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 ”的可能性 *
———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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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是近年来引起反思的问题，反思的焦点集
中在农民能否在诉苦中自主而真实地进行表达。本文指出，整体的生活贫困
及阶级化的社会苦难认知模式的确是农民响应诉苦的基础，但农民却是基于
自身的利益、立场与价值、情感认定来理解与迎合诉苦的。因此，诉苦中农民
的说话并非完全是阶级化社会苦难模版的再现，而是对这个模版的接受、利
用、改造、规避、沉默甚至抵制的多重选择。本文着重强调农民作为说话主体
对于阶级化诉苦话语空间的选择性适应，认为在这种选择性适应中，农民有
可能借诉苦来舒张自身的利益与情感价值诉求，同时又以各种策略性的应对
来回应因说话违背阶级化诉苦模版而遭到的话语空间压缩，从而使政治规训
虽显效一时，却最终失灵，诉苦也呈现出与预期相反的效用递减趋势，而它所
彰显的，实际上是阶级化社会解释模式所遭遇的最初冲击。
关键词： 土地改革 农民 诉苦 说话

一、导

论

土改及其中的诉苦，作为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的重要运动 ，已经被
革命史学定义为其政治成功的重要经验 。这种经验被归纳为让农民在
诉苦中“翻身”和说话。与之相对应，近年来兴起的反思性研究则注意
到诉苦作为思想操作和政治动员的功能性作用，并注意到这种功能呈
现出作用递减的效应。从而带出了诉苦是否真正能引出农民的话语，
即让农民享有说真话权利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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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农民是否能够说话，尤其是是否能够说真话就构成了学界如
何理解诉苦的关键。“翻身”和阶级论的支配叙事耳熟能详，而反思性
研究则集中探寻诉苦与革命叙事史的关系 ，以思考农民与革命、阶级化
叙事与农民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 。这些思考主要有三类。
其一为“政治规训 ”论。 主张者注意到诉苦中的意识形态灌输和
话语整合对农民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如程秀英 （ 1999） 把诉苦看作权
力技术的运用，认为诉苦是以抽象的阶级观念对农民自我苦难经验的
改造，农民只能按照阶级的要求发声。纪程 （ 2006） 把诉苦看作是以阶
级话语范式对诉苦者进行政治训诫与话语限制，凡是与这一规训“不
相容的个人经验都必须保持沉默 。而这些被排除于公开表达之外的经
1992） 。因此，诉苦中农民
验也在压制下逐渐丧失其真实性 ”（ 朱元鸿，
说什么，怎么说，本身就有着外在于农民经验的意识形态导引与规范 。
由此，诉苦不得不以简单和两极化的阶级语言标签去覆盖原本生活中
更加复杂的价值判断，其自主性与真实性值得怀疑。
其二为“动员工具 ”论。 即把土改及诉苦看作是革命政党为了革
命和战争而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 张鸣 （ 2003） 指出： “中国内战时期
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
段”，诉苦则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和构件 。 李里峰 （ 2007） 则
认为土改让农民“翻身 ”并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要启发农民“翻
心”。而诉苦即成为必要的民众动员技术和手段，以让农民在诉苦中
找到“翻身”的感受。所以，在“动员工具 ”论看来，诉苦中农民说话的
可能性尽管存在，但还是要受到更高一级目标选择的影响 。以此推论，
若农民的说话与革命动员的目标不一致 ，其空间就可能会受限。
其三可称为“质疑革命叙事 ”论。 主要针对革命史和革命文学叙
事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具体到诉苦，问题意识是： 那些革命史或革命文
学史诗般的叙述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韩丁的土改纪实作品《翻身 》就
1995） 。王琳（ 2004） 通过重
被德里克批评为“理想化”了土改（ 德里克，
访《苦菜花》记述的故事原地山东“观上冯家”，发现文本的叙事与田野
重访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其研究也隐含着对革命文学叙事真实性的
质疑。马丹丹（ 2010） 最近的论文也指向了土改中的诉苦文类，认为这
些文本的生产实际是真实苦难的“延异 ”，即某种改写，书写者并不能
够凭此辨识“过去”。该文批评的是诉苦文类，但又何尝不是对一种历
史叙事方式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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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可以说积累了丰富的问题意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它们
却似乎还没有将焦点对准农民能否说话以及如何说话这个理解诉苦的
核心议题，或者即使是注意到了问题，也没有做相应的实证研究。如第
一类研究，是否农民成为被改造者就完全失去了说 （ 真） 话的意愿与能
力，即需要深入分析。第二类研究则忽略了农民作为思想和话语的行
为主体在面对政治操作时可能具有的复杂反应 。近年来的口述史研究
表明，农民说话的可能性或许不在于政策及运动操作如何精细 ，而在于
农民是如何理解与适应并且利用这一操作的 。第三类研究所针对的是
革命史学和文学的叙事取向与价值，其本身尚未进入到对农民说话可
能性的探索，特定的叙事方式有无可能遮蔽农民说话的真实性 ，也需要
做进一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的确，要真正破解农民是否说话和如何说话的问题 ，在革命史叙事
和反思性研究的思路内打转都有局限 。新近的研究已经提醒革命史叙
事逻辑过于简单，动员引导与农民说话之间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 ； 而反
思性研究也因为视农民为阶级化动员的被动应承者而无法清楚地揭示
农民为何会普遍响应诉苦以及如何诉苦这一基本史实 。本文则立意于
以农民作为诉苦研究的主体，探讨他们在土改诉苦这一“解放政治 ”中
的主体角色，展开对土改诉苦中农民说话问题的再反思。 而“说话的
可能性”，即诉苦表达的真实性及其效度与限度 ，则是本文的中心。
对于农民在诉苦中说话真相的探讨 ，包含着对农民从何说话，如何
说话，说什么与不说什么等问题的思考 ，而农民从何说话，如何说话，说
什么与不说什么，又取决于农民如何处理“说 ”即“能指 ”（ signifiant） 与
其所对应的那个客观社会实在即“所指 ”（ signifie） 之间的关系。 而我
们知道，未经组织化的社会实在的本像复杂 、混沌与意义多向，所以，农
民如何“说”，将首先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复杂、混沌与意义多向的社会
实在进行组织、筛选和模式化提取。 那么，他们将如何履行这一使命？
履行这一使命的思维工具———模式化认识社会，具体到本文则指模式
化认知社会之苦的概念框架———是如何被锻造的？ 如果这一概念框架
与复杂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张力 ，农民又将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
这种处理又将反过来对模式化认知社会之苦的概念框架本身造成什么
影响？ 所有这些，都是笔者在探讨土改诉苦中农民说话的可能性这一
问题时必须要研究的。与此相关联，诉苦作为土改之后历次政治运动
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 ，其效应又是否呈梯度递减，乃至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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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 这就又不仅涉及对农民与诉苦关系的再思考，还更深层次地涉
及农民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与革命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 。
本文在均衡兼顾老区和新区土改材料的前提下，主要使用了以下
四类材料： 有关土改政策及研究的文献； 土改亲历者的记录和纪实性作
品； 近年来各地陆续发掘的土改档案 ； 口述研究。后两类含一手和二手
文献，它们均已在文中标明。总体言之，可以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国内
土改研究基本上始于 1980 年代，其偏重对土改政策的解读，而农民如
何应对运动，相关研究还较少，本文参考了我们所能找到的相关文献，
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观点。

