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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之中国》
（久保亨编《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汲古书院，2006
年）和《战争后方的中国社会》
（笹川裕史、奥村哲合著《銃後の中国社会》，岩波书店，2007
年）中，主要以四川省为对象，曾详细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动向。本书则基
于上述研究成果，力图贴近该时期生活在四川省城市和农村的一般民众——而非政治家或知
识分子——的生活，以呈现中华民国崩溃至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社会变化脉络。	
 
中国在 1937 年至 1945 年间曾经历日中战争（该书主要称“日中战争”。日中战争的时期，
则始自 1937 年，即不含满洲事变等），战胜后未及一年，1946 年 6 月即爆发国民党政权与共
产党势力之间的内战。四川省虽曾因日军轰炸重庆而遭巨创，但除此之外在历次战争中都远
离前线。不过，在日中战争的大部分时期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曾以重庆为临时首都，1949
年失去首都南京后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立脚点也是四川省（施行宪法的 1947 年前国民
党政权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其后称“中华民国政府”）。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
但四川省于同年 12 月末才归其统治。因此，四川省在历次战争中都是“后方”，却又与战争
密切相关。加之，四川省农业产出较高，也因此较中国其他地区被迫提供更多农产品。	
 
具有如此特征的四川省，自日中战争胜利至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此，本书聚焦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分时期逐次进行论述。	
 
另外，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四川省，其辖域较现在稍有不同。现四川省西部，彼时为“西
康省”；而现为直辖市的重庆则是四川省的一部分。	
 
第一章《“惨胜”下的生活》，描述日中战争结束前后的社会变化。所谓“惨胜”指中国
在 1945 年战胜后所处状态，即中国虽获胜利，但损失惨重，满目疮痍，社会上弥漫着贫困和
混乱气氛。	
 
为遂行对日战争，国民党政权实施了新县制和保甲制。保甲制以户为单位，将居民约十
户为一甲，约十甲为一保。国民党政权通过新建立的县制和保甲制征调战争所需士兵及物资。
但因征调所依据数据和资料不准确、不充分，引发了极大问题。粮食征调既不公平，保长出
面征兵也在当地社会引起激烈冲突和倾轧，只好抓丁或以外乡人充之。	
 
在四川，自日中战争前土地即向当地基层社会以外的实力人物集中，外居地主呈增加趋
势，且该趋势在战争期间一直持续。战争中，士兵实际由佃农等贫困阶层充当，也颁有对其
家人的优抚政策。因此，在乡地主受外居地主和佃农等夹击而处于困难境地，激化了在乡地
主与本村一般农民的摩擦和对立。这为在乡地主后来被视为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埋下了
伏笔。	
 
遂行战争给基层社会造成极大困难和激烈矛盾，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质有关。中国的
农村社会与同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期日本的农村社会，其共同体意识及与国家的
整体意识都极强；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村民相互间及与国家的整体意识都较弱，是极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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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社会。因此，征兵征粮没有基层社会的整体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可资利用，结果给基
层社会带来了冲突和分裂。	
 
战争结束后，出征士兵纷纷返乡，但迎接他们的是严酷的现实。首先，由于四川远离前
线，复员返乡本身极其困难。省政府虽采取措施予以支援，但并不得力。终于复员返乡后，
或土地已被侵占，或妻子被迫改嫁。更有甚者，当地社会并不视他们为抗战英雄，而是冷眼
相对。这些无处可去的“流亡士兵”，在随后的内战中再次被驱赶到战场。	
 
第二章《噩梦重现》以内战开始后的四川省社会为对象。内战开始时，人们认为其代价
不会高于对日战争。但随着战争日趋激烈，地方社会所承受的负担日趋沉重。从对日战争前
线返乡后无处容身的士兵们，首先被送上战场。	
 
与此同时，自日中战争期间至战后，省、县参议会等“民意机关”正式开始运作，税收
方面，中央与地方也作了明确划分，地方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省、县参议会等的议员也通
过以保甲制为基础的间接选举而产生。	
 
