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长期以来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国内外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

过对中世纪晚期农民土地占有面积、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粮食产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考察，认为

该时期英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提高，为其首先叩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奠定了丰富

而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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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而

中世纪晚期是其工业社会的孕育和启动时期。众

所周知，农业是工业革命的基础，那么，中世纪晚

期英国农业发展水平如何呢？长期以来国内外学

界没有达成共识，而且争议颇大。本文拟对中世纪

晚期英国农民土地占有面积、农业生产技术、农业

粮食产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进行考察，

希望通过以上分析，透视英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

社会转变的发展轨迹，以期深化对英国社会转型

的动因和历史进程的认识。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

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

在的源泉。
公元 14—15 世纪，特别是黑死病爆发以后，

由于英国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资源充裕，农奴制逐

渐解体，庄园组织名存实亡，农民获得土地的条件

变得相对有利。领主为了吸引更多的佃农耕种土

地，放松了租赁条件。如，伍斯特主教地产由于降

低了进入税，租种土地的佃农增加。除租赁土地以

外，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土地：从其他佃

户手中购买，与拥有土地的寡妇结婚，直接获取死

去领主的土地或者是佃户因为迁徙而放弃的土地

等等。达勒姆郡考普柏雷的威廉姆·怀特，1480 年

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 30 英亩土地，2 处茅舍，1482

年通过买进，他的土地数量从 60 英亩增加到 80

英亩。萨福克郡伯姆费尔德的约翰·迈尔，1461 年

继承了 48 英亩土地，通过购买和租赁，1478 年他

的持有地增加到 150 英亩。①

许多学者对于 12、13 世纪农民的土地占有情

况进行了判断与分析，一致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农

村社会中多数农民土地占有数量不足 15 英亩。如

希尔顿估计，虽然当时英国有的土地持有者拥有

12～15 英亩或更多土地，但大多数是在 5 英亩之

下。②戴尔对 1299 年克里夫教区的土地占有情况

进行了调查，显示占地少于 15 英亩的农户平均在

42%～45%之间，并估计人口稠密的东盎格利亚达

到 80%，而整个国家的持有小块土地 （15 英亩以

下）的农户平均是 50%。③以上研究结果大致相当。【收稿日期】2012－12－11

*

一、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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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3 世纪末持有 15 英亩左右及

以下数量土地的农民属于乡村社会中占多数的中

间阶层。
然而，14 世纪以后，持有 15 英亩以下土地的

农民则变成了乡村社会中相对贫穷的少数阶层。
如，米德兰的大部分村庄，1500 年多数农户至少持

有 40～50 英亩的耕地，虽然小土地持有者仍然存

在，但人数少多了。①另一个佐证———考古发掘也

可以反映出中世纪晚期农民土地持有的规模，赫

里福德郡的科德考特发现了 15 世纪末一户农民

的两个谷仓遗存，每一个都超过 60 英尺长，可以

储存 160 英亩的谷物。②戴尔研究了英国中东部地

区两个村庄的土地持有情况，对 13 世纪中期和 15

世纪中期两个时段农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和比例进

行了比较，通过此表，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民持有土

地数量的变化情况。

土地持有规模的长期变化③

尽管这时英国农民持有土地数量的变化存在

地方性的差异，但是多数农民土地面积扩大的趋

势十分明显，户均占有土地的面积普遍增加，小土

地持有者数量减少。波斯坦同样认为，在英格兰农

耕区，平均半维尔格特惯例土地持有者可以满足

一户农民家庭的生活之需，这是维持一个普通家

庭最低生活标准的土地占有量。④经过史家反复考

证，到 1480 年，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大约 3/4 的农户

拥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满足生活所需。⑤显然，中世

纪晚期多数农民的土地拥有数量超过了这一标

准。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增加

土地的拥有量是提高其生活能力最有效的方式。

如果没有土地，人们无以为生，而土地则需要

农民的精心管理和利用才能更多的转化为人们所

依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中世纪晚期是英国农耕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

