廨田是唐代官田的最大宗，除极少数职田由官

吏自己经营外，基本上都是采用租佃方式经营。 逃户在原籍的田产，也常被乡里有司出租充租课。
唐睿宗唐隆元年（７１０）七月十九日敕就规定：“逃人田宅，不得辄容买卖，其地任依乡原价租充课役。
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④至唐末五代，逃户的田业大体上都是采取召人承佃办

法。⑤ 《夏侯阳算经》卷中相关算题表明分散在各州府的零星官田，也多采取出租召佃方式经营。 寺

观田除有一些由奴婢、部曲与雇工耕种外，也常采用租佃经营方式。
反映民田出租的记载更多，如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谈到：“王公百

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⑥陆贽《翰苑集》卷 ２２
《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亦载：“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

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⑦所反映的无疑

都是租佃制。
隋唐五代租佃关系的盛行也得到吐鲁番出土的武周时期的堰别青苗簿与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大

量租佃契印证。 据武周时期的堰别青苗簿载，时吐鲁番地区 ９０％ 上下的公廨田、职田采用出租方式

经营，８０％上下的寺观田与 ６０％上下的民田用于出租。⑧ 前者在全国应具有普遍性，后者则可能有

一定的特殊性。 就全国多数地区而言，寺观田、百姓田出租的比例恐怕没有这么高。 但即使如此，仍
足以表明隋唐五代的租佃关系十分发达。 除农民自耕的土地外，租佃关系已明显占主导地位，其比

·９·

论唐、五代所见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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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 ２４《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６８６ 页。
参见杨际平《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 ４ 期；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张国刚主

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４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７—６４ 页。 以上两文分别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２
卷《唐宋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２９—２４４、２６２—２７４ 页。

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８６、２０２—２０３ 页）
一文即指出：“部曲、客女作为法定的贱口名称大致在北周时，唐律非常具体的规定了部曲的贱口身份和法律待遇，但史籍却绝未见

到明确的有关记载。”“在唐律中明确规定其‘贱口’身份和法律地位的部曲，几乎在史籍中一无所见，在永徽二年（六九一）户口帐中

他们初次出现，数量非常之少。 自武后以至玄宗统治期间，在奴婢数量逐渐下降的同时，部曲客女稍有增长。 具有强烈人身依附关

系的部曲制在中原地区是过了时的。 但西州之有部曲，显然是从内地引进的，基本上在全国过了时的残遗同样在西州也没有获得发

展。”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８１—９７ 页）认为，
“唐代以战俘作奴婢为数已不多了。 ……既然俘掠人口和买卖人口都严加禁止，并为舆论习惯所不容，所以中原地区，奴婢的来源枯

竭了。 ……所谓部曲之类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了。”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 （《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认为：《唐律疏议》对部曲身份的规定反映了前期社会部曲的实际法律地位。 其时，部曲是一种法定

的贱人称呼，但主人也不能杀死他们。 永徽以后，《唐律疏议》对部曲身份的规定已成具文。 初唐承南北朝余绪，以部曲进行生产的

事理当有之，但安史之乱以后，这种部曲则根本不见了。 “到了唐代中后期，不仅庶人地主拥有部曲的例子见不到，就是官僚地主拥

有部曲的记载也很少了。 ……到会昌灭佛时，却只见释放奴婢而不见部曲。 ……这些例子说明：到唐代中后期，私人占有部曲的现

象几乎消失了。”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８—２３ 页）也指出：唐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既不参

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 张泽咸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版，第 ５０７ 页）中再次重申：
“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文书都没有具体资料说明部曲是唐代的农业劳动者，部曲农奴说实际是无从谈起。”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２ 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５７２ 页。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 ２５《逃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４０５—４０７ 页。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５《邦计部·田制》，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影印本，第 ５９２８ 页。
［唐］陆贽：《翰苑集》卷 ２２《均节赋税恤百姓》“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０７２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９５ 页。
参见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报告，１９７９ 年，３２３ 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７ 册，第 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１ 页。