二、苦难的经营与再造
诉苦的前提是对社会苦难的理解，不断加深的苦难让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则是中国革命正当性的理论叙说 。具体到农村，地主阶级
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是农村贫困和苦难发生的根源，则是这种叙说的具
体表达。但是，反思论也恰是从农村困苦是否因阶级分化而起 ，进而是
否足以引发阶级斗争来质疑的。 他们认为，土改工作队初入农村时所
普遍遭遇的农民不配合，说明了社会苦难是否能够被等同于阶级苦难 ，
在农民那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而将这种不同认识统一到阶级理论上
来，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改造。结论是： 诉苦的前提是对苦难的阶级化经
营与再造，并将其变为农民的社会认知模式 。应该说，这种反思不无道
理。因此，要理解农民如何在诉苦中说话，首先应该弄清中国共产党的
社会苦难再造工程与农民的苦难认知模式之间的关系 。
但凡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阶级化的社会认知模式是
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一个“舶来品”，它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一部分被输入，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信奉 ，继而成为中
国共产党理解和分析社会的基础理论。 由此出发，党对于中国社会的
结构、分层、流动及其结果，包括社会的贫困、落后和苦难等，就有一个
以阶级化视角来重新进行阐释的过程 ，落实到本文，即对社会苦难的经
营与再造。正是通过这种经营和再造，才使阶级化的社会认知模式跨
越与农民生活的隔膜，直达其政治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 ，并构成经过改
造之后的农民政治文化和群体意识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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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一过程在 1940 年代的中国农村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发
现，党对于社会苦难的经营与再造必须克服两个结构性的障碍 ，一是如
何处理作为社会分析工具的阶级理论与血缘 —地缘化的农村社会组织
网络及文化意识之间的距离与张力 ； 二是如何处理经由抗日战争奠定 ，
并在国共内战爆发前尚未完全被破坏的强调民族团结，淡化阶级分野
的统一战线与土改所要掀起的新一轮阶级革命之间的矛盾 。这既关系
到如何让农民接受并掌握阶级分析法，又关系到如何实现农民政治文
化从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向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转变 。
其实，早在 1940 年代初，为了推行减租减息，各根据地就在以诉苦
的方式发动农民，教育农民弄清自己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启发农
民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然而，此时农民的苦痛更为直接的还是出于
对战乱的体验，只强调阶级苦难未必为农民完全认同。 在民族矛盾当
前的情况下，底层即使身陷贫困，阶级学说也未必会为他们全盘接受，
可见，阶级剥削的苦难观要为农民接受 ，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从经验上看，
对于社会苦难的重新塑造恰与抗战后期民族矛盾消解和
而这无疑也就提供了将民族矛盾转换为阶级矛
国共之争重新凸显相叠合，
盾的契机。1945 年战争尘埃甫定，中国共产党在其新接手的地区开展了
大规模的“反奸诉苦”运动，成功发动起深受战争创伤的群众，让他们所
曾经历的苦难有了渲泄的渠道和对象。尽管此时党的高层囿于尚未公
①
在公开宣传中仍将其土地政策称为“减租减息”，
开破裂的统战格局，
①

抗战结束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党的公开政策仍是“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但已开始推进
阶级斗争。初时把斗争对象限定为有恶霸、汉奸名份的大地主。1946 年 4 月，毛泽东和
刘少奇在听取邓子恢汇报清算工作时指示： “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
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农”（ 《中国的土地改革》
1988： 245） 。之后在 1946 年 5 月 4
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中央高层达成启动土改的共识，并起草、下发了《中共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 ，其中特别提到发动群众斗争从地主手中
取得土地，并强调如果广大群众要求，可以适当打击富农（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
1988： 248 ） 。这说明政策已经改变。但在宣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传上，毛泽东仍然主张“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
1993： 78 － 79） 。因此，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 5 月 13
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日起草并发出《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在斗争的策略上，我们
在各地的报纸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
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
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
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
1988： 250 － 251） 。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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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作为即将公开化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的过渡性策略的一面却逐
渐展现，斗争矛头也直指汉奸和恶霸的土地。 广大农民本来就痛恨汉
奸恶霸，对他们进行斗争，瓜分其土地财产显得合情合理，这样，党对农
民进行阶级理念的灌输并以此为基础展开阶级斗争，就有了新的切
入口。
从字面上理解，“反奸 ”是党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坚持，但在实际操
作中以民族斗争来铺垫阶级斗争，以民族仇恨来激发阶级仇恨显然符
合政策转向的需要。台湾学者陈永发 （ 2006： 421） 就认为，中国共产党
在以打汉奸、打特务和打恶霸的口号掀起贫苦农民愤怒后 ，一定打铁趁
热，进而把清算斗争转移到赎地、清债和减租减息方面。而情绪激动的
民众，亦得以 突 破 原 有 的 思 维 藩 篱，不 自 觉 地 将 斗 争 转 向 阶 级 的 范
畴。① 党还在新收复地区开展“反恶霸 ”斗争，其用意也是为了激发农
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恶霸比汉奸似乎有更加清晰的“阶级 ”特征，他
们鱼肉和欺压百姓，这样，反奸反霸，诉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之苦，进而没
收和均分他们的土地财产，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响应，这在东北和华北的
新收复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可以说，中共以民族斗争方式阶级化的
再造和经营社会苦难的意识形态工程取得了成功，农民对以民族苦难
为核心的社会苦难的体验被转换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解释框架之中 ，
由此，阶级化的社会分析观逐渐畅行。
国共内战的爆发让中国共产党以民族斗争来实施阶级斗争不再必
要，阶级化的社会政策重新成为当然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转换
中，阶级化的分析和斗争矛头开始指向了一般的富裕者 ，而农民的苦难
则不仅包括抗战期间的痛苦，也囊括了更为久远，至少是同时代人生命
史中所曾经历的种种艰难。 但是，阶级化的社会分析与农民日常体验
及村庄传统伦常关系之间的张力毕竟不那么容易弥平，诉苦虽然被当
作了土改的必经程序，但研究表明，农民仍然可能面临无苦可诉的尴
尬。因为自古以来佃农向业主交租天经地义，土地及财产的积累也可
①

韩丁（ 1980： 136） 在张庄反奸清算运动中就发现群众在控诉汉奸孙神父时“离题”了，本
来应该揭发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可群众却将火力集中到教会和会道门的各种剥削上。显
在面对汉奸时，农民更容易进入阶级斗争的思维框架。而一旦由此获得实利，农民也
然，
有可能反过来以民族斗争的方式进行“阶级”清算。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发现，东北群众
往往倾向于将占有土地较多之人自动划定为某种程度的亲日分子以进行斗争（ 转引自胡
1997： 326） 。
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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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认为是勤劳致富，更不要说业佃之间还可能存在各种亲缘与恩德
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阻碍贫者对富者的仇恨生成。 更何况相
当部分农民在内战初期还存在着害怕“变天”的担忧。 因此，确如一些
反思者所言，当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阶级矛盾深化的结果 ，而是
外力输入使然。为动员底层而发动诉苦乃唤起革命之需，在新的形势
下重新建构敌人，强化关于社会苦难的阶级因由宣传 ，实属不二选择。
这样，内战时期党关于社会苦难的解释就必然被纳入不同的意义
框架，而与抗战之前的阶级政策重新对接。 在这种阶级化的解释框架
中，苦难已不再是国家和民族的，而是既能够还原为农民个体的日常体
验，又能够超越个体，进入到一个宏大社会结构坐标中的群体化体验 。
在这个意义上，苦难超越了其本来所具有的自然范畴 ，进入到一个被建
构的社会阶级理论体系之中，而贫困者生命史中所经受的种种困苦与
磨难，都可以在这一体系中寻找到答案 。因此，如果说反奸诉苦所带来
的是民族仇恨，那么，土改诉苦所带来的则是阶级仇恨 。从对苦难的民
族体验转化为特定的阶级体验，区隔出原来农村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不
易被觉察到的“阶级”分野，肢解了村庄贫富阶层本来可能是十分复杂
的关系网络，将其简化为一种贫与富的对立与仇恨。 在对这种对立和
仇恨的建构中，贫困和苦难成为阶级分化的结果 ，而对于苦难和贫困的
控诉则成了进行底层动员的基础 ，由此，诉苦便成为社会底层的“解放
政治”。
苦难还可以通过诉苦而被扩大化，成为诉苦的参与者都可以理解
和感受的普化经验。也就是说，不仅底层能够感受阶级之苦，所有参与
诉苦的人也都能在诉苦的特殊气氛中感受到阶级苦难的存在 。目睹诉
苦中那些凄苦而激愤的场面，每一个参与者都会被深深地触动 ，尤其是
那些生活相对优越、充满理想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响应党的号召
到农村参加土改，面对着浓烈的阶级苦难气氛，更是被激发出强烈的同
情心、义愤感和自我改造感，从而“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
构，把官 方 建 构 作 为 自 己 思 想 世 界 自 愿 调 整 的 一 部 分 ”（ 黄 宗 智，
2003） ，旋即生产出最初的一批诉苦文学读本，并让它们成为宣传和扩
大阶级苦难理论的特殊工具。 可以说，经由诉苦所经营和弥漫出来的
阶级意识，构成了解放区内多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所共享的新政治文
化的基础。
不过，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即使是经过不断的经营和再造，社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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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仍然有着相当的经验基础。国共内战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农村在承受
了 8 年的战争苦难后再次陷入到大规模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水
深火热既让农村承受其难以承受的物资与人力资源抽取，更让无数的
家庭破碎、亲人罹难、邻里成仇，所有这些，何尝不是人世间的至痛至
苦？ 微妙之处只是在于，从战乱之苦向阶级之苦的转换，让共产党找到
了底层社会动员的着力点； 而农村政策 （ 尤其是意识形态宣传 ） 的整体
失效，则让国民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合法性危机泥潭 ，成为被激发出来
的社会怨恨倾泄的目标。