时期。12 世纪时，三圃制被引进到英格兰，到 14 世

纪，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实施。克拉潘强

调“在公元 1300 年时，可以肯定地说差不多都采

用了三圃制”。⑥所谓三圃制，就是将土地分为三部

分，1/3 休耕，1/3 秋天播种小麦转年夏初收获，还

有 1/3 在暮春播种燕麦、大麦或豆类，秋季收获；耕

地以三年为期轮作。与二圃制相比，三圃制的实施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是农耕制度的一大进步。
14—15 世纪，英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三圃

制又逐渐被谷物轮种制所替代，休耕土地进一步

减少。1268—1269 年诺福克郡南沃什汉姆伯爵地产

上出现了废除休耕地的最早记录；从 14 世纪开始，

其他各地减少或废除休耕地的记载逐渐增多。据

考证，1350 年后的 80 年中，诺福克郡的 18 个地产

上休耕土地的平均面积只占全部耕地的 13.5%。⑦原

来的休耕地不再抛荒，或者减少休耕年限，将每 3

年一次改为每 4～6 年一次。利用原休耕地种植饲

料作物，如豆类、苜蓿、芜菁等，⑧充分利用地力，合

理地进行各种农作物的轮作。休耕地的减少进一

① C.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p.78.

② D. Gaimster; P. Stamper, The Age of Transition: The Archaeology of English Culture 1400- 1600, Oxford, The Short Run Press,

1997, p.7.

③ C.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 1520, p.141.

④ [英]M·M·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32 页。
⑤ C.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175.

⑥ [英]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王祖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 年，第 101 页。
⑦ B. M. S. 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The Economic History R 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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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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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了土地的耕种面积，农民随之采取劳力密

集投入的方式加强了田间管理，例如多次耕作、大
量施肥，除了自己羊圈里的粪肥以外甚至还用船

从诺维奇运来肥料。①这种新的耕作方法在三圃制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了粮食和饲料的产量，而

且比单一种植粮食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14 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农民持有土地面积的

扩大和粮食收获量的增加，米德兰和南部地区实

行了农牧结合的土地轮作制，到 16—17 世纪这种

方法成为大租地农场主采取的主要耕作制度。由于

土地耕作面积增加，肥料的作用变得突出，为了使

土壤有足够的肥力而避免贫瘠，土地持有者往往将

土地耕作几年之后改为牧场，用于放牧，过几年之

后再变为耕地，畜牧与农耕依次轮换。由于生产技

术的进步，30 年代以后，当大陆上部分地区还存在

食物危机时，英格兰的饥荒基本消失了。②轮换耕作

制的实施，使英国从 15 世纪就开始了从以种植业

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牧结合的近代农业过渡。
在新的耕作制度得到广泛推广的同时，中世

纪晚期先进的生产工具———重犁代替了传统的轻

犁在英国普遍使用。重犁是一种装有轮子的新型

犁具，在轻犁来回犁耕几次的土地上，重犁只需深

耕一次反而翻地更加彻底；重犁的使用还为土地

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在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口

下降，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重犁的使用优势明

显，既提高了耕作质量，又节约了劳动力。
重犁的推广使用，提高了对畜力的要求。作为

效率较高的挽畜，马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农耕生

产之中。与传统的牛耕相比，马具备耕作速度更

快，劳动时间更长的优势。13、14 世纪以后马的使

用数量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在伍斯特的 3 个庄

园，马在挽畜中的比例分别是 17%、60%和 70%，③

显然这里已经大量使用马进行农耕生产。有些地

区使用马、牛混合的犁队进行农耕，如，1291 年，在

圣·贝内特修道院的瑞德汉姆和劳恩德地产上，有

2 头牛和 2 匹马组成的犁队；在阿克尔地产上，3

匹马、4 头牛组成了两个犁队。在土质干燥和疏松

的地区，耕牛已经比较少见，而专门用马进行农耕

生产，如 1343 年，在斯瑞特比庄园中，持有 26.5 英

亩的农户拥有 3 匹马，其中 2 匹马犁耕土地，另一

匹马则用来耙地，该庄园附近的地区也有类似的

记载。④生产工具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

效率。
这一时期，农民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田间管理

的先进方法：土地的精耕细作，多次深耕，一年中

至少实行三次犁耕（春、秋、冬）；科学合理的施肥，

充分利用植物肥料、牲畜的粪肥和富含矿物质的

天然泥灰来提高地力；利用密集播种来抑制杂草

生长等新的生产技术，⑤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是生

产力提高的重要手段，这一切极大地推动了英国

农业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英国农业土地产

出率于 14、15 世纪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西方史

学家对中世纪土地亩产量的估算，我们对比 13 至

15 世纪，可以清楚地看出中世纪晚期农作物产量

变化的轨迹。
关于 13 世纪英国的粮食产量，许多学者研究

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英国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罗