重远远超过奴婢部曲与雇工所耕营的土地。①

在吐鲁番出土的 １００ 件可判明其地租形态的租佃契中，②分成租有 ２ 例，占总数的 ２％ ；定额实物

租 ６７ 件（２５ 件为预付定额实物租，４２ 件为后付定额实物租），占总数的 ６７％；货币地租 ３１ 件，占总数的

３１％。 在敦煌出土的 １４ 件租佃契约中，除 １ 件为无租的特例外，其余都收取实物租。 其中，定额实物租

８ 件，占总数的 ５７％；分成租 ５ 件，占总数的 ３５ ７％。 总体上看，定额租占绝对优势。③ 高昌国时期与唐

代，吐鲁番地区货币地租占较大比例，劳役地租则完全未见。 在敦煌出土的地租形态明确的 １１ 件租佃

契中，预付定额实物地租的 ４ 件（包括典租 １ 件），后付定额实物租的 ２ 件，分成租 ４ 件（有 ２ 件为合种）。
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租期一般很短。 现存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租期明确者 ６３ 件。④ 其中租期

１ 年者 ４７ 件，约占总数的 ７４ ６％；租期 ２ 年者 ５ 件，约占总数的 ７ ９４％；租期 ３ 年者 ３ 件，约占总数的

４ ７６％；租期 ４ 年者 ２ 件，约占总数的 ３ １７％；租期 ５ 年者 ４ 件，约占总数 ６ ３５％；租期 ６ 年者 ２ 件，约占

总数的 ３ １７％。 租期 ４—６ 年者，多为新建的菜园、葡萄园。 新建葡萄园第一年基本上不会结果，以后产

量逐年增加，待到 ４—５ 年时才达到最盛期。 新建菜园、葡萄园租期较长，最初几年租价逐年增加即因此

而来，这种惯例符合经济规律，对主佃双方都比较有利。 粮田的出租（包括分成租场合），租期一般都很

短（多数只有 １ 年），主佃关系很不固定，带有临时性质。 佃人的人身相对自由，一旦租期届满，主佃关系

即告解除，田主可另行召佃，佃农亦可另行承佃。 因而其时即使是在分成租下，佃人对田主也并不存在

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租期同样很短的实物定额租，如果是预付地租，因订立契约之时，佃人即已履行

所有义务，田主对佃人就不再有任何约束力，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后付实物定额租场合，田主一般

只规定对租物的质量要求，如要求谷物“净好”，或“听向风飏取”等，并规定水课由佃人承担，固着于田

土的土地税等由田主承担。⑤ 除此之外，通常不附带其他条款，⑥也没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更不存在

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宋代南方有过田主阻挠佃人起移情况，现存唐代传世文献则未见相应记载。
佃农的法律地位，宋代曾规定田主与佃人有主仆名份，⑦隋唐五代律令对佃人没有任何特别规

定。 《唐律》卷 ６《名例律》规定：“诸官户、部曲（笔者注：称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官私奴婢有

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⑧《唐律疏议》卷 １２《户婚律》则规定：“依名例律，‘部曲、奴婢有犯，本
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皆同百姓科罪。”⑨《唐律》为唐代最高法典，《唐律·名例》为《唐律》的总则、
通例，适用范围最广，除另有规定者外，适用于一切场合。 既然《唐律》未见对佃户的法律地位有任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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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３６ 页）一文即已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租佃是

封建大土地的主要剥削形式。”王曾瑜亦在《宋代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 页）中指出：“唐朝和宋朝都

是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农业社会。”
另有 ２０ 多件，因件残太甚，无法判别其地租形态。
参见杨际平《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３ 卷《出土文书研究卷》，第

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８—３０９、３１４—３１５ 页。
敦煌吐鲁番租佃契，一般都定有租期，只是因为一部分租佃契残损过甚而无法判断其租期。
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租佃契一般都有“租佃百役仰田主了，渠破水谪（按：指水课）仰佃田人了”的内容。 麹氏高昌时期，一

般也是由田主承担附着于土地的赋役力役，但入唐以后，亩二升的地税则由佃人承担。 敦煌出土的唐末五代的租佃契对赋税力役如

何负担常有明确规定，其中地子一色，或规定由田主负担，或规定由佃人负担，或规定双方共同负担。
吐鲁番出土的寡妇梁氏陈词称：“阿梁前件萄，为男先安西镇【行】，家无手力，去春租与彼城人卜安宝佃。 准契合依时覆盖