三、农民何以“说话”
只有在上述社会苦难经营和再造的视角下，我们才能够比较全面
和客观地重新来讨论土改中农民能否说话、如何说话以及在说话中能
否真实表达自身意愿的问题。
在质疑论者看来，社会性苦难更多是源于国家与农村的冲突 ，而由
农地不均所引致的业佃关系紧张及阶级苦难并不普遍； 且阶级苦难论
还遮蔽了传统农村的道义经济和宿命观等文化因素在缓和阶级关系方
面的事实，从而简单化了苦难构成的复杂性 。因此，他们认为阶级性诉
苦与农民的日常体验之间存在张力。 然而，凭此就能够忽略阶级苦难
与农民诉苦之间的关联吗？ 或者说，是否农民意识到他们“误识 ”了苦
难就会不响应诉苦的号召？ 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确看到
农民被调动起来的巨大激情，若将这种激情仅仅视作功利主义的驱动 ，
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必须要承认，当一个社会处于生存经济的水平时 ，底层社会的苦难
就普遍存在，但这种苦难又的确不都呈现在经济冲突中 ，它是多元复合
因素的产物，其中，生存困境、自然灾害、匪患和战乱等都可以成为苦难
的现实基础。而且，苦难不仅存在于事实层面，更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
知结构中。所以，当我们重新来理解共产革命在农村获得影响的原因 ，
其联系机理就未必一定是阶级苦难是否真实，而是革命让农民确立了
一种什么样的苦难认知模式。
诉苦的核心在于让农民理解苦难与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联系，正
是因为这一点，质疑者认为诉苦者被赋予了一种虚幻的“历史意识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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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化认知社会的框架，但是，他们忽略了农民对这种“历史意识 ”与
模式化框架存在天然潜在认同的可能。 也即是说，无论我们从理论上
如何评价阶级理论，但对于身处底层者而言，“阶级苦难 ”论确为其提
供了一种关于贫困的新解释以及转变命运的机会。 故相信阶级理论，
投身诉苦，或可成为穷人的“解放政治”。因此，在诉苦中被塑造的“过
去”是否真实，其实就不完全构成理解农民行动的前提，农民愿意相信
苦难原因的阶级化解释，并以此去迎接命运转变才是其行动的真正心
理基础。有此认识，再来理解农民在诉苦中如何说话才可能更加接近
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诉苦动因的“阶级启发”论和“政治规训 ”论
解释就各有弱点，前者因为与经验的张力而愈益受疑 ，而后者则简单地
将农民视作受政治文化权力支配的傀儡，忽视了他们作为行动主体从
自身的文化认知、情感表达和利益需求出发对诉苦的迎合与改造。 所
以，重新理解农民在诉苦中如何说话 ，就必须要弄明白农民究竟是如何
理解、迎合和改造阶级苦难理论的，只有梳理清楚了它们的关系，我们
才既能够较好地理解农民对于诉苦的响应，又能够解释这种响应与阶
级理论的表达性建构之间所存在的张力 。
（ 一） 迫于生存困境，以诉苦来“逐利”
对于农民诉苦的动机，或许没有比改变自身生存困境更加接近真
实的答案了。因此，通过诉苦来指认剥削，也多带有改善生存困境的原
始动机。既有 研 究 显 示，农 民 对 阶 级 与 剥 削 的 认 识 多 来 自“算 剥 削
账”。一旦农民通过“算账”理解了“剥削”，出于本能，即会要求地富进
行补偿。这在减租时期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 此时，农民往往倾向于
10 年多交租不过百
提高补偿的要价。山东莒南一佃户租地 3 亩 4 分，
余斤，值百元，却索要 364 元，按当时地价值 3 亩多地； 雇农在要求地主
补工价时也抬高价码，听过几天差的，要 1200 元； 烧过大烟的，要 6 亩
地； 被打了一耳光的，要 100 元 （ 张学强，2006： 101） 。 其实，农民索要
过多的问题在各地都较为普遍，而地主被讨要过多无法支付时，就只能
拿土地抵偿。
农民对算剥削账有很大的劲头，每每是“按辈算，按年算，按季算，
甚至按天算，早在土改运动序幕阶段，晋察冀地区的一些地方‘算老
2003） 。 可见，改善生存状况的冲动
账’就有算到乾隆年间的 ”（ 张鸣，
对诉苦的驱动力有多大。而当地主无力再用土地来支付农民的补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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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时，农民便把目标转向了他们的财产 。土改中，无论老区还是新区都
出现了“挖浮财”、“捞油水 ”之风，诉苦成了逼供和讨要钱财的一种方
式。长白山地区土改干部的日记记载，群众为了讲理要东西，早有准
备，对斗争对象先轻打，后致死，每隔四五个人讲理后，拉下台去打一
2008） 。
通，以后追要东西，又是接二连三的暴打（ 白若莉，
以诉苦来“逐利”的行为还可以举出一些： 陕北杨家沟 1948 年斗
争地主马 X，村民刘本固为了“掏元宝”、“挖地财 ”，一口气提了 72 条
意见 （ 郭于华、孙立平，2002； 李放春，2008） 。 韩丁笔下张庄的王老太
在斗争干部大会上讨要财物的劲头也让人印象深刻 ： ①“‘两三件衣服？
这不够！ ’她 哼 着 鼻 子 说，一 心 要 继 续 进 行 战 斗。”群 众 老 堆 金 不 同
意———“我们要的不是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要他承认错误，讲真话 ”。
王老太狠狠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谁能把检讨当饭吃 ”（ 韩丁，1980：
393） 。而山东莒南何崖头村的一些积极分子想得东西，则不管斗谁都
2006： 262） 。
提意见（ 张学强，
（ 二） 情感渲泄的特殊方式
获取斗争果实还不能解释贫困者诉苦的全部动机，诉苦还牵涉到
他们的情感表达，它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让诉苦的参与者在情感的极
度舒张中找到“翻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一经由斗争大会所营造的强
烈剧场效应发酵，便会转化为底层群体的集体性情感表达———向昔日
村庄优势权力与文化秩序挑战，并以此实现群体性 的 心 理“翻 身 ”。
“先前地主把我们压在泥巴里，今天我们要把地主踩到灰里去 ……”②
“你这个坏蛋，你过去依靠封建势力压迫剥削我们的时候过去了，今天
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世界了。”诉苦者指着毛主席像对斗争对象说： “你
看这是什么人在这里。”③ 这些口头和肢体语言，可以说非常典型地道
出了“翻身”的感受。
不过，诉苦也并非只是为了找到与昔日优势者的平等感 ，它更是为
在老区的土改中，斗争地主有时会与整干整党交叉重叠，村民认为干部利用权势获取利
益，所以也以斗地主的方式要干部交出财物。
穷人的血泪流不完———2 月 13 日擂鼓乡贫雇农代表会诉苦记》，醴
② 《穷人的苦水吐不尽，
2010： 45） 。
陵档案： 4—2—37（ 转引自彭正德，
1951 年 1 月 25 日，《苏南土改情况》第 20 期，无锡市档案馆
③ 苏南行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2009： 168） 。
藏（ 转引自张一平，
①