杰斯考察了英格兰大量的庄园账簿，估计 13 世纪

小麦的亩产量是 8～9 蒲式耳。⑥卡洛·奇波拉在

《欧洲经济史》一书中估计，13—14 世纪欧洲大部

分地方的小麦收成是种子的 3 至 4 倍，也就是大

约在 7.2～9.6 蒲式耳之间。⑦据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英国 13 世纪的粮食亩产量大约是 8～9 蒲式

耳，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基本一致。
14—15 世纪农作物产量逐渐提高。当代三位

中世纪农业史专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伦纳

① C.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 1520, p. 127.

② [英] M·M·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 14 页。
③ C.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 680- 1540, Cambridge,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80, p.327.

④ B. M. S. 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The Economic History R eview,

pp.37,38.

⑤ R . Hopcroft, The Social Origins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No. 6. (May., 1994),

p.1562.

⑥ J. E. T. R 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6, pp.683~684.

⑦ [意]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54 页。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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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 15 世纪英国农作物的亩产量进行了细致的

研究.肯特郡的埃蒂萨姆：小麦 12 蒲式耳，大麦 16

蒲式耳，燕麦 20 蒲式耳；哈特福德郡的安斯蒂：小

麦 8.25～8.5 蒲式耳，大麦 26.5～26.7 蒲式耳，燕

麦 9.25～9.5 蒲式耳。①坎布尔通过对诺福克郡进

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为：14 世纪平均每粒种子的产

出比例：小麦：1:5.6，裸麦：1:4.4，大麦：1:3.4，燕麦：

1:2.8；粮食平均亩产量：1300—1324 年，小麦 14.9

蒲式耳，裸麦 10.0 蒲式耳，大麦 16.1 蒲式耳，燕麦

13.3 蒲式耳；1325—1349 年，以上各项分别为：

15.6，10.5，17.2，15.0；1375—1399 年 分 别 是 ：

12.9，10.0，17.3，14.0；1400—1424 年 分 别 是 ：

12.7，9.9，14.9，13.9。②克拉克对小麦的亩产量做出

的 估 算 是 ：1300—1349 年 ，12.0 蒲 式 耳 ；1350—
1399 年，12.5 蒲式耳；1400—1449 年，13.0 蒲式耳；

1450—1499 年，13.6 蒲式耳。根据各项统计数据计

算，1450—1650 年英国小麦亩产量增长了大 约

30%。③英国的小麦亩产量明显高于同期欧洲其他

国家。15 世纪末期，英国为 275 市斤，法国为 183

市斤，意大利为 207 市斤。④

由于土地产出率提高，农民有节余，中世纪晚

期英国的粮食市场一直比较活跃，全国中小集镇

中都设有专门的粮食市场。除满足国内需求外，粮

食大批出口，莫尔在《人民英国史》一书中描述，

14、15 世纪根特和布鲁日等佛兰德尔地区的城市

人口依靠英国的小麦过活，否则，势必至于饿死。⑤

到 16 世纪英国已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伦敦也成

为全国的粮食集散地。粮食产量的增长，提高了农

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为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提

供了保障。同时，粮食的节余还可以释放出大量的

劳动力，促进其他产业生产的发展。

土地持有面积的增加与粮食产量的提高，为

农业经营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
13 世纪以后畜牧业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

