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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猪头税”到“告别田赋鼎”
亲历农民负担由“七十二变”到归零的历史变革

绵延数千年、似乎永久天经地义的农业

税赋，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的 2006 年全面停

止征收

这是共和国国力逐步增强的展现，闪烁

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辉

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不断调适

的结果，也包含着城乡二元结构下特定时段

农民的付出，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和还农民公

民权利的需要

作为一名长期跑农村报道的新华社记

者，曾亲历其中苦辣酸甜，每每念及感慨万端

▲作者 1994 年 8 月 1 日在徐楼村采访陈重申案。 刘国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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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国国记记

绵延数千年、似乎永久天经地义的
农业税赋，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的 2006
年全面停止征收！

这是共和国国力逐步增强的展现，
闪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
辉。

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不断
调适的结果，也包含着城乡二元结构下
特定时段农民的付出，以及城乡协调发
展和还农民公民权利的需要。

作为一名长期跑农村报道的新华社
记者，曾亲历其中苦辣酸甜，每每念及感
慨万端。

“猪头税”“人头税”“田亩税”

1996 年 7 月 26 日晨，我习惯地打
开收音机，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早
间新闻。一条《禹州市苌庄乡按人头征
收“猪头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消
息吸引了我，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新闻报
道的记者冯肖楠了解情况。

三天后，河南台又播一篇跟踪报道，
说问题已于 27 日得到解决云云，于是便
未再把那新闻放在心上。可是 30 日早晨
6 点钟，冯肖楠给我打电话：电台播了那
条“问题解决了”的稿子后，又接到群众
反映，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打算再
去采访，你去不去。

我没有犹豫，让爱人煮了包方便面
吃，就与他们一块上路了。

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来到苌庄乡
境。这里是半山区，通往苌庄村的路坑
坑洼洼，非水即泥。村子很穷，路边的房
子破破烂烂，很少见到漂亮一点的砖瓦
房。

车子停下。听到我们采访“猪头
税”的事，村民们围上，气愤异常，七
嘴八舌，都说是按人头收的，每口人
11 块(元，下同)钱。不管养不养猪，
都缴这个数。

一个外村农民也围过来，说他也属
于苌庄乡，他们村里的“猪头税”收得更
紧。那天是用高音喇叭喊的，叫一天缴
齐。没钱缴麦子，没新麦拿陈麦，一口人
14 斤。麦子当时是 8 毛多钱一斤，加起
来也是 10 多块钱。谁不缴抓谁。

一个叫刘群昌的农民更生气。他说
他在按人头缴“猪头税”之前，已经缴过
“猪头税”啦，是在卖猪的时候缴的，“但
是这次还叫我再缴 33 块，因为我家 3 口
人。”

正好村里来了一个收猪的老头，我
问他，你收猪的时候是不是收“猪头税”
呀？他说，收哇，一头猪 40 块钱的税。税
票我都随身带着哩。

听了他的话我又想：卖猪时缴一次，
按人头平均摊一次，那杀猪的还缴不缴
税了？问农民，农民说，会不让他缴？不信
你问问屠宰户去。

听说附近的玩北村有杀猪的，我们
当即赶去。问屠宰户刘国义缴不缴“猪
头税”，刘国义说，怎么不缴呀，税务
所的人先是来查猪头，一头 40 块，不
管大头小头。除了“猪头税”还有检疫
费呀什么的，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头合
70 块钱。后来税务所的人嫌查猪头麻
烦，就改为定缴，一个月包多少头，不
杀也得缴。给我定的是一个月 12 头
猪， 480 块钱。