155

社会学研究

2012． 6

了证明平等的丧失并非因为命运与能力，阶级观的输入让贫困者接受
了社会不公与富裕有罪的理论，所以，经由诉苦所建构起来的翻身感就
会连带着形成昔日弱者对强者的仇视。 虽然在生活中他们或为邻里、
或带亲缘，有着多重复杂的关联，但是在那个激情亢奋的聚会场合，诉
苦仪式无疑会催生出真正的社会分裂和仇恨，从而让翻身者实施对昔
日优势者的报复。张庄农民师福元控诉他的表兄弟郭春旺： “闹荒那
年，我哥给你家扛活，我们都挨着饿，没什么吃的，可你连管也不管。跟
你借过几回粮食都没借成，你眼瞅着我们饿着，没一点同情 ”。 而翻身
的兴奋感也激励张庄“平时胆小得连人脸都不敢正眼看 ”的李茂媳妇
控诉地主申金河： “有一回我到你地里拾麦穗，叫你连打带骂撵走了。
你凭什么 打 我 骂 我？ 凭 什 么 把 我 拾 的 麦 穗 抢 走 ”（ 韩 丁，1980： 150、
153） 。有时候控诉者更是“恨得（ 面孔 ） 发白”： “陈仲康你这个吃人不
吐骨头的老虎 …… 我爷死，没钱买棺材，我娘还送鸡送蛋求二房 （ 地
主） 讨点树皮你都不许，今朝和你算总账！ ”① 其实，如果把这些控诉还
原到生活中，我们也还看不出被诉对象是多么作恶多端 ，顶多也就是日
常所说的自私、吝啬及缺少同情心，但是在诉苦这样的特定情境中，它
却真的激起了控诉者的怒火，并且任其恣意渲泄。在这种渲泄中，农民
完成了翻身的心理仪式： “你那个时候是刘么大爷，我们穷人敢惹你
吗？ 今天我就要把你的么大爷取消了。”“老子今天不要钞了！ 就要骑
1991）
在你这老杂种肩头上耍一下！ ”（ 沙汀，
语言和身体暴力则是寻求复仇快感，建构翻身心态的最为极致的
表达。在各类土改文献中，我们都能见到诉苦大会上由诉而转入打杀
的情景。尽管大量的档案显示农民所诉之苦在贫困和动乱年代里多属
稀松平常之事，但农民对艰辛日子的感受一旦被聚合 ，且被赋予指向性
的解释，就极易诱发出他们对昔日优势者的强大憎恨 ，并形成针对斗争
对象的语言和身体暴力。 于是，暴力甚至率性杀戮就几乎成为诉苦中
集体性情感渲泄洪流的最后结果 。
（ 三） 以道德审判代替阶级分析
其实，农民的“阶级意识 ”更近似于具有道德审判意义的村庄“集
①

1951 年 2 月 17 日，《苏南土改情况》第 28 期，无锡市档案馆
苏南行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2009： 167） 。
藏（ 转引自张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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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这种意识，那就将被视为犯罪。 因此，
斗争对象既往对贫苦农民的侵犯以及各类不为乡村道德所容的行为乃
至人际冲突，在经过阶级理论包装，而实则受村庄道德观念支配的集体
意识的裁判下，都变得不再被容忍。
四川华阳县石板滩陈荣一家 5 口人，有地 50 － 60 亩，并非大地主，
但是一家人“抓拿骗吃，无所不为”，大儿子时常明抢暗偷，二儿子是个
流氓。斗争大会上，村民廖曾氏就特别提到一次自家兄弟到陈家做工 ，
被陈家儿子骗去打牌，输了工钱，还被勒索了两斗米，害得自家年三十
夜打架的事情。因陈家人民怨极大，陈荣及两个儿子都被处死 （ 沙汀，
1991） 。我们发现，所谓经济上的剥削显然不及乡村的恶行对农民的
伤害严重，而后者明显就是指向道德范畴的 。
朴素道德观为农民离析出泾渭分明 、非好即坏的外部世界，而与斗
争对象之间的道德分立，又切合了阶级对立所表征的极端简化的二元
道德意涵。因此，许多时候农民的诉苦都超出阶级范畴 ，进入了道德的
领域。那些基层干部本不是革命对象，但是在与土改交叉进行的整党
运动（ 如老区 ） 中，一些有谋利行为和行事霸道的干部也成了斗争靶
子。十里店的原干部王克斌，因为收受地主财物，利用职务谋利，诬陷
他人，结果被群众控诉 （ 柯鲁克、柯鲁克，1982： 152 － 164） 。 陕北杨家
沟群众对斗争本村地主不热切，却对行事不公的干部很痛恨，要求“先
斗干部再斗地主”，甚至还发生了斗争地主马醒民温和收场，群众转而
2009） 。一些地方的农民诉干部压迫苦
控诉干部贪污的情况（ 李放春，
之激愤，并不亚于诉地富剥削之苦。 沙河新城诉苦大会中一些群众说
到干部的压迫时放声大哭，甚至有表示“破出死也要倒出自己的苦水
来”的（ 《沙河新城工作队摸得初步经验》，《人民日报 》1948 年 3 月 13
日） 。农民用阶级话语表达了对村庄特权者的不满 。
对不平等的不容还暗含着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欺凌行径的谴责。
河南安阳某村妇女金花控诉公公“你忘了五年来你们是怎样虐待我的
吗？ 我娘生病那一次，你们逼我在院子里跪了半天，难道你忘了吗？”
“你们吃白面馍馍，让我吃糠咽菜！ ”金花的控诉引发了村民的极大同
1980： 219 － 220） 。 四川石板滩
情与激愤，纷纷要公公“认罪”（ 贝尔登，
一个少年控诉他背柴撞了地主而挨骂 ，群众也十分气愤，“狗日的是个
野物！ ———打！ ———打！ ———打 ……”（ 沙汀，1991 ） 此外，乡村中的
流氓痞子也成了群众控诉的对象，这也揭示出阶级苦难话语被农民的
157

社会学研究

2012． 6

日常道德观念所借用。
诉苦所集聚的舆论力量甚至会脱离苦难本身的范畴 ，进入到家庭、
婚姻与性道德领域。一些人被指控只是因为他们私生活有问题或人际
关系不好。沙汀的日记就提到石板滩守法地主廖吴氏因为男女关系混
乱而被她收养的少年控诉，“我冤枉你？ 前年看夜戏，你又勾引史文明
1991） 。莒南县
跟你睡！ 以后经常来，睡过后你又叫我跟你睡 ”（ 沙汀，
胡家岭村主任因为男女关系挨斗，结果让一群妇女用剪子插死 （ 张学
2006： 252） 。 十里店斗争傅高林的群众关心的也是他的私生活。
强，
傅喜新厌旧，拆散别人家庭，使得那位丈夫出走并客死他乡。群众为之
愤慨，一些人甚至要求傅与妻子分居，而与已经嫁人并生了两个孩子的
1982： 165、
166、
168） 。 性、婚姻、人品、名声
前妻复婚（ 柯鲁克、柯鲁克，
和关系等，本来就是农民进行道德判断的标准 ，只不过在新的话语体系
下，它们又被等同于阶级品性，作了阶级化的对待。
（ 四） 以个人、宗派和家族恩怨搭革命便车
农民还利用诉苦或报个人恩怨，或进行宗派 （ 族 ） 斗争。 川东达州
双河口村的保长刘伦就是因为喝酒 、打牌、游手好闲而得罪了一些与他
具有同样 品 行 的 贫 农，最 后 被 诉 以 恶 霸 地 主 而 遭 镇 压 （ 吴 毅，2002：
81） 。西南柳坪村的前甲长牟之叶曾与前保长孙玉林为争女人闹矛
盾，被孙撤职，牟之叶趁反霸斗争纠结人控诉孙“奸淫霸道，好一点的
妇女，他就看得，就不放过”。其实，孙除了作风问题并没有多大恶迹，
他所在的下保人还认为他是好人 ，但孙还是被定为恶霸镇压了 （ 应星，
2009： 14 － 21） 。临泉马庄老村长马远槐因为工作中得罪人而在反霸
中遭杀身之祸的例子也很典型。马曾在执行村庄防务时斥责马真父子
不出力，乱放枪； 村民魏平杀死邻村蔡老庄的人出逃，蔡家人找魏母麻
烦，马远槐出面调解，也让蔡家人怀恨。反霸时蔡家人声泪俱下地控诉
马远槐“包庇杀人犯 ”，马真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最终把马远槐送上了
2011） 。①
断头台（ 满永，
村庄内部宗派之间的争斗在诉苦中也较常见 。上述孙玉林案例其
实还不就是私人恩怨那么简单，其中还掺杂进柳坪村此前所属第八保
上下保人的矛盾。 据 村 民 回 忆，“保 孙 的 就 是 下 半 截 （ 下 保 ） 占 大 多
①

