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东方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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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英、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并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 ,而处于东方的

印度、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农民

问题后认为 :东方农民深受多重压迫和剥削 ,陷入了极其贫困、面临破产的境况 ;东方农民已经成为一种革命

力量 ,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东方农民应获得国家的帮助 ,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

的这些观点或理论至今仍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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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东方农民深受多重压迫和剥削 ,陷
入了极其贫困、面临破产的境况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印度、中国、土耳其、伊

朗等东方各国农民处于受封建地主压迫和剥削的
时期 ,又加上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 ,东方农民从此
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 :“不

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
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①不列颠的入侵者打碎了
印度的手织机 ,毁掉了它的手纺车 ,把印度的棉织
品挤出了欧洲市场 ,使英国的棉织品泛滥于印度 ,

这就摧毁了印度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 ,广大农民
被投入苦海 ,开始丧失自己祖传的谋生手段。由
于英国推行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 ,印度
农民被剥夺了自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 ,结

果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马德拉斯和孟买我们看到
的 ,是法国式的农民所有者 ,但是 ,他们同时又是
农奴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

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 ,但是得不到这
些制度的任何一点可取之处。莱特和法国农民一

样 ,是私人高利贷盘剥的牺牲品 ;但是他们又不如
法国农民 ,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 ,

也没有任何永久性权利。他们和农奴一样被强迫
耕种土地 ,但是他们又不如农奴 ,他们在匮乏时得

不到糊口的保证。他们和分成制佃农一样必须把
自己的产品分给国家 ,但是国家对待他们都不像

对待分成制佃农那样负责供给资金和农具。无论
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 ,或者是马德拉斯

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 ,占印度人口 11Π12 的
莱特农民都沦于可怕的贫困境地。”②

据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所
说 ,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殖民政策的荷兰东印度公

司为掠夺当地被征服的居民 ,“它开动全部现有的

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 ,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

东西 ,付出最后一点劳力 ,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
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 ,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

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
结合在一起”。③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 ,造成中国被迫付给英国
大量赔款 ,鸦片贸易引起金银外流 ,外国竞争破坏

中国的手工业等 ,马克思指出这一切造成了两个
后果 :“旧税更重更难负担 , 旧税之外又加新

税。”④皇帝的上谕中都说“小民其何以堪 ?”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 ,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

累”。⑤英国殖民者通过勒索赔款和鸦片贸易这种
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榨取中国人民的金钱。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 ,马

克思说“这是赤裸裸的掠夺”! 在阿尔及尔省 ,每
个欧洲移民者分到 113 公顷 ,在奥兰省 216 公顷 ,

在君士坦丁省 3125 公顷。
在俄罗斯 ,由于沙皇专制制度和大工业的发

展 ,使俄国农民陷入了破产的绝境。恩格斯指出 :

“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 ,俄

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 ,

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 ,那末大工
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⑥加上上交的重税和被

迫负担的赎金 ,俄国农民“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
了的境地”。⑦1891 年因歉收引起的俄国饥荒 ,致

使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亡。
马克思指出 ,在奥斯曼土耳其所辖的多瑙河

各公国 ,“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

务结合在一起的 ,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

的最主要的贡赋”。⑧农民要交地租、负担劳役日
和杂役日以及各种捐税 ,“农民因此变成了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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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农奴”。⑨“在莫尔达瓦的贵族那里 ,剥削是

无耻的、赤裸裸的、野蛮的 ;在瓦拉几亚的贵族那

里 ,剥削隐蔽在合法的形式和契约之下。前者像

封建地主 ,后者则像中世纪的犹太人。”⑩租税和

饥饿迫使农民借债 ,而徭役夺取了农村居民的全

部时间。

马克思在考察了东方各国农民的状况后还指

出 :“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那里 ———都遇

到小高利贷者或拥有游资的毗邻的地主最厚颜无

耻地剥削农村居民的情形么 ? 请看看印度。请看

看俄罗斯 ⋯⋯甚至巴登格 ———1865 年致马克

———马洪的信 ———也证实高利贷者在阿尔及利亚

有类似的行为 ,国税重担对高利贷者来说成了进

攻的工具。”�λϖ 俄罗斯农民以 20 %、30 % ,常常是

100 %的利息从“富农”那里获得他缴纳国税所需

的款项 ,印度农民常因土地诉讼从事借贷 ,并要缴

纳所贷款额的 100 %的利息。

二、东方农民已经成为一种革命力量 ,

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东方国家的农民成了国内外反动派剥削和奴

役的主要对象。农民只有参加反对殖民侵略和封

建专制的斗争 ,成为一种革命力量 ,才能在胜利后

获得土地和民主权利。由于东方资本主义未能充

分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具有妥协性、软弱性 ,

他们容易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 ,而农民阶级

人数众多 ,且政治上受压迫最重、经济上受剥削最

深 ,因而东方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意志坚决 ,是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马克思在谈到罗马尼亚农民在 1848 年资产

阶级革命中的地位时指出 :“在伊兹拉兹的军营

中 ,农民群众开创了革命 ;在布加勒斯特 ,它拯救

了革命 ;在图拉真军营 ,只有它没有失去希望。”�λω

根据 1863 年波兰起义失败的教训 ,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 1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没有农民的起

义就不可能有波兰的恢复。”�λξ恩格斯在谈到波兰

问题时指出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是 ,“波兰其

他各阶级 ,即小贵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

了联盟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

国家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 ,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

状态 ,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Bforhnpflichtigen ]