如法。 其人至今不共覆盖，今见寒冻”，请求“府司”做主。 这里提到的“准契合依时覆盖如法”，乃是特例。 此附带条件，敦煌吐鲁番

出土文书中亦仅此一见。
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７５“绍兴四年夏四月丙午条”（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３６—１４３７ 页）载：“起居

舍人王居正言：……臣伏见主殴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 至元丰（笔者注：疑为元祐之误）始减一等

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 及绍兴，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殴至死亦用此法。 侥幸之途既开，鬻狱之弊滋甚，由此人命浸

轻，富人敢于专杀，死者有知，沉冤何所赴诉？”可知宋元祐法令，地主若殴打或杀伤佃户，比常人减一等处罚；到了南宋绍兴年间，便
规定减二等。 反之亦然。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 ６《名例律》，第 １３１ 页。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 １２《户婚律》，第 ２３８—２３９ 页。



体规定，那就说明其时佃人的法律地位就是良人，与田主并无法律上的贵贱等级之别，亦无主仆名分。
契约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定额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加之佃人在法律上有了人身自由，为中唐之

初西州一田二主现象的最初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学者们普遍认为，宋元明清的地权分化，通常是通过田主典卖土地而形成一田二主。 租佃场合

的地权分化，通常是在永佃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上引《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

契》，朱进明之所以另成一“主”，显然不是通过以上两种途径得以实现。 唐前期《唐令·田令》对田

土的买卖、典贴有许多限制，这些规定虽未得到严格执行，王公百姓私自出卖、典贴田土之事实际上也屡

见不鲜，但它毕竟是非法的，得不到法律保护。 因此，在唐前期，不可能通过典当土地形成一田二主。
唐代土地租佃的租期，各地习惯不同。 敦煌后付定额实物租的租佃契一般不定期，但租佃契约

对主佃双方有明确约定，田主既未允诺佃人永远耕种，佃人更无权擅自转租他人（虽然租佃契中并无

此明确规定），因此这种租佃契约暂时还不能形成永佃权或一田二主。 唐代西州租佃契的租期一般

都很短，更不可能形成永佃权。 总而言之，上引《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朱进明

之所以另成一主，既不是因典买田土所致，更不是因为久佃成主，其形成或当另有原因。 我以为，朱
进明自行转租土地并自署“田主”，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时值天宝十四载开始的安史乱中，战
火虽然没有烧到西州，但对西州的影响仍极大。 安史乱起，唐两京旋告失守。 唐玄宗仓皇逃蜀，太子

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南）即位，领导平叛，是为肃宗。 河西陇右一带成为灵武政权的大后方，要源源不

断地为前方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河西、陇右一带本来就是地广人稀，经过再三抽调人力、物力后，
势必更显空虚。 《旧唐书》卷 １９６ 上《吐蕃传》即载：

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 曩时军营边州

无备预矣。 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 数年之后，凤翔之

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①

《唐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朱进明转租田土契》订立之时，西州尚未失守，但估计已处于危急之中。
此种情势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阿斯塔那 ５０６ 号墓出土一件《唐大历六年（７７１）某寺田

园出租及租粮破用帐》：
　 　 　 　 　 　 状　 　 上

从大历五年正月一日至大历六年七月十六日以前管常部田总陆拾亩陆拾步

壹拾捌亩陆拾步出租并常□（田）
（笔者注：以下 ６ 行具各段地亩数、佃人、租额，略）
卌二亩常部田空荒不种。 内一亩常田，卌一亩部田。

高宁城一亩常田　 左部十亩　 九亩胡虏渠　 九亩栆树渠

□不识　 二亩白渠不识　 二亩申石渠

（笔者注：以下为地租收入及破用情况，略）②

同墓出土文书甚多，大部分与墓主张无价有某种关联。 张无价的身份据其天宝十载告身是：“游
击将军，守左武卫同谷郡夏集府折冲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仍本道驱使。”③一部分

则与张无价女马寺尼法慈有关。 此件似亦与马寺有关。 从上件文书看，该寺土地荒芜情况相当严

重，其全部土地的 ３０ ２９％用于出租，其他 ６９ ７１％则“空荒不种”。 在“空荒不种”的 ４２ 亩地中，除包

括全部的部田外，还包括 １ 亩在高宁城的“常田”。 大量田土“空荒不种”，自然对土地所有者的召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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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旧唐书》卷 １９６ 上《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５２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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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十分不利。 我们在该墓见到一件马寺尼诉令狐虔感积欠地子辞稿：
柳中县百姓令狐虔感负二年地子……　 　 　 六 。