如此，当地社会对征兵、征粮的不满就通过这些民意机关表达出来。但是，这些身为“民
意代表”的议员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代表当地社会向政府及军队表达人们对征兵、
征粮的不满，其所采取的行动也的确很在意当地社会的民意。但另一方面，被选为“民意代
表”的是那些当地富人。和上述外居地主类似，他们都是在日中战争中或与党、政府、军方
等权力勾结，或通过暴力掠夺迅速成长而加入富裕阶层的暴发户。他们的“升官发财”欲望
极强，试图通过当选“民意代表”而获得收入更高的职位。加之，参议会等“民选代表”力
量极弱，也加深了当地基层社会与“民意代表”之间的隔阂。“民意代表”尽管代表当地社会
严厉追究政府、军方等的责任，但参议会决定的约束力极其微弱。对代表舆论从事议会活动
而不能实现其活动结果的“民意代表”，当地社会逐渐焦躁，进而失望。同时，当地社会的总
体立场因“民意代表”的存在而得以明确表达，也使社会潜在的利害、立场冲突暴露无遗。
比如，日中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把强行征调的粮食返还给省，而围绕这些粮食应该还给原
提供者，还是应该由省统一管理用于建设，省参议会的决定和省的部分舆论出现了对立。	
 
再者，“民意”的表达并非仅通过民意机关，表达“民意”的渠道还有报纸等报道机关，
向行政机关请愿、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等也很普遍。另外，国家虽制定有针对报道机关的审
查制度，但地方性报道机关却基本不受其制约。这些机关等在正负两方面相互关系密切，如
报纸会报道民意机关的动向及请愿、诉讼等，以及刊载对民意机关以及请愿人、诉讼人的批
判意见等，而“民意代表”也会把请愿、诉讼提到民意机关讨论。	
 
第三章《消灭富人》，描述本来内部存在矛盾、极其脆弱的地方社会随着内战日趋激化而
走向崩溃的状况。其对象主要是国民党方面一败再败、国共两党形成势均力敌局面以后的 1948
年下半年的四川社会。	
 
在四川省，贫困阶层遭受重压，终于转化为饥民暴动。对此，行政机关采取各种措施以
谋救济，但立即暴露出力不从心。而这又与那些自日中战争后期即笼络政府权力、通过各种
手段倒买倒卖而迅速致富的富人的不轨行为有关。富人们谎称身份以攫取为救济贫民而分发
的粮食，并将其大量囤积。而在支撑着战争、并为救济而提供粮食的农村陷入粮荒时，富人
又出于投机目的而把囤积的粮食高价甩卖，牟取暴利。公共救济失策和富人的牟利行为，将
人们对富人的强烈反感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	
 
救济失策使整个社会对富人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征收救济捐者把不愿纳捐的富人带走，
戴上高帽子游街，而围观者则支持这种做法。迫于压力，部分富裕者把农地给了佃农。但对
富人的不满和责难却进一步发展为对民意机关的失望和愤怒，因为民意机关是富人为“升官
发财”而做议员、且为富人谋利益的。著者提醒读者注意，该动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
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土地革命时期“开明地主”（第五章）的出现、地方议会（民意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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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除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等——有相通之处。此外，著者还介绍，较之在国民党
政权统治下未能采取有效政策安抚民众感情的四川省，在共产党统治区域，自内战初期即根
据共产党的阶级理论而面向富人征集物资，因而粮食和兵员的补充极其有效。	
 
第四章《消亡》，介绍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政权已回天乏术的 1949 年
的四川省社会状况。	
 
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富人组织私人武装，这又招致社会进一步混乱。而对四川省社会形成
更大压力的，是从内战前线或共产党统治地区流入的难民。国民党政权希望四川省民接纳难
民，但四川省社会已无力承担。人们普遍担心“难民带来更多难民”，即如果接受来自其他省
的难民，则四川省民的生活基础将被破坏，也将沦为难民。不过，当时的四川省当局也无力
阻止难民流入，或请求其他省分担压力。总之，难民流入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在四川省民日渐贫困的压力之下，行政当局决心严惩贪腐粮官，全省社会舆论也予以支
持。但其结果却是无人再愿出任粮官，粮食行政因而崩溃。此外，随着内战激化，兵员补充
曾依靠抓壮丁、人口买卖等手段，但因省民的反对声浪日趋高涨，这一方式也被迫放弃。结
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数字上在征兵，而实则无兵员补充。粮食也一样，账目上有粮食，但
仓库无粮。兵员和军粮都得不到补充，要进行高强度内战是不可能的。就这样，在日中战争
和内战中都未曾成为前线的四川，到 1949 年 12 月，由于省最高统治阶层（实为国民党内军
阀势力）倒向共产党而归入共产党政权（已成立人民共和国）统治之下。	
 
第五章《革命后所继承的遗产》，论述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粮食问题。	
 
征粮的紧迫性并未因内战结束而消逝。由于人民解放军要向西康省、西藏等地推进，四
川省遂成为军粮供应基地。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变化，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国被迫向苏联等
“东方”国家出口粮食以换取军需、工业产品；但是，对于农业生产已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
而言，国际地位的这一变化成为沉重负担。	
 