另一个屠户张建敏说，这个地方天
高皇帝远，乱弄没人管。每天收税费的，
来了一茬又一茬，收完钱还想让你请客。

有一次收我的检疫费，示意让我请客，我
不请，他们就把我抓走，打了一顿，还罚
了 650 块。

一头猪征收三道屠宰税，尤其把它
变成按人口分摊的“人头税”(外地还
有按农户承包责任田分摊的，人称“田
亩税”)压到农民头上，明显违反国
家、地方相关法规，大大加重了农民负
担。我就此先后写了两篇消息配两篇短
评，《经济参考报》均头版头条刊发，
新华社通稿选用播发，十几家省级以上
报纸转发，人民日报刊登相关评论，
《南方周末》刊发原创漫画，中央电视
台口播短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评稿例
会予以“特别赞扬”，《新闻业务》评
稿文章称之为“一组揭露和评说加重农
民负担问题的深度报道”，“它不只是
单纯地报道某地发生的这件事，而且给
全国其他地方给农民加重负担者敲响了
警钟”。

这组报道之后，“猪头税”事件相关
责任人受到处分，多征的钱退给了农
民。几个月后的 1996 年 12 月 30 日，中
央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
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1997 年 4 月
1 日各大报公开发表)，该“决定”的第一
条说：“……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
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
摊”。

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

我跑农村的总体感觉：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002 年较大面积推行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间，是农民负担愈来愈多、
愈来愈重的时期。

农村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
多余农副产品的出售也换来些许现金收
入。这给人一种感觉：农民富了，可由农
民出钱办一些乡村的事情了。于是，除农
业税外有了“三提五统”——— 公积金、公
益金、管理费的提取；农村教育费附加、
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
路等费用的统筹。

严重的问题是，除了这些有名目
的收取外，五花八门的搭车收费多如
牛毛。农民把国家征收的农业税称为
头税，把提留统筹称为二税，把摊
派、罚款和干部贪占花费称为三税。
普遍的情况是“头税轻，二税重，三
税无底洞”。我的《警惕农民负担的
“七十二变”》短评说：《西游记》
里的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他的
“七十二变”，除了个别情况似有不
轨外，主要用于对付妖魔鬼怪，用来
做善事。而今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在
农民负担上也搞“七十二变”，大掏
农民腰包。你允许我收统筹提留农业
税，我就往里塞各种费。记得相当长
一段时间里，乡村标准化项目铺天盖
地：学校标准化，广播站标准化，派
出所标准化，卫生院标准化，敬老院
标准化，计生办标准化，党员之家标
准化，青年之家标准化，民兵之家标
准化，厕所标准化等等，数不胜数。
且这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其标准
化的“标准”之高让人咋舌：学校是
“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
化”；派出所是“ 3511 工程”——— 3
个人， 5 间房， 1 辆摩托车， 1 部对
讲机；民政所是“ 4311 工程”——— 4
个人， 3 间房， 1 台彩电， 1 部录像
机。某县的农户管理标准化搞起了挂
牌子风：门号牌、遵纪守法牌、计划

生育牌、这“星”那“星”牌等等，
家家得买， 4 至 7 元不等。群众买的
牌子门上挂不下，只好钉在门口的树
上。有个乡大搞标准化建设， 34 个
行政村仅村室一项就向农民摊派 17 . 1
万元。有个村没有一个团员，也得领
取团委发给的 6 个达标牌，计款 300
元。

硬的基础设施要求标准化，软的服
务性工作也搞标准化，而且这也要求大
办，那也要求大办，达不到标准就扣分罚
款。什么村干部财产保险、村干部养老保
险等多个险种捆在一起，层层分指标，按
人头地亩向农民强行摊派。有的地方把
“指导”农民种多少亩棉花烟叶，推销多
少农药微肥，收购多少农副土特产品，列
为“服务”考核项目，达不到标准的就向
农民罚款。农民怨声载道：“你达标，他达
标，叫俺农民吃不消”；“这大办，那大办，
全是农民血和汗”；“服务说得很好，做得
好狠”。