青麦一石六 住在高宁城。

○右件常住地在高宁城，被上件人每常强力遮护佃

种，皆欠三年、二年子，不与地子。 常住无人，尼复□□

弊。 其人倚老纵□，往人往征，又 被

。 尼女人不

（后缺）①

又见到一件大历四年后马寺请常住田改租别人状：
马寺　 　 　 状上

当寺常住分地一亩半，在高宁城。
　 右件地大历四年租与高宁城

　 左寺僧□□佃，其地子麦粟

　 并征 不 □，今改 租 与别人□□

　 不听改

（后缺）②

此两件说的是在高宁城的同一段地。 情况很清楚，该段地的佃人令狐虔感多年积欠地租不交，又不

让马寺收回，另租他人。 如果上引《唐大历六年（７７１）某寺田园出租及租粮破用帐》的某寺就是马寺，
那么马寺在高宁城的那段常田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了。

同墓我们发现一件《唐邓光□佃田契》，又发现一件《唐邓光实转租田亩契》，契文曰：“客邓光实

先于马 种不办，今转 租 与 ”。③ 据田亩四至可知，邓光实租入后又转租出去

的是同一段地。 而契文表明《唐邓光实转租田亩契》乃以邓光实本人名义转租田土，惜该契尾署不

清，不知其以什么名义转租土地，亦不详因“营种不办”而转租田土，与朱进明的“不亲营种，遂转租

（承租田土）”是否都与时局有关。
上引《唐大历六年（７７１）某寺田园出租及租粮破用帐》应作于大历七年，是现存吐鲁番出土唐及唐

以前文书中纪年最晚的文书。 此后不久，西州先后陷于吐蕃、回鹘，唐代西州的历史就此突然中断，吐鲁

番出土的唐代汉文文献也到此为止，其后出土的文书便以吐蕃文和回鹘文为主。 这就使得我们无由了

解中唐以后吐鲁番地区租佃关系的后续情况，也无由得见更多佃人转租田土自署“田主”的租佃契。
大凡新事物从出现到发展都有从偶见到普遍的过程。 唐代西州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佃人朱进

明转租田土自署为田主的租佃契，因西州政局剧变而未见后继者。 就此而言，乾元二年或上元二年

佃人转租田土自署为“田主”的一田二主租佃契在当时还只能说是偶见。 但偶见不等于未见，该一田

二主租佃契的偶见，对于追寻一田二主的渊源，还是很有意义的。

二、唐五代户部营田务之营田民田化过程所见的永佃权

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永佃权首先出现于官田，且最初可能出现在宋代官田的民田化过程之中。
实际上，笔者以为不仅宋代官田民田化过程出现了永佃权，唐末五代户部营田务的营田民田化过程

中就已出现永佃权。 只是因为唐五代户部营田务的营田，唐代政书未做专门介绍，甚至没有提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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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营田务”这个词。 《五代会要·户部》详细记录了后周广顺三年户部营田务改制的诏令，却只字未

提户部营田务的缘起、特点。 相关资料也非常零散，致使后人对唐末五代的官府营田与户部营田务

的营田不甚了解，乃至多有误解。 须对相关资料进行钩沉、辨析，才能得其梗概。 《新唐书》卷 ５３《食
货志》记：“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①这显然言过其实。②

《资治通鉴》“大中三年（８４９）八月条”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谓：“史臣曰：营田之名，盖缘边多隙地，蕃
兵镇戍，课其播殖以助军须〔需〕，谓之屯田。 其后中原兵兴，民户减耗，野多闲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

例开置，名曰营田。 行之岁久，不以兵，仍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 复有主务败阙犯法之家，没纳