于是，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征粮仍未停止。由于尚未成立如国民党政权那样的官僚机
构，共产党政权把当地人们组成“工作队”。因为已成为“土豪劣绅”的富人所纠集的非正规
武装势力仍未肃清，“工作队”须冒着生命危险征粮。同时，共产党采取了多征富人粮食的方
法。但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共产党政权得以准确把握农民财产，并开始以此为准征调粮食。	
 
土地改革含有双重因素，即社会实际需要和共产党政权对其加以引导和利用。在内战末
期曾感受到来自社会严峻态度的部分富人，眼见一直主张土地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取得统治地
位，遂以“开明地主”姿态与共产党政权合作，主动交出土地、财产，并进而配合共产党政
权对其他不愿合作的地主施加压力。在压力之下，地主愈加表现出对其他地主的攻击性。同
时，共产党政权的土地改革对采取合作态度的地主也毫不妥协，决不允许隐匿财产。这引发
一些过激现象，如在“诉苦会”上被指为恶霸的地主被立即处死等。但是，共产党通过阐述
其阶级理论，引导贫苦农民将其与地主之间的个人怨恨转化为阶级意识。把地主与贫苦农民
作阶级性切割，也使他们之间的亲近感不复存在，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环
境。	
 
不过，如此做法并未使四川省农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上还存在
比佃农更贫穷的流民等阶层。共产党政权的政策是也为这些人提供土地，使其安居乐业。为
此，那些分得地主的土地、生活较之流民等已获改善的原佃农，也被要求拿出部分土地等财
产。土地改革的确实现了土地所有的平等，但那是所有人朝向更加贫困的平等。后来迅速推
进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其目的之一即为解决这一问题。	
 
该书前四章所用史料近于原始资料（当时报纸的报道等），但第五章所使用资料多为片断
史料及后来所编纂史料、回忆录等。当然，著者探求史料的热情较之前四章并未稍减。此处
也反映出，尽管建国已六十年，但基于可信史料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至今仍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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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部分总结了各章内容，并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做了概观。较之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
党政权对农民的管控能力强得多。其结果，在日中战争、内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曾经可
能的民众（农民及城市下层人群）意愿的表达也困难起来。但著者最后提示，农民因“自由”
而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状况并未改变，并且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实施而再次浮出水面。	
 
该书在学术上成果丰硕，此处仅总结其两个特点。第一为地理和空间方面，第二为有关
时代划分方面。	
 
第一，在地理和空间方面，该书以四川省为舞台来探究“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过程。	
 
对从意识形态出发、曾占统治地位的“革命史观”，该书随处提出批判（尤其是第三章，
第 131-134 页）。“革命史观”认为，共产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 年以后又有毛泽东思
想）教育贫苦农民觉醒，而贫苦农民主动站立起来完成了革命。这种历史观是为了解释以华
北为中心的老“解放区”的历程，由长期统治该地区的共产党提出的。
有关老“解放区”的历史，已有学者努力试图以“非革命史观”加以重新解释。而基于
历史事实对老“解放区”以外地区在该时期的变化加以研究，当然也很有意义。
这是因为，较之日中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和内战早期即已为“解放区”的地区，
其他地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显然不一样。依地域大体说来，
“抗日根据地”
和老“解放区”较多的东北、华北，与华中以南存在很大差异。在华中以南，除日中战争（1937
年至 1945 年）开战前共产党曾经统治地区（苏区）外，其他地区直至内战末期（主要指进入
1949 年后）都未曾受共产党统治即迎来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北、华北，共产党政权的基础
是通过贫苦民众（“人民大众”）参加政治运动——尽管那也是共产党开展工作、加以引导的
结果——而获得巩固的；但共产党对华中以南的统治，则是通过军事（人民解放军）征服或
当地——如四川——军阀势力倒戈而实现的，因此，这些地区的“人民大众”基本上未曾参
加共产党组织的正式运动。这样的地区差异，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后，经共产党政权推行“强
制同质化”而不再清晰，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是不争事实。
该书以日中战争及随后的内战时期都一直是“后方”、且最晚加入人民共和国的四川省为
舞台，清晰地呈现了华中以南地区诞生“人民共和国”前后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关于这些
区域的“人民大众”何以接受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该书的解释颇具说服力。在未曾接受共产
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主要报纸也是清一色反共论调的四川，人民共和国何以能够顺利确立其
统治？那并非因为共产党政权为四川省的众多农民带来了富足生活（如第五章所述），而是与
共产党统治地区同样的社会动向——早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即已扎根的对富人的憎恨，以及部
分富人为摆脱憎恨而转变为“开明地主”等——在四川逐步扩大、渗透的结果。共产党政权
废除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好歹得以实现的民选地方议会（“民意机关”），但这一极易被看作
反民主的改革却并未遭遇抵抗。因为，早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地方议会议员已被富裕阶层所
霸占，当选议员已成为富裕阶层“升官发财”的手段，而且地方议会对社会状态不断恶化未
能提出任何有效对策；这一切，都使“人民大众”对地方议会早已不抱任何希望。
当然，在“华中以南”，四川省也独具特色。日中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的临时首都就设
在四川省，因而进行过相应“建设”。与湖北省以东的长江流域不同，四川省因四面环山而“易
守难攻”，且农业生产力很高。在 19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四川省都不甚活跃；
而当时四川省归入国民党政权统治，也是由于军阀“倒戈”。因此，“华中以南”的“人民共
和国诞生之社会史”，不能完全与四川等而视之。
比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的广东省——该地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
迁移南京后一直以“在野”地位与之对垒等——和广西省（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社会状况
如何？在国民党推进革命过程中经历曲折、且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又怎样？日中战争时
期与四川同为国民党统治的根据地、地方军阀势力同样强大、也因此成为当时“民主”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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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心的云南省又怎样？进而言之，广东与云南分别与香港、越南接壤，需考虑其与盟国方
面“帝国主义”的关系，而四川省则无须考虑这些因素。因此，论述各区域的“人民共和国
诞生之社会史”，应该切实把握各该区域的不同特点。	
 
