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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大躍進運動中名噪一時的河南省省長、後來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在「信陽事件」批判會議上承認：「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1958年風雲一時的吳芝圃，曾提出「躍進的哲學」1，是當時的「左王」；但大躍進

失敗以後至今天，他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唾罵。

一　1957年反右傾、水利化開河南大躍進先河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持制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

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

全會上，省長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批判獎勵發

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糧食問題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省全會決定停止

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

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2。自此，以吳為代

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佔據主導地位，吳也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實際上，

河南省委內鬥爭由來已久，50年代初，潘、吳在平原省、河南省合併的人事問

題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

題」，吳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復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的意

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放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衝突，進一步

擴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秋天吳芝圃的勝出，在政治上為他的

大躍進掃清了道路。

吳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

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3這的確是實際情況。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

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

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

●  徐　明

大躍進運動中名噪一

時的河南省省長、後

來的省委第一書記吳

芝圃在「信陽事件」的

批判會議上承認：

「我欠河南五千萬人

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

清。」1958年風雲一

時的吳芝圃，曾提出

「躍進的哲學」，是當

時的「左王」；河南大

躍進失敗以後乃至今

天，他一直受河南人

民的唾罵。



38 百年中國 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12月，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

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

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譚震林再次赴會

講話。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簡報》，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

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

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於是，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巿、縣領

導、農林水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

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標。很快地，�生大躍進、工交大

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一個接一個出台。元月底，吳芝圃在省

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

「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

教育4。

據吳芝圃說，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

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億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億公方⋯⋯灌溉面

積，共達到一億二千五百四十六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

拿馬運河」5。實際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

只能完成2,909萬土石方，後來持續躍進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

也只完成1.34億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億立方米，

到現在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不到耕地總面積的一半。全省地方資

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同期中央投入

2.75億元），至於群眾投勞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

1958年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其中7個

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46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

南民工三萬人。1959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11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

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乃至今日）的實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

工，保質保量的作風完全被敗壞；昭平台、鴨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

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

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

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

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計劃利用黃河故道蓄水40億立方米，也

未達到目的。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

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

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

到灌溉面積指標，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鹼化，1961年鹽

鹼化面積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

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

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一塊地對一塊天」。可是在瞎

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一

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水利

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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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南的高指標與「放:星」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

圃，對高指標和大躍進起_關鍵的作用。吳代表河南參加成都會議，提出完成

前述指標的時間，比元月時的省委決定再大大提前。他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

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

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

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

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

好。」又說一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

張」。會議過程中，毛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河南的水利

全國第一，達4,800萬畝」。被毛肯定的數字，已是1957年實際指標的2.4倍6。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

275-300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農村要併社、併村、牲畜併槽餵養。後來吳

芝圃在檢討書中透露，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半開玩笑地對吳說：「你是馬列主

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河南一年實現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實現了，其

後果也不堪設想」。但無論如何，毛與吳芝圃在當時也想像不到，大躍進在河南

造成的「不堪設想」的後果究竟是甚麼。

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

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星」。6月13日，河南省委

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103億公斤（實際只有50億公斤）7。接_，西峽縣先鋒社的

6,494斤、西平縣和平社的7,320斤、躍進社的7,201斤、鄧縣歲營社6,541斤，「�

星」相繼見報8。到秋季水稻收穫，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48,925斤9、光山縣鋼

鐵公社31,302斤bk、商城縣躍進公社30,009斤bl的「�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

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

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供人參觀。

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

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

到七百餘億斤」。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

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bm。不合實際的高估產

導致秋季大豐收的「躍進計劃」，但更為嚴重的是，河南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徵購

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

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豫南即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

三　人民公社的太陽從河南升起

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

吳芝圃迅速貫徹這一精神，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4月20日，河南遂平縣Ò岈山

紅�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併成一個大社。接_平輿縣也辦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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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 個。平心而論，河南農村出現新的基層組織並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熱潮、地方