田宅，亦系于此。 自此诸道皆有营田务”，③更是混淆了广义营田与营田务营田两个概念，将屯田与营

田务营田看作传承关系，说营田务营田“行之岁久”，才“不以兵”，说屯田由“以兵”变为以营田户等，
都显然是错误的。④

实际上，唐前期“营田”与“屯田”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关系。 营田泛指各类田土的经营活动，包
括屯田，但不限于屯田。 唐后期，营田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营田仍如唐前期，是个大概念，
包括屯田而不限于屯田。 狭义的营田则专指州县的经营绝户田、没官田与户部营田务的营田。 唐后

期与五代十国，绝大多数屯田仍由军事系统管理。 军事系统的屯田一般仍以士兵为主，至唐末五代

基本都是如此。 有时虽然也有征发编户或侵占民田、税户现象，但朝廷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并非常

规。 虽然唐后期、五代十国军事系统的屯田与过去一样都是以兵士为主，但士卒的来源与屯田的经

营方式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唐前期耕种屯田的士卒或来自拣点府兵，或来自募兵，大体上都有番期，
不带家属。 唐后期与五代十国都是募兵、职业兵，其中一些募兵还可以带家属参加屯田。 此类兵士

屯田不可能像唐前期那样统收统支，而只能将田土分给兵士及其家属，分散经营。 这么一来，一部分

原先作为国有土地的屯田实际上就变成了兵士的份地。 但这在当时毕竟仍是少数现象。
唐前期各州（郡）县零散的官荒地、绝户田、逃户田多拨充职田、公廨田，若有剩余，也可能用于给

百姓。 未见官府采用租佃制经营其官田以追求地租收入者。 特别是开元天宝时期，在籍户口达到历

史第二高峰，租庸调等赋税收入稳定增长，国家财政富有盈余，天宝年间每年每乡还能放 １０ 丁、１５
丁，甚至 ３０ 丁。 更不大可能措意于利用各州县零散官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安史乱后，由于在籍户锐减，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锐减，而政府的财政开支却猛增，致使政府

财政长期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地方政府自营官荒地、绝户田、逃户田即成为缓解当时当地财政困难的

选项之一，如德宗朝（７８０—８０５），徐申任韶州刺史，“韶自兵兴四十年，刺史以县为治署，而令丞杂处

民阎。 申按公田之废者，募人假牛犁垦发，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岁入凡三万斛。 诸工计

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⑤ 后来，这一方式发展为各地营田务的营田。 “营田务”这一名称，最
早见于史籍的是大和六年（８３２）二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奏置于邠宁、灵武的营田务，⑥其实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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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３７３ 页。
唐后期军事系统屯田有时也有征发编户或侵占民田、税户现象。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唐穆宗《登极德音》即规定：“诸道除边

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其）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薄地回换百姓肥浓地。 其军中如要营

田，任取食粮健儿，不得辄妄招召”。 长庆四年（８２４）唐敬宗《御丹凤楼大赦文》亦规定：“军屯营种有侵占丁田、课役税户者，宜委御

史台切加访察，仍限敕到一月内，每道各具所还州县顷亩，分析闻奏”。 参见《册府元龟》卷 ９０《帝王部·赦宥》，第 １０７３—１０７４、１０８０
页。 这些都反映出宪宗元和（８０６—８２０）年间确实存在军屯征调民户营屯田现象，但朝廷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 可见，说“宪宗末，天
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实是以偏概全。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８，大中三年（８４９）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版，第 ８０４０ 页。
详论参见杨际平《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与《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以上两文分

别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２ 卷《唐宋卷》，第 ３０—４４、４５—５５ 页。
《新唐书》卷 １４３《徐申传》，第 ４６９４ 页。
《旧唐书》卷 １７ 下《文宗纪》，第 ５４４ 页。



时间应早于此。
元和十五年二月唐穆宗《登极德音》提到：“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菜

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①这里虽未提到户部营田务，但联系唐五代户部营田务兴废过

程，便可得知这实际上就是规定：除京兆、河南府外，各州府自营的各种产业，包括官田宅、铺店、碾
硙、菜园、盐畦、车坊等的收益，都收归中央财政，由专门机构户部营田务管理。

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基本原则是召浮客耕荒闲地，包括没官田、绝户田等。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５《邦
计部·田制》即记：后唐明宗长兴二年（９３１）九月，“鄜州县令窦延冈上利见：‘营田务有元属田户，一
任管系，如是后来投务，乞行止绝。’敕旨：‘凡致营田，比召浮客。 若取编户，实紊常规。 如有系税之