不过，该书所作分析，或对解剖这些区域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因为，如社会性凝聚力太
弱导致人们“自由”、征兵带来的社会冲突、粮食供应不足状况强行征粮、北方难民流入、国
民党政权统治能力低下等等问题，与其他区域应是共通的。	
 
第二，该书学术成果的另一特点在时代划分方面。	
 
有观点认为，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中华民国处于“停滞与充满混乱”的时期。著者对此持
否定立场，认为中国在该时期虽然步伐缓慢却正在迈向近代国民国家（笔者识：在现今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中，著者的该立场已属定论）。而导致该进程中断的是日中战争。为应对与此前
内战根本不同的总体战，中国社会被迫发生了根本变化。著者据此认为，日中战争开始（1937
年）之前与之后，中国社会分属根本不同的时代。因此，著者说，若以为 1949 年的革命成功
乃“近代中国”整体的内部矛盾演变推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观并不妥当（第 5 页）。	
 
此外，著者未着力论述的另一观点似乎是，该“总体战体制”时期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
命结束、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	
 
因此，依照著者观点，中国社会可分为三个阶段，即 1937 年前向近代国民国家缓慢发展
阶段、始自 1937 年的“总体战体制”阶段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阶段。而 1949 年共产党
革命成功，虽无疑是重大事件，但仍为“总体战体制”阶段之一部分。把 1949 年以后归入“总
体战体制”，看似匪夷所思。但毛泽东等最高领导集团在各时期指导国家政治时，大体基于如
下明确判断，即 1950 年代有对美战争，1960 年代认为可能面对美苏两面作战，1970 年代则
洞察到可能发生对苏战争。	
 
《战争后方的中国社会》合著者之一奥村哲早就主张，1949 年革命成功之前与之后的中
国社会具有连续性，这也是该书著者亦曾参与的共同研究“1949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的基本
立场。不妨说，该书就是立足于这一观点来分析四川省民众社会的。	
 
尤其重要的是，该书指出 1949 年革命时成为运动目标的富裕阶层，并非中国“传统地主
阶级”。该阶层是在总体战体制下通过勾结官员、滥施私人暴力、染指鸦片买卖等反社会商业
行为而新形成的富裕阶层，从“传统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富人也与此结构不脱干系。1949
年时富裕阶层的“暴发户”特征反映在如下问题上，即极端缺乏“位高则任重”的道德意识
——利用贫困救济政策敛财，面对贫困阶层的仇视和共产党所发动的运动时缺乏作为地主阶
级的团结能力——“开明地主”的出现、地主之间相互揭露等等（不过，关于中国地主制的
表现形态，有学者指出至少在明清时代已存在较大地域差异。因此，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是
否也存在这种差异，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著者的上述历史观，在笔者看来也无不妥。当然，就政治史而言，即使社会变动具有连
续性，政权更替仍是重要的，对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应看到其更重大意义。但即便如此，
支撑政治变动的社会连续性也须予以充分考虑。	
 