突出。特别是养羊业逐渐成为农民重要的经营手

段，而且在经济上的前景日益可观，发展为这一时

期英国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畜牧业的兴起

与发展为农民增加了现金收入和食物来源，还为

生产提供了畜力和肥料。英国因为拥有最好的牧

畜地区，具有优越的放牧条件，而且羊毛质量优

良，所以，农村中的各个阶层几乎都热衷于养羊。
在威尔特郡税收账册上记录，西海茨的威廉姆·
德·普特在 1225 年饲养的牲畜有 1 匹马，6 头牛，4

头奶牛，4 只小牛，1 头猪和 52 只羊。剑桥郡的低

地地区在 14 世纪早期就有农民饲养 200 只家禽

与 300 只羊的记录。⑥

14 至 15 世纪畜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根

据坎布尔对 1250—1850 年诺福克郡农业问题的

研究，可以看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牲畜饲养结

构的变化、饲养能力的提高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据

考证，1300—1500 年，东诺福克地区的诺维奇修道

院地产上的羊群数量提高了四倍。黑死病后，在米

德兰一些村庄，拥有 300 只羊群的约曼极为平常，

许多普通佃农平均拥有 30～60 只羊。有些农民只

耕种少量的土地，把经营的重心转向畜牧业。约克

郡斯特伦塞尔的托马斯·维卡斯于 1451 年租种了

两块土地用于耕种，但是他的主要利润则来自饲

养的 799 只羊、198 头牛和 92 匹马。还有些农民专

门从事畜牧业，以向市场出售为目的。如，理查德·
斯科拉斯每年支付给教区 20 英镑的租金，以苏塞

克斯郡被遗弃的村庄为牧场，饲养了多达 4366 只

羊，获得了超出租金的高额利润。⑦

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

系，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与生存能力，扩大了他

们的收入来源，而且畜牧业在英国经济中的重要

性也日益突出。据统计，1357—1360 年，出口的羊

毛多达 45 个品种；对英国人来说，13、14 世纪的出

① R. Lennard, The Alleged Exhaustion of the Soil in Medieval Englan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2, No.125, (Mar.,1922),

pp.24~25.

② B. M. S. Campbell; M.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

1250- 1850, Past and Present, No. 141. (Nov., 1993), p.30.

③ G. Clark, Yields Per Acre in England Agriculture, 1250- 1860: Evidence from Labour Inpu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No.3. (Aug., 1991), p.456.

④ 周广远：《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世界历史》1982 年第 1 期。
⑤ [英]阿·莱·莫尔：《人民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 年，第 120 页。
⑥ C.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 1520, pp.30~131.

⑦ C.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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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1960s,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nagged by problem of deindustrializ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as the first industrialized country, Britain's academia give more

attentions to this problem and even debate on i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tter. The paper

wants to summary their study from three aspects: what is deindustrialization; what causes deindus-

trialization; whethe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tter and how to solve de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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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Rural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among the scholars of abroad and domestic.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reas

of farm land of the peasa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he production of Corn a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It argues tha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

tivity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is much higher than before for its developing for a long time,

this provides a firm base for its first beginn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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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跟羊毛是同义词。爱德华四世时期的法案

也表明英国的羊毛生产构成这个王国的“主要的

和基本的农产品”。①

从 15 世纪起，养羊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以呢

布业为龙头的乡村工业的广泛兴起，英国工业重

心呈现出向农村转移的态势,为农民提供了从事非

农业生产的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14 世

纪中叶至 15 世纪末百余年间，农村织布业产量翻

了 14 倍强，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还衣披半

个欧洲，成为英国产业和贸易的重要支柱。由于呢

布纺织业深入农村，生产规模扩大，成为英国的民

族工业，呢绒出口量上升，14 世纪末呢绒出口量约

每 年 4 万 匹 ， 到 1437—1447 年 间 达 6 万 匹 ，

1499—1500 年更达 7 万匹之数。②中世纪晚期，以

纺织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的兴起，使农民的产业

经营方式由单一农业种植的“一元经济”转变为农

业种植、畜牧业与乡村工业相结合的多元经济结

构。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

升，创造出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了英国社会经

济的繁荣。同时，英国社会独特的传统习惯和法律

机制，又赋予了社会基本劳动群众一种“原始个人

权利”，这种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农民利益

保护的屏障，使得社会的底层民众能够在超经济

强制的条件下逐渐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从而为英

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打下了全面

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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