人，宜令却还本县。 应诸州府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及召浮客。 此后若敢违越，官吏并投名税户重

加惩断。’”②《资治通鉴》卷 ２９１“广顺三年正月条”追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
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

诘。”③此则记事指明此前各地营田，“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很正确，但“其后又募高赀户使

输课佃之”却把事情说反了。④ 如前所言，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基本原则是召浮客耕无主荒地。 浮客无

产业，居无定所，尚未于州县除籍。 召浮客耕无主荒地，不属州县，而隶属中央财政机构户部营田务，
于管理体制很顺。 高赀户不可能是浮客，通常是州县地方政府力图争取、控制的对象。 如果是募高

赀户营户部营田务所营之田，就势必要让这些高赀户脱离既有的州县籍，改隶户部营田务，势必会引

起相关州县的强烈反弹。 故疑《资治通鉴》此则追记有误。
通过以上钩沉，唐末五代户部营田务的梗概便大体可见。 总括起来，户部营田务的营田具有 ３

个特点：（１）户部营田务的营田既不属军事系统管辖，也不属州府系统管辖，而归中央财赋机构———
户部管辖。 就营田务不属州县这一点而言，颇类似于曹魏时期的民屯。 （２）户部营田务田土的主要

来源是无主荒田与没官田、绝户田等。 营田务的劳动人手就是尚未于州县著籍的浮客。 营田务有时

也募取编户营田，但不合法。 未在州县著籍的浮客，常缺乏基本的生活、生产条件，所以政府应为其

提供必须的生产生活条件，如住处、耕牛等。 （３）户部营田务的地租形态是租课，亦即定额实物租。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２《邦计部·蠲复》即记末帝清泰元年（９３５）七月“省三司使奏，自长兴元年至四年十

二月已前诸道及户部营田逋租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七十二端匹束贯斤量”事。⑤

户部营田务存在的时间不算太长，前后仅 １３０ 多年，但也经历了三四代人的时间。 后周广顺三

年周太祖决定罢营田务，原佃农民改隶州县，田、庐、耕牛等皆给原佃户为已业，原租额不变。 关于此

事，《资治通鉴》《旧五代史》《五代会要》皆有记载，但详略、侧重点不尽相同，可以互相补充。
《旧五代史》卷 １１２《周书三》记广顺三年春正月乙丑：

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
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 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

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 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

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 所有见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云。 帝在民间，素知营

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 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

·４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册府元龟》卷 ９０《帝王部·赦宥》，第 １０７３—１０７４ 页。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５《邦计部·田制》，第 ５９３２—５９３３ 页。 此事，《旧五代史》卷 ４２《明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５８２ 页）记为：长兴二年九月己亥，“诏天下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各召浮客，不得留占属县编户”。
《资治通鉴》卷 ２９１，广顺三年正月条，第 ９４８８ 页。
实际上，唐代并未见募高赀户营官田之实例。 营田僦募事曾行于内园植稻，建中初杨炎建议于丰州置屯，曾议及此，为京兆

尹严郢所反对，故未得行。 内园稻田采用雇工方式，也只是特例，不具代表性。 应该指出雇工营内园稻田与募高赀户营官田绝不是

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２《邦计部·蠲复》，第 ５８８２ 页。



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

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 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
至是特与除放。 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 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

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 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①

《五代会要》卷 １５《户部》对户部营田务改制的具体做法有更详细的记载：
周广顺二年②正月敕

应诸处户部营田人户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军国榷监人户、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

割属州县。 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营）【管】户部营田旧征课额，其户部营田职员，一切停废。
一、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令充为永业，自立户名，仍具元佃桑土、舍宇、牛

具动用实数，经县陈状，县司给与凭由，仍放户下三年差遣。 若不愿立户名，许召主卸佃，不得有

失元额租课。 其车牛动用、屋舍、树木，亦各宣赐，官中更不管系。
一、诸处营田户部院及系赐人户所纳租牛课利，其牛每头具上率纳苗课，逐年都纳秋夏斛斗

二万一千余石，更纳钱、鞋、布、秆草等。 其租牛缘官中系帐，不管死损，岁月既深，转益贫困。 所

征牛租，起今年后并与除放。 所有见在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
一、诸州镇郭下及草市，见管属省店宅、水硙，委本处常切管句，其征纳课利不得亏失。 若有