在此特别感谢满永先生以邮件方式为笔者提供的调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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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保人则想通过斗倒孙来削弱上保人的势力，下保人不服，村民
江国秀等一群女人还在诉苦会上打了牟之叶的耳光。 可见，诉苦已然
2009： 14 － 21） 。
成为宗派斗争的工具（ 应星，
诉苦还可能夹杂着家族私怨。莒南李村在土改大复查时上演了处
死 5 名地富的大戏，但斗争会上的诉苦似乎并没有给村民留下太深印
象，不过是事先经过训练的积极分子上台按照规定动作进行 。所以，满
永认为“并不贴近李村人的真实生活，很可能无法产生有效的共鸣 ”。
原来，被斗之人统统是李日照及其 6 个弟弟组成的“七大家 ”。 他们的
被斗与之前的“反特复查”有关，当时李日照的三儿子为了让李家有问
题的人躲过风头，笼络了工作队，将斗争对准了一些前任贫雇农干部、
好吃懒做或有不良嗜好者，可是在之后的土改大复查中，这些人又翻了
2006） 。① 陕北杨家沟斗争马家
上来，对“七大家”进行血腥报复（ 满永，
地主的例子也很典型。马家是大户，周边各村村民多与其有租佃关系 ，
为了躲避战乱，马家曾请国民党一个连入寨子联防 ，一些异姓村民曾被
当作红军拷打或处死。1947 年斗争地主马醒民时，马姓贫雇农不投
入，诉苦多成了外姓人的专利 （ 刘衡、钱夫，1947； 李放春，2008） ，阶级
斗争俨然成了家族斗争，而群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黄荣华在
对新洲土改的研究中就提到，当万福村黄小湾群众斗了杨家庄恶霸杨
大 × 后，杨家庄群众就说： “你湾像我湾这样的恶霸也有，我们也要斗 ”
（ 黄荣华，
2006： 31） 。
可见，当乡村社会遭遇到基本政治秩序的大翻转时 ，那些传统的好
勇斗狠、私心、残忍、私人及家族（ 宗派） 矛盾的冤怨相报等行为也被召
唤出来，村落中人“运用新政治规则所赋予的权利，将阶级斗争异化为
解决村内和族内个人恩怨的工具 ”，大转折时期的村庄政治因此成为
2002： 82） 。
了宏观政治与个人恩怨搓揉叠合的产物 （ 吴毅，
（ 五） 认识迷糊，诉苦“走型”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因为搞不清楚苦为何物或者认识迷糊而乱诉一
气或者为诉而诉，闹出笑话，悲剧当喜剧演的情况。如此时期解放军中
①

其实七大家中除老大李日照生活还算可以之外，其他都算不上富户。在划成份时，李日
照被划成村里惟一的地主，其他六家也被划成富农。可七大家外被划成富农的村民却没
有在复查中被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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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就有战士将偷地主庄稼、在中央军开过小差、当土匪时抢过老财
等事当苦水吐； ①有雇工把自己曾要求雇主提高工价看作“剥削 ”； ② 有
人将本村人修房只雇外村人看作剥削 ，认为是打“小算盘”，“外村人吃
上能落堆粪”———“穷人的屁眼也还要受‘剥削 ’哩 ”（ 王子野、布克，
1947） 。潞城张庄的几个雇工甚至控诉“地主家的媳妇闺女黑夜用肉
体勾引 他 们，来 换 取 他 们 白 天 起 早 贪 黑 狠 劳 动 ”的“痛 苦 ”（ 柳 村，
1947） 。韩丁还记述了张庄铁匠张还朝手艺差要价高，雇过他做事的
人也因此认为受了“剥削 ”； 王老汉在搭上富农寡妇王凤之后，把家里
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有人也认为她这是“剥削 ”王老汉 （ 韩丁，1980：
320 － 322） 。
对于这些“差池 ”，工作队颇为无奈。 在冀东一次土改会议上，有
干部就提到： 有的人以苦为荣，爱讲个人英雄传，但讲来讲去还是认命；
有的非有工作团在场才诉，还喊“同志给我记上 ”！ 还有两口子诉苦，
男哭女不哭，两人回家就打起架来，“有工作团在这里，诉苦你不哭，让
工作团看着好像咱们没有苦”； ③有人诉苦不伤心，诉完后还“轻浮的笑
1989： 376） ； 有的人干脆要求不要让他去开会。④ 广
了一笑”（ 阳翰笙，
东新兴县的一次诉苦会上，问群众有没有被地主霸田，群众说没有，被
问急了反说“工作同志迫苦我 ”。⑤ 山西晋城马坪头村长工李海水认
为地主不错，还为他娶媳妇，一番争论后，李“恍然大悟 ”： 人家不是为
他娶媳妇，而是要用个老妈子和做饭的！ 同时也拿这栓住他，让他死心
受一辈子！ （ 《一个诉苦大会———太岳通讯》，《人民日报 》1946 年 6 月
5 日）
如此迷糊的认识自然会导致诉苦走型。 于是，我们看到在阳翰笙
的日记中就提及在广西柳城县六休屯的诉苦会上 ，有打瞌睡的、有吃红
薯的、有发笑的、有叽叽喳喳插科打诨的。 在斗争地主杨朝达时，杨自
①
②
③
④
⑤