禁不住最后一根稻草

殊不知此时乃“农民真苦，农村真
穷，农业真危险”时期，重负之压下的农
民，往往禁不住最后一根稻草。操作上稍
有差池，便导致恶性案件的发生。

1988 年河南省民权县大旱，全县
夏粮减产 41 . 9% 。这个县的程庄乡更
甚，减产 49 . 1% 。程庄乡程东村蔡庄
农民蔡发旺家，由于特殊原因情况更
惨，总共只收了 700 多斤麦子，不及往
年的 1/4 。虽然减产这么重，但全县粮
食定购任务却一两不减。程庄乡不但不
减，反而在县里分给的 509万斤任务上
加码 9万斤，且要求“全年任务一季完
成”。蔡发旺家定购任务 400 多斤，如
果完成的话，全家 7 口人就几乎没什么
吃的了，加上其他理由便顶着不交。

7 月 11 日夜，乡党委书记命令派出
所司法所干警，把蔡发旺“弄到乡里教育
教育”。68 岁的蔡老汉先是在屋里被干
警们用皮带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里铐
在树上打，头部、背部、胳膊、腿、睾丸等
皮开肉绽 18 处后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
睡，他用一根塑料编织带，把自己遍体鳞
伤的躯体，吊死在派出所门前宣传栏的
铁架子上。

蔡发旺“抗粮”致死引大批民众跟
闹，尸体装棺后堵住乡政府大门。自此，
乡政府基本处于“流亡”状态，领导不敢
打照面，普通工作人员在院墙一侧挖个
豁口出入。

这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发生的第一桩恶性命案。

口头上怎么说这样的事情，文字上
怎么写这样的事情，领导层怎么处置这
样的事情，都没有先例，故而上下左右均

不知所措。媒体失语，以至于死者陈尸乡
政府 200 多天无人问津。

我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死局”。作
为一个跑农村的新华社记者，不反映此
事，不是枉为其职吗？于是便到总社找
支持。国内部第二编辑室张新民、王京
文同志听我谈了情况后立即拍板：要，
你回去写吧！

回到郑州，我向分社领导汇报说，总
社让我写民权的案子。分社同意后，我和
老记者张玉林、朱广智同志，共去民权进
行了几天的详细调查，克服种种障碍摸
清事实真相，采写了《农民停尸乡政府
260 天的报告》，新华社分两期刊发参考
报道，农民日报以《一具冤尸与一个流亡
政府》公开发表。

报道立即引起反响。中央政法领导
小组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
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等相继批示，河南
省高法、省检察院、商丘地委迅速行动，
案件查处立即进行。

当这第一桩恶性案件发生时，我以
为是天大之事，全国都会震惊，各地都
会引为教训，不会再让此类悲剧重演。
谁知，有了这第一后，许多地方居然又
出了第二、第三、第……据我实地采
访，全国超过 2/3 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都相继发生了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
恶性案件。尤其在鄂豫皖湘赣晋陕这些
传统农区，连年、多发已不是什么稀罕
之事。引发恶性案件的最后一根稻草，
往往也就三五百元钱、三五百斤粮，或
者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 50元
钱、 19斤麦子……

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农民实在忍受
不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祸害，向
上反映告状，竟招来杀身之祸！

1994 年 7 月 31 日是个星期天，也
是我连续两个月业务值班的最后一天。
反常酷暑中两个月的上呈下达、采访安
排和稿件签发，令我头昏眼花。值班就要
结束，星期天又没啥稿子，不觉一阵轻
松。谁知还没等缓口气，电话铃响了，一
位朋友秘密来访(他让我绝对保密)，我
赶紧接待。

他谈的线索让我目瞪口呆：南阳地
区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村干部密谋，把
一个叫陈重申的农民给杀了！

“什么原因？”
“就因为人家向上级上访告状，反映

村里提留摊派多，农民负担重。”
不可能吧？
带着疑惑和地图，第二天刚一黎明，

我就和分社司机刘国章，冒着采访风险
(第二次再去时地方公安为防意外派便
衣跟着我)，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
上路。苍蝇乱飞乱爬的路边店水饺饱肚，
300 多公里奔波，直到下午我们才赶到
徐楼村。