人收买，具见值价例申省，仍仰本户承认元本税钱。 如是元本税钱重大，即减价出卖。 如无税

钱，亦仰量事出税，管认输纳。 其空闲倒塌店宅及空地，亦准此指挥。 所有货卖宅舍，仍先问见

居人，若不买，次问四邻，不买，方许众人收买。 其元随宅舍诸班物色，亦仰随本物业货卖。 其两

京城内及草市屋宅店舍，不在此例。 宜令诸道州府准此。
其年九月敕：

京兆府耀州庄宅，三白渠使所管庄宅，③宜并属州县。 其本务职员节级，一切停废。 除见管

水硙及州县镇郭下店宅外，应有系官桑土、屋宇、园林、车牛动用，并赐见佃人充本业。 如已有庄

田，自来被本务或形势影占，令出课利者，并勒见佃人为主，依例纳租。 条例未尽，委三司区分。
仍差尚书刑部员外郎曹匪躬专往点检，割属州县。④

《资治通鉴》卷 ２９１“广顺三年正月条”则记：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

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 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

农民，使岁输租。 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 帝素知其弊，会閤门使、知青州张凝

上便宜，请罢营田务，李谷亦以为言，乙丑，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
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 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
地利数倍。 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

也，朕用此钱何为！’”⑤

如前所述，《资治通鉴》所谓“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实误。
就管理体制而言，后周广顺三年罢营田务的过程、做法与唐穆宗元和十五年之设立户部营田务，

适成逆向运动。 从州县管辖到收归中央户部营田务管辖，再回到地方州县管辖。 就户部营田务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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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卷 １１２《周书三》，第 １４８８ 页。
按：此引“广顺二年”为“广顺三年”之误，应据《资治通鉴》《旧五代史》等更正。
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西京曾“奏制置三白渠起置营田务一十一”。 参见《册府元龟》卷 ５０３《邦计部·屯田》，第 ５９２８ 页。 各

地设置营田务后，户部庄宅使司很可能归并入营田务，因而有营田庄宅务（或庄宅营田务）之称。
王溥：《五代会要》卷 １５《户部》，第 ２５６—２５７ 页。 按：《旧五代史》卷 １１２《太祖纪》 （第 １４８８ 页）与《资治通鉴》卷 ２９１（第

９４８８ 页）此项记载比较简略，易致误解。
《资治通鉴》卷 ２９１，广顺三年正月条，第 ９４８８ 页。



复归州县这一点来说，又有点类似于魏晋之际废民屯时的“罢农官为郡县”。① 不同的是，魏晋之际

罢民屯后，原屯田民完全同于郡县编户齐民，只承担一般百姓所承担的赋役，不再交封建地租，所以

又称为“罢屯田官以均政役”。② 周太祖废户部营田务后，原国家佃农虽然名义上得到了土地，并自

立为户，但实际上却仍与只交两税的两税户不同，仍然要交租课———封建地租。 我们知道，当时官田

曰租，民田曰税。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体现，赋税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原佃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农民，
改制后既然仍要交所营田的“元额租课”（不含牛租，牛租改制后便已废除），说明改制后原佃户并不

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手中。
那么，改制后原佃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农民是否获得对原佃土地的永佃权与处分权呢？ 我以为回

答应该是肯定的。 明清时期，确定永佃关系的租佃契约格式大体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不限年月，永
远耕作”，但不许转佃；一类是“不限年月，永远耕作”，而无“不许转佃”之类约定。 前者契式如下引：

……引进某人出赔价纹银若干。 ……佃人自用前去管业，小心耕作，亦不得卖失界至、移丘

换段之类。 ……不限年月，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接取前银，两相交付，不至留难。
……永远耕作，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不许自行转佃他人，任从业主召佃，不得

执占。
……引进某人出讨田银若干整……不得抛荒丘角，埋没界至及移丘换段。 ……永远耕作，

不限年月。 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任从召佃别布，不得留难争执。
今情愿过与某某名下永为耕户耕种，不准李姓另种另典，言明压租银三十五两正……准其