和農村工業發展、登封縣農業大學的出現，都促使上下思考這個問題。激進的

共產黨人致力找尋既能促進經濟躍進又能實現社會革命的全新社會組織形式，

吳芝圃是省委¯最熱心探討這個問題的人。他後來概括說：「由於工農業生產力

的大躍進，農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公社「不但

解決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把農

村經濟引向繁榮，更加便利於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好條件」bn。劉少奇曾經回

憶，1958年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個人「吹半

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火

車到鄭州，劉在車站與前來接送的吳芝圃談了十來分鐘，說：「我們有這樣一個

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bo吳的熱情很高，說大社都有了，只是還不叫公社。

得到中央領導的理論點撥，吳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共產主義的大試驗。

信陽地區小麥「高產�星」正是向小社併大社熱潮奉獻的第一件禮物。5-6月，遂

平、平輿的合作社都併成大社；7月中旬，併社在豫南地區迅速鋪開。

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巿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

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併大社的經驗成績。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

驗，把Ò岈山�星大社叫作「共產主義公社」。吳在會後抓緊部署，全省掀起併

社熱潮，8月13日省委匯報已完成計劃的52.42%。新鄉地區的修武一縣一社，有

農戶29,193戶。當時，地方大辦工業，興起土法製造滾珠軸承，全民以此為中心

搞農具改革運動。商邱地區投入人員達100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鐺響」。種

薯與土地深翻是另一個熱點，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

種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

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吹噓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

斤bp。7-9月，每天有3,000人參觀Ò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

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

社已合併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佔總農戶的

95%bq。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

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

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br

河南農村大躍進熱潮深深感染了毛澤東，他在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到河南

修武的一縣一社，說：「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勞動集中、土地集中經營，

力量就不同了。」並要求把Ò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

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大社要與自然條件、人口、文化等各種條件結合起

來」bs。毛澤東後來在廬山會議（1959年7月23日）承認自己之所以受大躍進熱潮

感染，是因為去了河南調查：「叫河南同志跟《紅旗》雜誌合作，搞了一個�星公

社的章程，我得了那個東西，如獲至寶。你說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

點⋯⋯。」原來，毛在吳的陪同下，在8月上旬就巡視了河南。8月6日到新鄉縣

七里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

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

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次日，毛澤東到襄城縣視察煙地與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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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

現人民公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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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順路又看了深翻土地出名的長葛縣五四社的玉米。8月8日，他又到商邱縣

中華社看了紅薯與水稻的長勢（這¯後來改名雙八公社以作紀念）bt。

吳芝圃為北戴河會議準備了最實際、最寶貴的素材。北戴河會議的第一

天，Ò岈山�星公社試行簡章就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併

發到與會人士手中。9月1日、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Ò岈山

公社簡章，這是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最早的章程。1958年是吳最行時的一年，

他宣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四年實現共產主義。他在修武實

驗，以縣為單位搞全民所有制，農村牲口飼養室點燈用油都需到縣¯去領。由於

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煉鋼，

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一線，公社辦起食堂、幼兒園，稱「家務勞動社

會化」。人們在惶惑中憧憬_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吳芝圃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

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

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9月27日，劉

少奇證實：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

四　大躍進深化河南「反右傾」

吳芝圃批潘復生的右傾，促使河南大躍進的到來；反過來，大躍進又加速

了對右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

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巿、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一種是右派反

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把潘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

「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

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義的，不處理也

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志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

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群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你說

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他人區分

開來，「潘復生同志不同於其他幾個省⋯⋯，他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

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ck。八大二次會議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

匯報了河南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吳進而準備了〈右傾機

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稿，強烈要求清洗潘，同時把住院的潘拉

到會上，讓光榮地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河南省常委批鬥。八大二次會議還未

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復生職務。會後，吳從北

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鬥。

吳芝圃在「放�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

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復生、楊Ô、王廷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