1947，《怎样开展诉苦运动》，河北档案，
583 － 1 － 29 － 2（ 转引自李
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2007） 。
里峰，
《关于诉苦运动群众思想发动问题记录》，
1947 年 6 月 3 日，河北邯郸市档案馆藏（ 转引
2010） 。
自李放春，
《冀东土地会议汇报》，
1947，出自中共归远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 年所编《归远党
1999： 71） 。
史资料第三辑（ 1945 － 1949） 》第 319 － 324 页（ 转引自李康，
《醴陵第二 期 土 改 初 步 总 结 草 案》，1952，醴 陵 县 档 案 馆 档 案： 4-2-45 （ 转 引 自 陈 益 元，
2006： 146） 。
《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汇报》，
1951，广东省湛江市档案馆藏，
3 － 2 － 1 （ 转引自莫宏
2010： 159） 。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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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劳动地主”，有人就发笑，引得杨本人也笑，甚至还有群众亲密地唤
1989： 401、
411、
412） ，诉苦没有效果。 广西柳城
他“朝达兄”（ 阳翰笙，
县山脚乡地主杨福相被斗时主动认罪 ，又是痛骂自己，又是给群众下跪
请求 宽 大，结 果 群 众 心 软，连 积 极 分 子 也 斗 不 下 去 （ 阳 翰 笙，1989：
385） 。杨家沟一刘姓村民在被动员诉地主马醒民之苦时甚至说起了
马的恩情，“人家杀我来来，马醒民把我救下，不让杀 …… 这我这阵儿
2008）
能斗争了？ 那还有恩不补以仇报了？”（ 李放春，
此种分类性的列举还可以继续。尽管土改已经过去了 60 年，当年
的土改档案也因为种种原因不太可能保留太多不符合阶级斗争标准的
材料，但是，在农民觉悟需要启发的模式下，一些反映农民原生态立场
的材料还是零零星星，但却幸运地留存下来，而今天的土改口述研究则
又在不断充实并且印证着它们，让研究者终于有可能去掉历史的浮尘 ，
还原诉苦的真实情态。这种真实情态向人们表明，农民实际上是以自
己的利益立场与价值判定来迎合、理解、接受并进行诉苦的，他们既非
一经宣传便认同了阶级化认知社会的立场，也非权力话语模式支配的
“提线木偶”，他们或多或少会对自上而下的阶级诉苦模式进行改造和
利用，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解。而正是在这种改造和利用中，诉苦从形式
到内容也就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从外在到内在的变化。 从有形和外
在的角度看，诉苦为农民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让底层和边缘者发声，让
他们倾诉情感，但是农民的发声与倾诉仍然带有其固有而鲜明的底层
立场、民粹色彩、乡村道德特性甚至个人及家族诉求，它们远达不到新
政治的要求，并使其不得不反过来适应，甚至迎合农民，从而使理想型
的阶级诉苦模式异化出诸如谋利、发泄、报复、权斗、说谎，以及各种戏
剧众生相，而革命的宏大目标也就在这一系列琐屑的异化中变形。 从
无形和内在的角度看，诉苦在改变传统农民“各安天命 ”的秩序观及以
“和”与“仁”为核心的文化伦常的同时，也将撕裂村庄阶层、家际与人
际秩序的暴力型文化与价值伦常输入 ，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超越村庄
的革命型文化秩序。尽管其并未能真正摧毁和替代传统村落文化价值
的核心结构，以至于在由革命向改革的进程开始后便迅速消解 ，但是它
调动起了底层社会的暴烈之气，并以自上而下的强力重组与规范农民
的言行。由此，农民被编排进精神文化大一统的“规划性变迁 ”中，这
种“规划性变迁”在土改及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极大地影响着
农民的思想和说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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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愿降低与诉苦“失语”
作为行为主体，农民在诉苦中对自上而下的诉苦模式的确做了各
种“创造性”的发挥和转换，正是这些发挥和转换让这一模式不得不反
过来“适应”村庄“现实 ”，而传统的革命史诉苦叙事显然没有，也无法
展现这一点。“政治规训”论和“动员工具 ”论虽然指出了政治权力的
意图，但由于过于强调权力对于诉苦过程的支配性影响 ，自然也就看不
到“下意”对“上意”的主体性选择与改造。就此而言，强调农民对于诉
苦的选择性影响便是本文的一大目的 。但是，仅此还不够，选择性影响
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动性选择和被动性选择，如果说农民从自身的
文化认知、情感表达和利益需求出发对诉苦的迎合与改造是一种主动
选择的话，那么，面对愈益强大的压力，他们“审时度势 ”地选择消极跟
从甚或“沉默”不语，则可以视作被动选择。 诉苦既然作为 “强制性社
会变迁”的有机构成，其自是有所期待与要求，所以，当理念与现实，包
括农民的想法存在张力时，究竟是理念向现实妥协，还是现实被理念裹
挟，乃至于农民在诉苦中到底有多大的“发挥 ”空间，就应该进一步追
问。此时，探讨农民在诉苦中的被动性选择 ，即能更加全面地展示和分
析农民的“说话”特性。
诉苦的过程的确同时是一个对农民的思想进行改造和规训的过
程，在这种改造和规训中，既有着主导性话语的引导，也有着对诉苦本
身的规范和限制，而一旦进入后者，就会极大地压缩农民的说话空间，
即以标准化诉苦模版为表征的阶级化社会认知模式会构成对农民真实
表达复杂生活经验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何适应，又如何应
对，都会是一个问题。近年来重新发现的材料已经揭示 ，诉苦中农民也
有不愿说话、不敢说话、不得不说话甚至是不得不说假话的情况 。尽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这一类材料从总量上还不多，田野和口述发现
也还处在零散和个案状态，但是它们仍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反思
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高强度的政治动员是否能够持续保持农民
诉苦的积极性，以至于不会出现诉苦意愿的降低 ； 二是当诉苦话语以一
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风暴进入农民的头脑时，农民有无选择不接受和不
认同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说明无论诉苦存在多少建构性 ，它
仍然基本上能够反映说话者的意愿 ，或者多少符合说话者的利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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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则说明诉苦无论具有多少合理的理由 ，它仍然可能包含
了对说话者意志的强制，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还能否代表和反映说话者
的意愿，话语是否还真实可信，即是否存在着基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
“失语”状态，就都是可以存疑的问题。
其实，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诉苦动员绩效消减的情况。 在不少材
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诉苦高潮过后农民说话意愿降低的情况 。
在韩丁所记述的山西张庄，曾经热火朝天的反奸清算运动在 1946
年夏秋之际响应“五四指示 ”时就遇到了挫折，因为“农会在张庄已经
找不到新的重要财源，查三代也再也找不出剥削户来，贫农积极分子普
遍感到失望，渐渐停止了斗争”。 而之前在控诉清算了汉奸郭德有、孙
神父、地主郭春旺、申金河等人之后，即有“越来越多的中农，甚至还有
不少贫农，对继续斗争都感到了厌倦 ”。 有人就对开斗争会满腹牢骚：
“他娘的 X！ 又开会！ 还有完没完”！ “这何苦来？ 东西已经挖光，油
水也榨干了”。许多人觉得把精力花在生产比开群众大会、搞审问得
1980： 235、
252 － 253） 。
到的好处更大（ 韩丁，
当诉苦不再能给农民带来生活境遇的改善时，诉苦不积极就很正
常了。河北蒹庄在土改复查时期的诉苦动员中，群众就“感觉已斗争
彻底了，没啥东西了，过去斗争那样多的东西，还没翻透身，再斗也翻不
了身”，因此多不愿说话。① 湖南清安乡群众对土改工作队发起的诉苦
很厌恶，即使是“根子”（ 积极分子） ，有的在诉了七八次后也不想诉了，
这些农民诉苦都是为了分田，在分田之后他们自然就失去了对诉苦的
“兴趣”。② 湖南湘潭县土改复查期一些地方的农民对诉苦也有厌倦情
绪，曾经的“根子”胡茂林之妻在诉苦会上就说“现家伙冒得味 （ 说来说
去还是过去那些东西 ） ”，表示再也不参加了； 一干部也很困惑： “诉苦
有什么益处，还不是老一套吗 ”； 石门乡一贫农表示： “我参加会是要
得，就是怕工作同志的盘问”； 个别贫农厌烦诉苦，甚至对干部表示“挖
2008： 24 － 25） 。 这些案例说明，
苦根也是空的，越挖越垮台”（ 龙妙求，
农民已经对诉苦产生了应付的情绪 。
农民甚至还有可能在行为上不配合。 比如张庄复查时期，工作队
1947 年 7 月，《复查中的诉苦问题》，河北档案，
33 － 1 － 77 － 27（ 转引自李里
冀南三地委，
2007） 。
峰，
1950，醴 陵 县 档 案 馆 档 案： 4 － 2 － 18 （ 转 引 自 陈 益 元，2006：
② 《清安乡土改 工 作 总 结》，
146）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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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用村民对干部的怨气再次成功发动群众起来倾诉了动荡 3 年中
的不满，但是当群众发现被控诉的干部王雨来等人并没有受到严惩 ，便
普遍感到失望，在村里再组织新一轮斗争动员时，“很多人没有到会，
到会的人也很快就溜走了”，之后村干部调查才发现是村民认为“说话
1980： 408、
496） 。
没有用”，“不如埋头干活，谁愿意开会谁去开”（ 韩丁，
河北蒹庄土改复查动员难以打开局面 ，经调查发现，是因为群众对之前
没收的一百多万元果实未分而不满，“过去果实得不到手，再诉苦斗争
顶啥事，苦在嘴边搁着哩，分了果实就能诉”。①
诉苦的意愿降低其实十分正常，革命者力图通过诉苦让农民摆脱
苦难，获得翻身，但社会苦难本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 ，原因复杂，又怎
是仅仅通过诉苦就可以完全去除的呢？ 况且，在以血缘和地缘为特征
的乡村人际结构中，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可能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若非有怨，谁又愿意拼死去撕破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呢 ？ 所
以，即使诉苦的确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体验与行为驱动 ，强度也不可能
始终保持。更何况翻身除了心理体验之外，更需要实在的物质支撑。
而说到后者，其实非常微弱，因为平均主义的分田分地除了能将富者分
贫，并不能将贫者分富，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中国愈益突出
的人多地少的结构性压力下，土改更不可能让农民摆脱苦境。因此，在
经历了强烈却未必能持续的翻身感受后 ，农民仍然得回到现实，面对日
常的生活窘困以及各种底层生活不可避免的苦境，而所有这些常态性
的苦都会让诉苦的激情难以长期维系。 面对作为生活与“苦难 ”一体
两面的“日子”，绝大多数农民会更习惯于选择辛勤劳作，而非参加斗
争。事实上，新生活所带来的政治激情也更多是激励了农民去从事生
产，而不是去继续参与村庄的革命，所以，新老区在土改后期都普遍出
现了农民和干部“只顾生产不问政事 ”的“松气 ”，这即是著名的“李四
喜现象”。农民逐渐清楚“翻身 ”并不能让其摆脱贫困，只有辛勤劳作
才能改变生活，这样，诉苦就显得再也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 因此，即
使农民真的接受了关于苦难的阶级化解释，也不等于说他们会把摆脱
困苦的希望押到诉苦上，从激愤的斗争回复到平静的日子其实是迟早
的事情。在这种回复中，从积极表达到不积极表达或不表达也即是农
①