村头上，一些人在树下避太阳。一
听我问陈家的事，立即围拢过来叙说。
还有人赶紧跑着找来陈重申的弟弟陈重
海、陈重奇。那一天奇热难挨，除我以
外的男子，几乎全都短裤衩子光脊梁，
我则长裤短褂“正襟危坐”，加上一丝
风也透不进人圈来，更使我热得汗流不
止。褂子湿了，裤子湿了，拿笔的手湿
了，捏采访本的手也湿了。然而我顾不
得擦一下汗，只是一个劲“嚓嚓”地往
本子上记。偶尔停笔询问细节，请几个
人同时证实某个事，掏出计算器计算每
家的收入和负担情况。越记心里越沉
重，越算心里越难过。渐渐地，从我脸
上往下淌的，有接连不断的汗水，也有
无法抑制的泪水。流进口里的，说不清
是泪水，也说不清是汗水，反正都又咸
又涩。

谈完又挨家访问农户，看到这个
村很多都是茅草房土坯房，不少人家
一贫如洗。陈重申所在的村民小组，
农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不过 3 0 0 多
元，然而却要负担人均 100 多元的各
种提留摊派收费。陈重申家更是穷得
不像样子——— 连个院墙门户都没有，
两座土坯房茅草房胡乱摆在那里。屋
里除了一个小柜子别无像样家具，全
部家当也就千把元钱。七八口人的这
个家，根本出不起好几百元的提留摊
派。于是， 58 岁的陈重申就根据中
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多次跑
邓州市、南阳地区和向省有关部门发
函，反映村里“三乱”(乱摊派、乱
收费、乱罚款)情况。陈的上访告状
行为让乡村干部非常气愤。乡政府主

要负责人授意村党支部书记“收
拾”陈，于是村干部就研究设谋，
黑夜里从家诱出陈重申将他勒死。

我到陈家时，陈的老伴正坐在一
张破竹床上哭，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
的话。

接着，我又去查看了陈重申被谋
杀的现场，沉匿尸体的倒虹吸涵洞，村
人不让埋葬停尸 18 天的草地……

此案的参考报道引起中央领导
同志高度重视，中央主要领导长篇
批示，内容广及农村基层组织、农
民负担、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宣传
等重要问题。最终 4 名党员干部被
判处死刑，两名判有期徒刑，数十
人受党政纪律处分。新华社、人民
日报、央视央广等各大媒体公开报
道，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十四届四中全
会话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列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
的决定》，为期 3 年的全国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展开。

2004：中央一号文件与

“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4 年伊始，中央颁发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央连发 5
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相隔 18
年之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我不由
心绪怦然——— 自 1999 年 12 月接手
《新华每日电讯》以来，我告别 18
年的一线采写生涯，把精力都用在
了办报上。 2004 年的一号文件，
是试图解决农村累积问题的转折性
文件，关乎几亿农民“转运”。作
为一名长期在农村采访、对农民的
喜怒哀乐感同身受的记者，再次深
入乡村与农民面对面拉家常、话喜
忧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于是，我们《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部提前策划，由我带领报社编
辑记者，联合新华社驻地方分社记
者，到鄂豫皖三省乡村调研十几
天。在媒体公开发表一号文件不久
的当年两会期间，《新华每日电
讯》推出三个版的《甲申农鉴———
鄂豫皖部分农区调查》，如实反映
一号文件面对的严酷现实。 400 多
家报纸网站转发，读者来信来电评
论以千计，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点
话题。河南代表团有的代表建议国
家尽早全部取消农业税，河南省更
要先行一步。

此后，鄂豫皖的这些乡村成为《新
华每日电讯》多年定点调研基地，报社
派多名编辑记者轮流前往采访调研，
少犯跟风、漂浮错误，也为自 2004 年
开始的每年一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
的效应提供镜鉴。

我们不无欣慰地看到，那一年 3
月 5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宣告：五年内取
消农业税！

这一宣告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积
极回应，一个接一个宣布提前全部取
消农业税。到年底，全国便有 2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 2005 年取
消农业税。

（下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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