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

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掀起批

鬥潘、楊、王的群眾運動，省報發表批鬥「潘、楊、王」的消息，寫了社論。結

北戴河會議的第一

天，[岈山�星公社

試行簡章就發到與會

人士手中。9月1日、

4日，《紅旗》雜誌與

《人民日報》相繼發表

這份人民公社化運

動中最早的章程。

1958年是吳最行時的

一年，他宣稱：一個

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

主義；河南四年實現

共產主義。9月27日，

劉少奇證實：河南已

決定農民吃飯不要

錢，實行糧食供給制，

看來大家都贊成。



42 百年中國 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洛陽的王慧

智曾被鬥得神經失常。當時趙文甫書記總結說，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

通過7-9月在經濟、政治上的苦鬥，吳芝圃已取得矚目的進展，《河南日報》

10月19日發表吳的署名文章〈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吳回顧了河南躍進的

歷程，批判右傾份子的「生產悲觀論」，認為河南人抓住這個對立面，通過四

大，「興無滅資，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紅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幹，徹底粉碎

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謬論」。他吹噓令人瞠目的成績，剖析躍進的發生機理。在

生造的思辯氣氛下，大躍進的觀念被吳芝圃昇華到思想領域，他庸俗地認為，

精神的解放轉化為經濟的躍進；而以高指標、高速度標誌的經濟大躍進實踐和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與躍進。吳芝圃提出：「只

要有決心，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勝天』的地步」。他從理

論上詮釋了風行一時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用偽哲學、偽科學為浮誇

風正名。文末，他歡呼「哲學躍進的鐘聲響了，行將見哲學的花朵開遍大地」cl。

河南果然掀起農民學哲學的高潮，同時，基本實現「無文盲省」，全省興辦紅專

學校3.5萬所，「已有」高等學校71所。

12月下旬，吳主持省黨代會，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運動與大躍進，並作出

《關於潘復生、楊Ô、王廷棟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cm。

1959年8-9月，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後，吳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會，再次批

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幹部右傾，把反「潘、楊、王」鬥爭推到頂點，繼續打下去

一批幹部，從而浮誇也走到極端。1959年麥收前，吳用半個月跑了32個縣，一

路叫下面虛報產量；回到鄭州發表長篇講話，確定夏徵任務，結果許多地方糧

庫透底。吳在1961年1月的檢討中承認：「不但沒有接受1959年的教訓把浮誇風

壓下去，而且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以後，浮誇風又變本加厲了。」當時，吳把

荒年吹成豐年，估產糧食200億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產、生活，以及糧

食徵購和基本建設，維持躍進假象。

伴隨1958年反右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綱過長江」、「一年實現四

無」、「一年綠化全省」和一個月全省公社化之外，還有全民大辦鋼鐵。1958年

3月18日，河南就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

社社辦鐵廠」；7月會議再次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河南

第十次全會，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研討高速度發展鋼鐵，確定「苦戰

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實現翻番。9月12日，省報號召「苦戰

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

4,396噸。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

噸，放了「�星」。10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星」、

「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

餘座cn。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炒鋼

法。頓時，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參觀者人山人海co。到11月，毛澤東在

鄭州會議前夕問新鄉地區有多少人參加煉鋼，答曰120萬（其中40%是女人），佔

總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煉鋼，毛不無嘲弄地問有多少是鐵，有多少是鐵渣cp。

新鄉只是一個典型，安陽、洛陽、許昌、南陽、信陽等地，大量農民上山煉焦、

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

伴隨1958年反右傾，

河南除了「一年水利

化」、「一年上綱過

長江」、「一年實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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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

的濫伐⋯⋯而吳芝圃的功勞簿每加記一筆，河南農民就向更深的苦難邁近一步。

五　從「共產風」到大饑荒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颳起了一場中共稱為的「共產風」。省委的報告坦

陳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

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

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他財產

自動交給公家」cq。Ò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場、萬豬場、萬雞山，集全社各

村莊的人員、樹木、磚瓦，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牽去192頭牛、趕走89頭豬和

2,700隻雞，即大功告成。主管工業的薄一波將之概括成「見錢就要，見物就調，

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則向毛報告，1958年冬天，從百姓手

中收取的財物折款達30億元，而首當其衝的河南會是多少呢？即便是每個農民

10元，就會是四億多；計算人工，僅是新鄉地區120萬人煉鐵百日，就將耗去1.2億

個工日；三年勞而無功的水利建設消耗的也許是數十億個工日。1959年初毛在鄭

州會議上承認與農民關係「有點緊張」，並向河南四個地委負責人承認，河南的窮

富拉平是掠奪、是搶劫。1958年全省生產、積累、稅收佔70%，農民只分30%，

公共食堂的建立，一

度使某些人誤以為進

入了烏托邦的天堂，

圖為大躍進期間廣東

番順縣龍山人民公社

的公共食堂用膳情

況。



44 百年中國 豬羊雞鴨歸公社，大�、蘿蔔、白菜也歸公社。吳在1961年1月檢查，說省委提

倡颳共產風，「如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

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共產風以空前的規模

集中了生產資料，而且進一步剝奪、集中了農民手中僅存的生活資料。公共食

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誤以為進入了烏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農民