1947 年 7 月，《复查中的诉苦问题》，河北档案，
33 － 1 － 77 － 27（ 转引自李里
冀南三地委，
2007） 。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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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一种理性反应。
这显然与党的要求不一致，为了教育“目光短浅 ”的农民，上级工
作队会选择让他们不断重温阶级苦难。 因而在土改各阶段的动员中，
诉苦往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程序 。当一种本来是需要主体体验与认同
才能显示效度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刚性的仪式要求时，强制性便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而一旦诉苦异化为强制性的运动，它便会反过来作用
于说话者本人，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适应与跟从，由此，苦便不再是内心
的心理和文化建构，而可能是外在的权力施加，是阶级化社会认知模式
对复杂乡村生活的覆盖。由此，诉苦对于诉苦者的强制便会降临 ，而种
种的不适应也都会是对强制的情境性反应。 于是，作为规避风险的被
动性选择，有些人可能选择不再说话，有些人则不敢说话，即以“沉默 ”
显示态度； 还有的人则不得不说话，被动跟从，为避祸而不自主地表达；
当然，也有因压力或利益考虑而选择说假话者 ，而此时的表达已经成为
权力的代言，与真实苦难无关。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是意愿降低的问
题，而是面对权力施加时的“失声 ”。 由此，农民实际上被外力裹挟进
这场不以其自身意志为转移的运动 ，而正是透过运动中的种种不自主 ，
我们更能看到农民自由意志的归属 。
不少农民成为了诉苦政治的“沉默者 ”和“失声者 ”。 柯鲁克夫妇
在对河北十里店的考察中发现，在一些超过限度、纯粹是发泄私怨的诉
苦大会上，人们不作声，即使“知道有些控诉是假的，也很少人敢揭露
那些泄私愤的报私怨的人。 他们害怕挑起事端，惹祸上身，对自己不
2007： 181） 。山西晋中寿阳县一份针对群众思想
利”（ 柯鲁克、柯鲁克，
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农民由于“不去不行 ”，就抱着“开会顶数 ”的态
度，在斗争大会上不提意见，只举手喊口号，不敢看别人，一见吊打的场
面就怕，发抖； 村民李今喜、贾旺德说： “这年头可怕啦！ 千万不要说错
话，
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① 山西偏关县关河口村的农民回忆，当
时一些积极分子撒谎的事情“村里人都知道，但是在斗争的时候因为
政府拿它说事，大家虽然明知道错了，也不敢纠正，不敢说话 ”（ 吕轶
2010： 24） 。
芳，
一般怯懦的农民对于过于激化的斗争不愿参与，更不用说激烈的
控诉。在苏南土改档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江阴县一个区的区长
1947，山西省档案馆藏（ 转引自李放春，
2010） 。
① 《寿阳县土地改革典型村考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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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棍子，在万人大会上动员群众打斗争对象，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
苦。高淳县东埃乡一老太婆准备参与控诉，但到会场后看到地主被打
得可怜，没有诉苦就跑回去了。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 ，
80 多到会群众中吓走 60 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
当她被灌凉水时，
极分子。面对过于极端的斗争，群众反而可能同情斗争对象。 丹徒县
九吕乡斗争会上，就有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
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逼其跪在石头上，就流泪，
有的还拔腿就跑。① 其实，这样的情况何尝又不是其他地区土改激斗
中农民的正常反应，毕竟绝大多数农民有着一般正常人所具有的伦理
和情感标准，如果诉苦斗争过于偏离这些标准 ，哪怕它们为革命的光环
所包装，也未必能为他们接受，他们固然不敢公开表达否定，但沉默不
语却成为了保持自身伦理与情感底线的选择 。
于是，由主动参与到被动顺从便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 面
对政治高压，人们只能服从才能免受牵连，而这种服从又恰好可以减少
农民的认知与革命车轮碾压之间的摩擦，让工作队制造出一个集体发
声的模版。当事者即使多年以后，也清楚地记得这一模版是如何被制
造的。
山东省临沭县黄屯村老人董世林 、孙文耀回忆： “土改时候的诉
苦，都是八路军②的工作队安排好的”； “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
遍，有的诉的实在不像个样 （ 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 ） ，就直接
2006） 。山西省原平市
给弄下去了，不让他（ 她） 诉了。不合格”（ 纪程，
南旺村村民邢米贵也提到当时村里开斗争会“就不让人说话，被斗的
不让说话，一说话就打。旁人也不能说，你要说个那个人不错，马上就
2007） 。山西偏关县关河口
说你是有意包庇，不叫你上会了 ”（ 鲁顺民，
村甚至利用乡村舆论来逼迫不愿诉苦的人 ，规定“谁不说话，众人就来
向谁嘲笑一顿”，致使一些人被迫“诉苦 ”（ 龙妙求，2008： 19） 。 安徽李
村的村民不愿斗自己的族人和乡邻 ，在工作组的压力下，村民只好以演
以上材料都转引自莫宏伟（ 2006） ，具体如下：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
检查队，《土地改革检查队工作会议》，江苏省档案馆 藏 档，全 宗号 3006，短期，案 卷号
271； 苏南土地改革检查队，《关于发动群众斗争的材料摘录》，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
号 3006，短期，案卷号 271； 中共江宁县委，《江宁县土改运动情况报告（ 1951 年 1 月 25
日） 》，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藏档，全宗号 301，目录号 25，案卷号 3。
② 这些农民可能混淆了“八路军”与“解放军”之间的区别。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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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92） 。 对于许多不能
戏的方式装作控诉地主，以保全自己 （ 韩敏，
按照要求进行诉苦的农民，工作队甚至还采取了帮办乃至强迫的方式 。
于是，在公开表达上，农民始终被要求与斗争对象“在‘压迫—复
仇’阶级情绪之外的个人感情、友谊或道德操守等个人经验保持沉默 ”
（ 朱元鸿，
1992） 。如是，诉苦中农民作为行为主体无论具有多少的“创
”
，
造性 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监控和规范。 这样，作为不得不参与的
诉苦就难免成为一种表演，通过表演，社会事实被重新建构为“表达性
2003） ，其实
现实”，而“表达性现实 ”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 （ 黄宗智，
作为演员的农民心知肚明，以至于多少年以后都不会弄假成真。 前述
农民的回忆，包括下面材料中农民面对口述研究者的态度 ，就已经非常
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它表明农民虽然“失声”，却并未“失心”。
一个社会不可能到处都是恶贯满盈之徒，一些农民的诉词的确存
在虚假之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冷月英控诉大地主刘文彩设置水牢之
事。1951 年土改诉苦中，冷月英曾经控诉她在 1943 年因欠刘文彩侄儿
刘伯平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即被蒙上眼睛关进刘家水牢七天七夜
（ 笑蜀，
2008： 25） 。但 1980 年代对此事查证显示水牢并不存在 （ 笑蜀，
2008： 36 － 38） 。在山西霍家坪的村民回忆中，针对“恶霸、汉奸 ”郭四
2010） 。 同样，山西偏
颗的控诉许多都是夸大甚至虚构 （ 岳谦厚、黄欣，
关县关河口村贫农高 XX、白 XX 控诉地主张二智向他们逼债，导致高
与妻子离婚，白家的白面被拿走、无粮过年的遭遇，以及南堡子村一些
长工控诉雇主将死猫放在饭中等事情，也都出于积极分子的编造 （ 吕
2010： 23 － 24） 。
轶芳，
或许积极分子撒谎有自己的利益和情感考虑，但是其总的背景都
是为了适应政治运动。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其实也是被动地走到运动
前台的，说假话也并非完全出于心愿。 山西霍家坪的村民回忆： （ 在村
里没有罪行昭著的恶霸和地主的情况下） “不打（ 恶霸 ） 郭四颗，村里土
改就没有问题可打了”，村民陈保堂、要文林、要清岐、刘金兰最初在孟
文华、要富岐的要求下参与了对郭四颗的控诉 ，却又在之后上级要求清
查郭四颗被害的“冤案”后，转变态度，控诉“孟文华、要增华、要富岐等
人是村中恶霸，谋杀了郭四颗 ”（ 岳谦厚、黄欣，2010） 。 偏关县关河口
村白家后人回忆，父亲控诉地主张二智拿走白面，也是按上面的要求说
的，父亲怕说错话，还专门背了几遍 （ 吕轶芳，2010： 24） 。 山西临县大
马坊斗争地主杨效业时，有群众“把别人头上的事情强加给他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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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杨及其家族的剥削问题扯到乾隆年间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工
作团要求村里重新开展斗争，群众本来多不愿斗杨，在工作团的要求下
2011： 26） 。 也许正是当初的控诉非
才“涌出”了一些积极分子 （ 马飞，
其所愿，一些积极分子在多年以后面对调查者时才表现得内心纠结 ，不
愿回忆当年之事。1981 年冷月英面对采访时已经“记不得 ”自己曾经
刻骨铭心，并向千万人讲述过的那些苦难，并表示大邑县革委会指示她
“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 ”（ 笑蜀，
2008： 39） 。 山东莒南李村土改诉苦
积极分子李永洛面对研究者，也“不愿过多提及自己当年的‘壮举 ’，只
2006： 32） 。 其实，这种对于
是不断强调‘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 满永，
苦难的虚构给他们自身也带来伤害，心灵的扭曲与迷失成了一些农民
多年以后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可知，农民在政治压力之下已丧失了自主说话的空间 ，曾经给予自
己动力的诉苦反而可能成为枷锁。 面对理念与事实的张力，农民以不
愿或不敢说话来应对，但要规避风险或获取利益又不得不说话 ，甚至不
得不说假话。可知在恐惧中人们对于说话的矛盾与戒惧 。在这种矛盾
与戒惧中，发声与失声其实都不自由。 农民在诉苦中不得不扮演双重
角色，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确证与表达“阶级苦难 ”，并以此获
得说话的“自由”； 另一方面，这种确证与表达又必须以符合权力规范
为前提，说话空间又受到限制，农民所能做的，便是在这有限的空间中
进行无限的生存选择。长此以往，规训未必见效，那曾经被革命洪流所
搅动起来的巨大热情却逐渐转化为对政治的消沉 、疏远、应付甚至玩世
不恭，尽管其典型表现要等到约 10 年以后。