因此，就著者的上述历史观，笔者在此无意提出异议，仅基于不同历史观提供一些补充。	
 
首先是著者所强调的中国民众“固执”、太过“自由”（第 32 页）的状态。这并非至总体
战体制时期才有，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已将中国国民比作“一盘散沙”。孙中山说中国
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的革命不可以个人自由为目的）。中国民众的这种状态，在明清时代已
经形成，如何克服“一盘散沙”状态，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国民国家历程中的课题之一。1930
年代，蒋介石预感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因而号召“新生活运动”，试图以此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且不说城市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如何，运动对城市下层民众和大多数农民未产生任何
成效，“一盘散沙”状态被带入了“总体战体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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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社会面临困难、生活无以为继的贫困者登上历史舞台时，哥老会等传统秘密结
社和富裕阶层总会扩张其势力，这也是明清以后反复出现的局面。
关于富裕阶层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夺用于救济贫困者的粮食，进而将其倒卖以敛聚财富，
本书已有介绍（第三章）。这或许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富人精神堕落，而可能是预见到混乱
加剧、公共权力失去功能采取的避难措施。实则，如该书第四章所述，他们聚合那些得不到
公共救济而难以生存的贫困者，以（依据恩侍关系[Patron-Client]）组成私人武装，此即其
所敛财富去向之一，也是其自卫手段。
同样现象也曾出现于三百年前明清之交的江南地区。时值明末政情混乱和王朝更替，江
南地区绅士（掌握知识教养的地主）地位提高；后来随清朝统治趋于稳定，绅士也不再活跃。
据岸本美绪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乃因明清之交贫困阶层为获得保护而纷纷投靠绅士，
而在清朝统治稳定后，他们则离开绅士转而寻求清朝地方官的保护（地方官也来自绅士，但
非来自当地社会）。某些人将为数众多的带有“流民”特点的贫困者聚合起来形成私人组织，
以获得社会势力，此类动态变化，明清之交和“总体战体制”时期并无区别。而同样的变化，
在一党统治有所弛缓的现在，或许也正在发生。
另有观点认为，民国前半期（北京政府时期）的绅士阶层既具有推动近代化的开明的一
面，也兼有作为剥削者掠夺贫困阶层的一面，这正是招致民国时期各种改革失败的原因所在。
而该时期以绅士阶层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地方议会乃至国会，也因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赖而被
国民党废止。1949 年革命成功时民意机关被废止，不过其方式更加彻底而已。
恰如著者所主张，“总体战时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与其前不同，决非“传统中国”不经
任何变化而延续。但是，通过作者的生动描述可知，“传统中国”留下的“负遗产”在“总体
战体制”时期表现得更加尖锐。或许，不仅负遗产如此，旨在实现近代国民国家而形成的“正
遗产”（如活跃的新闻报道等），也曾以各种方式对该时期的体制有所影响。
这些思考也可启发我们思考共产党政权具有怎样的划时代意义。共产党驾驭社会的能力
是否已渗透到历代王朝及国民党政权都未能掌控的城市下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共
产党何以能够把宗教结社和秘密结社几乎根除殆尽？共产党为何厌恶议会制度？要理解这些
问题，不应仅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解释，也应考虑到接受这些态度和政策的社会因素。该书
所作分析的参考意义恰在这里。
以上所述为该书学术成果的两个特征。下面再就其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外领域的参考意义
作简单论述。
著者提示道，在世界范围看，较之近代日本社会具有高度同质性、强烈的国家归属感，
如该时期中国社会那样民众散漫、
“固执”、
“自由”的状态或许更加普遍（第 8-9 页）。这个看
法是否得当自须慎重思考，但如当时发生在四川省的“抗战英雄”返乡后无处安身、受到歧
视的事态，与曾作为志愿兵参加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英雄”们在 1990 年代转化为伊斯兰
“真理主义”激进活动家的过程极其相似（藤原和彦著《イスラム過激原理主義》，中共新书）。
此外，就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不感到亲近”的现状，著者不予认可，而是期待人们多了
解那些既非政治家、也非知识精英的一般人在战时的经历，将极易理念化、极端化的民族主
义（nationalism）作相对化处理（第 55 页）。通过关注个体的经历和经验、以相对态度来理解
“日本人”、“中国人”之类观念范畴的尝试，正因其“说易行难”才愈加珍贵。同时，现在
的日本，已不再以高度同质的“村落社会”为优势，社会已越来越呈现出相对孤立的个人经
由数字网络而发生联系的形态。而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恐怕也不再如 1970 年代以前那样强
烈。亦即，日本也正向散漫、“自由”的社会演变。而对于观察这种社会变化，该书也应有其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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