客辞主，勿许主辞客。
立安佃契……今安与佃户某某。 ……如有此情，听本衙召佃，不得阻止。 若无此情，仍凭照

常耕作，断无生端召佃之理。③

后者如以下数契：
立退帖人某，今因无银使用，将自置田业一处，坐落……其田要出退于人，请中向本家相叔

近前承顶为业，过手耕作。 当日言定，顶耕纹银八两五钱正。
立杜顶首人侄孙近仁，因有曾姓屯田三丘十亩，奈身无力耕种，凂凭中证宗族说合，杜顶与

叔祖义先名下耕种。 当日议定杜顶首纹银三十两整。 比日是身收讫，其田听先义永远耕种，再

无异说……
立退契人某，因无立封纳官租，今将祖遗官租地一亩……情愿退与王克让名下耕种，按年封

纳租银共一钱……自退之后，由置主盘窑打井，使土栽树自便……④

周太祖废户部营田务时，规定“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令充为永业，自立户名”，
从法律层面正式承认户部营田务原佃户拥有对庄田、桑土、舍宇的永久处分权。 其含义与明清给佃

户永佃权契约所说的“不限年月，永远耕种”正同，说明户部营田务改制后，原佃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农

民，虽然实际上并未获得土地的私有权（因而仍要照旧缴租课），但确实获得了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即
永佃权。⑤ 政府允诺原佃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农民将原佃土地“便令充为永业，自立户名，仍具元佃桑

土、舍宇、牛具动用实数，经县陈状，县司给与凭由”时，实际上已将原户部营田务营田，视为原佃户部

营田务营田农民的事产（但在名称上可能仍是“营田”），并未限制其转让、出租该土地的处分权。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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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晋书》卷 ３《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５５ 页。
《三国志》卷 ４《魏书·三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５３ 页。
转引自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７１—７３ 页。
转引自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８１—８２ 页。
“永佃权”这个概念出现很晚，初见于清末宣统年间制定的《大清民律（第一次草案）》第 ２ 编《特权》之“永佃权”。 参见杨国

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７５ 页。 这里是就其实际而言。



理说，原佃户部营田务营田的农民将原佃土地“充为永业，自立户名”，“县司给与凭由”后，原佃户部

营田务营田的农民就有可能转让、典当、出租该土地的权利。
后周广顺三年的废户部营田，使充原佃户永业，影响范围虽然很广，但因后周治域仅及北方，所

以南方各“国”的屯田、官庄等并不受到直接影响。 不过，后来南方各“国”的屯田官庄也相继改制，如
五代闽国的官庄屯田，福州一府在入宋后便于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被“均定二税，给帖收执”，而成为

两税户。① 这些新定的两税户拥有对原佃官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 这些官田不存在永佃权问

题。 福建其他 ７ 郡（建、剑、泉、汀、邵、漳、兴化）的官庄屯田则仍收租课：上田亩 ９ 斗，中田与上等园

地亩 ６ 斗，下田及中等园地亩 ４ ５ 斗。 此七郡原佃官田的佃户与后周户部营田务的原佃农户相似，没
有土地所有权。 这些原佃户，多数“耕田岁久，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业”，②或许实际上已

拥有永佃权，但政府似未从法律层面正式赋予他们永佃权。
宋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后，政府陆续出卖各种“系官田产”，包括那些早已许原佃户为己业、民户

数十年甚至近百年世代耕种的田土。 曾隶属唐五代户部营田务的那些营田，估计亦难幸免。 唐五代

户部营田务的原佃人之后裔如果和福建七郡原佃屯田官庄农户一样，出了地价，从而在政府簿籍上

将其“租课”均定为“两税”，那么他们就因此正式成了两税户，且其世代耕种的那些田土的土地所有

权与使用权就会再度合一。 福州的官庄屯田，既经太平兴国五年“均定二税，给帖收执”而正式成为

两税户，论理说早就有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事隔多年之后，到了宋仁宗天圣四年（１０２６），他们仍被

要求补交“田价”，那只是政府因财政需求巧立名目借机敛钱而已。
总而言之，唐、五代“一田二主”与“永佃权”实例的出现，并非纯属偶然，而有其历史背景，是其时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佃制度与契约租佃制度长足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时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
佃制度与契约租佃制度长足发展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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