五、结

语

诉苦是 土 地 改 革 留 给 中 国 农 民 的 一 段 特 殊 记 忆，它 同 时 也 是
1950 － 1970 年代全体中国民众的特殊记忆，作为革命年代重要的政治
仪式，它实质上构成了以阶级斗争为底色的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础 ，
并以忆苦思甜的方式，穿越土改而成为其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 。
因此，对于土改诉苦中农民说话问题的研究 ，也就成为今人理解革命年
代政治文化和民众话语权利的一把钥匙 。
诉苦以动员农民说话，动员农民进入新政治为始，以规范农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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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将其培塑为政治权力的传感器为终，这一过程，自然不是传统的革
命史叙事模式所能解释的，也因此，“质疑革命叙事 ”论有一定的影响
力，但是，后者却没有办法解释诉苦对于调动农民政治积极性所曾产生
的巨大作用。“政治规训”论和“工具动员”论倒是有相当的解释力，但
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将农民看作完全被动接受权力话语模式支配的
“提线木偶”，没有注意到他们作为行为主体对规训和动员所具有的多
重复杂反应。因此，它们在强调权力话语自上而下的输入之时 ，却不能
解释这种输入的绩效，尤其无法解释其中长期绩效，以至于不能说明后
革命状态下农民由积极转为消极 ，直至最终走到对政治的消沉、疏远与
应付的趋势。本文着重强调农民作为说话主体对于阶级化诉苦话语空
间的选择性适应，认为在这种选择性适应中，农民有可能借诉苦来舒张
自身的利益与情感价值诉求，同时又以各种策略性的应对来回应因说
话违背阶级化诉苦模版而遭到的话语空间压缩，从而使政治规训虽显
效一时，却最终失灵，诉苦也呈现出与预期相反的效用递减趋势 ，而它
所彰显的，实际上是阶级化社会解释模式所遭遇的最初冲击 。由此，我
们力图在统合上述三大反思性话语优势的基础上克服其盲点，揭示出
诉苦中农民的说话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 一定程度上，对这种
复杂博弈关系的思考也可以加深我们对 1949 年以后中国国家与民众
关系的认识，因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同一时代阶级话语与民众
选择之间的相似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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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ERP implement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company C，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RP． By comparing the employees ’
interpretations of daily practices in the organ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RP，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formatization in company C has
transformed it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rom relation-based culture to rule-based
professional culture． The mechanism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echnology
imperative，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d the employees ’ self-adapt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ether technology could chang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legitimacy the technology has acquired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for the second-stag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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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 topic which is preval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while the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human bod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is subject further． Particularly，given that
physical training is a domain where the body is intensively presented，the physical
training institution of nation-states under the whole-nation system makes it possible to
interpret modernity through the sociology of body． By choosing women ’s
weightlifting，a sports item with evident masculinity，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power of the state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families makes use of the individual
body，especially the bodies of women who are in marginal situ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state’s expropriation of individual body is largely driven by its desire
for modernity． During the process，the state realizes its power practice through
families，and the individual athletes themselv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individual athletes involved are not only victims but also the
builders of the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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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ku，or complaining campaigns against landlords during the land reform，
is a phenomenon which has evoked a great deal of ref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se
reflections mainly concentrate on whether peasants could express themselves truly and
autonomous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easants’absolutely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their cognition of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were indeed the basis of
peasants’ response to suku， howev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uku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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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ctions taken during the campaign were based on their own benefits，
values，and emotions． Thus，peasants’voice in suku was not alway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class suffering，but multiple choices including acceptance，
imposition， alteration， avoidance， reticence and even resistanc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selective adaption of peasants as leading participants to the limited
freedom of speech during suku． The authors argue that with this selective adaption，
suku was adopted by peasants to maintai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needs，
while at the same time，strategic answers were given to cope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voice violating the narrative mode of class suffering． Therefore，CCP ’s political
discipline did show great effect in short term， but inevitably failed at last．
Furthermore，on th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the utility of suku also started to
diminish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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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oqianhu”，as a unique historical phenomenon，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1950s when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movement got started． The existence of
“daoqianhu ” illustrated the state's effort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asants' subsistence ethic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individual incentives．
Meanwhile，it was also a power practice that the CCP tried to create the new socialist
generation． However，the state power didn't achieve its institutional goal of rebuilding
the rural societ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daoqianhu ” from
ethical point of view rather than the overly simplified economic angl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roduction team，which was seen by peasants as a family-like
organization，was not only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but also a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resulted into a collectivity ethic that confounds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Together with other factors，it led to the failure of “daoqianhu ” institution and
facilitated other unexpected histor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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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rumental variable （ IV）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dealing with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conduct causal
infere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principle and model of IV，and reviews
five types of IVs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which is of importance to interpret the IV estimates． An empirical

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