农民变为自由农民 ,这个革命和 1789 年法国农村

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

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 ,这是它的功

绩”。�λψ恩格斯在这里不仅肯定了波兰农民在民主

革命中的作用 ,而且指出了“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

间各个大农业国家”农民解放的途经 ———土地革

命。

在谈到印度问题时 ,马克思说 :“在印度人自

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 ,

印度人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

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 ,无论如

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 ,在比较遥远的未

来 ,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λζ 马克

思寄希望于印度人民的斗争。

而在俄国 ,恩格斯指出 :“俄国无疑处在革命

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

再往上提高 ,旧公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还 ⋯⋯

全部农业生产 ———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 ———都

被 1861 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 ;大地产没有

足够的劳动力 ,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 ,他们遭到捐

税压榨 ,受到高利贷的洗劫 ;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

下降。所有这一切只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

强支持着 ,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 ,我们在西方甚至

是无法想像的。⋯⋯这里 ,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

合在一起 ⋯⋯但是农民将把它推向前进。”�λ{尽管

专制制度同“开明阶级”、“首都资产阶级”发生剧

烈的矛盾 ,甚至不可容忍 ,但推动运动前进的却是

农民。“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 ,正推动他

们投身到运动中去 ,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

产生 ,但是 ,农民群众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将不

可遏止地推动它朝前发展。农民的愤恨不满 ,现

在已经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满意的党派和反对党派

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事实了。”�λ|
1861 年俄国改革

后 ,俄国的农民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潮。1861 年沙

皇出动军队镇压农民暴动 499 次 ,1864 —1865 年

发生农民骚动 240 起 ,1867 —1869 年又发生 150

起农民暴动。1885 年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

奇的信中指出 : 俄国“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1789 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 ;它每天都

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

上炸药的地雷 ,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λ}“从安

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 ,农民到处都是人

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λ∼ 1876

年 5 月 28 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东

方革命比其他革命更加要求迅速决断”�µυ 。在此

后发生的土耳其、伊朗、菲律宾、埃及、中国等国的

资产阶级革命中 ,农民都起着主体作用。

三、东方农民应获得国家的帮助 ,才能
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农民主要是小农 ,它

的基本特征是 : (1) 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租佃者 ;

(2)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 ,与机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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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技术无缘 ; (3) 生产是自给性的 ,人与人之

间缺乏社会联系 ; (4) 生活水平是低下的。�µϖ 马克

思指出 ,“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同样在印度、俄罗斯存在。�µω

这种小农的经营存在巨大危机和风险 : (1)土地随

时会被地主和殖民者掠夺 ; (2)封建国家和殖民统

治的地租和捐税过重 ; (3)各种沉重的徭役 ; (4) 高

利贷的盘剥 ; (5)这种手工业竞争不过西方的大工

业 ,小农随时可能破产 ; (6)无任何民主权利可言。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 ,英

国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 ,毁掉了它的手纺

车 ,从而给印度农民以致命打击。恩格斯指出 ,俄

国农民的土地比以前更少、质量更差 ;捐税大大提

高 ,而且要用货币来交税 ,还要支付巨额赎买土地

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 ;又加上高利贷的盘剥 ;同时

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

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然注定

要灭亡。但是在俄国 ,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

十分之九 ,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 (至少暂时是)

俄国的破产。”�µξ在印度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农

村公社的破坏 ,造成“失掉了自己土地的公社所有

者和农民所有者一方和英国政府另一方之间的对

抗”。�µψ印度的小农也濒临破产的地步。在阿尔及

利亚 ,法国殖民者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 ,彻底剥夺

他们和促使公社农民的土地转归高利贷者私有。

马克思指出 :“在伊斯兰政府时代 ,农民最低限度

不能被高利贷者 ———投机者剥夺 ⋯⋯关于剥夺阿

拉伯人的法律的目的是 : (1)保证法国殖民者能够

得到大量土地 ; (2)借助于使阿拉伯人脱离他们和

土地的自然联系 ,来摧毁本来在瓦解的氏族联系

的最后力量 ,从而消除任何暴动的危险。”�µζ

马克思以俄国公社为典型 , 在 1881 年致

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 ,要使这种小块土

地的家庭经营的农民免于破产 ,就要使这种公社

处在正常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在推翻专制制度

后 ,国家要采取帮助农民的各种措施 : (1) 成立各

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这种会议代替乡

这一政府机关 ,成为维护农民利益的经济机关和

行政机关。(2)主要靠农民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

通过国家 (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

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 ,都用于进

一步发展农业公社。马克思指出 :“关于经济上的

需要 ,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 ,就是

说 ,只要把它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 ,只要它获得

正常数量的耕地 ,那么它本身就立刻感到有这种

必要。”�µ{ (3) 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

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国家要

通过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为公社提

供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马克思指出 :“至

于最初的创办费用 (包括智力的和物质的) ,俄国

社会有支付的义务 ,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

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

它的‘新生的因素’。”�µ|

马克思强调 :“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代

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 ,必须具备两

样东西 :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 ,在物质上有

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µ} 这种靠自己力量来耕种

的小块土地经营 ,“有助于向集体耕种过渡”。�µ∼马

克思针对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处于危险的境地指

出 :“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业的掠夺、地主的

剥削和高利贷从内部的破坏 ,那它怎么能够抵抗

得住呢 !”�νυ

马克思反对东方社会走西欧国家发展时剥夺

农民的道路 ,即通过消灭农民 ,把个人分散的生产

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 ,多数人的小

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马克思设想革命

后 ,新国家如何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公

社“正常发展”的措施 ,例如国家提供巨额贷款、使

公社“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帮助农民应用机器进

行大规模耕作等等。马克思认为 ,只有通过这种国

家的帮助 ,东方的农民才能走上正常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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