的口糧，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使接踵而至的糧食危機給予河南毀滅性打

擊。

農村的風颳到城¯，城巿也紛紛建立公社、大興基建、大辦工業。1958年

全省基建投入16.04億元（是年財政收入僅14.16億元），吳芝圃統計：「截至八月

底，全省新建和擴建各種廠礦三十七萬八千多個。」cr該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

職工129萬人，職工總數超過1957年一倍多。城巿經濟急劇膨脹，比例嚴重失

調，加劇了糧食緊張。城巿的共產風也將巿民的私人房產收歸國有。

從反右傾鬥爭不斷深化來看，可以想見吳芝圃一直面對_阻力。1958年，

因為與農民的關係緊張，一些地方幹部與群眾有意見，省委幹部也有微詞。一

次會上，吳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計劃，同僚和者甚寡，僅毛澤東冷清清地鼓

掌。但在不久之後的兩次鄭州會議上，毛一度態度變化，希望調整和農民的關

係。吳芝圃不識時務，仍津津樂道於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料，多次讚賞

他的毛澤東也不滿起來，毛在鄭州會議上對吳與王任重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

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cs會後，一行路經遂平、

信陽到武漢，毛居然說：「你們當左派，我右傾。」在武昌會議上，毛繼續發揮：

「水利任務，今冬明春全國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有各種各樣的

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ct毛甚至要求

整頓公社四個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個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

其餘的都跑了。我也會跑的，怎麼不垮呢？既然托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就

不會垮？」dk但吳芝圃顯然無法理解毛的縱橫捭闔，他跟不上領袖的變化節奏。

1959年4月，河南討論中共中央「縮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方針，對

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鋼由80萬噸調為22萬噸，生鐵由150萬噸調為80萬噸，

糧食由500億公斤調整為325億公斤，基建投資由18.6億元調整為13.6億元。可是

調整後的指標依然高不可攀，結果年終落實產量，鋼只有5.14萬噸，生鐵69萬噸，

糧食只有97億公斤。基建投資竟然仍按原計劃，強行完成18億。但是吳芝圃並不正

視1959年的實情，在12月中下旬的計劃會議上，要求1960年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

持續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1959年增長55.7%，糧食270億公斤，鋼鐵達到150萬噸。

持續幾年的左傾蠻幹，河南工農業、城鄉供需關係、財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趨

緊張，農村問題已非常嚴重。可是，吳芝圃仍然要維護大躍進這色彩斑爛的氣

球。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

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辦

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至頂點。

為挽救生產，地方幹部和群眾在1959年嘗試「包產到戶」，甚至得到耿起

昌、王慧智這些地委書記支持。秋後的反右傾沉重打擊這些苗頭，河南省委向

中央報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典型，將包產視為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

主義道路。

1959-1960年河南連

續大旱災，大躍進、

公社化、共產風造成

的災禍終於徹底敗

露。由於高指標、高

徵購、高調撥和極大

的浪費，鄉村糧食儲

備告罄，農民幾無糊

口存糧。信陽地委報

告，1959-1960年冬

春，有的隊的死亡率

達30%。深知這些情

況的吳芝圃，竟對中

央謊稱只有5 %的群

眾生活安排不好，堅

持不要救災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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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0年河南連續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造成的災禍終於徹

底敗露。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

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1960年農業產值再下

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畫餅不能充飢，河南城鄉民眾陷入飢餓

中。由於高指標、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幾

無糊口存糧。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後來統計，

全省牲口死亡74萬頭）。信陽地委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

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恰恰是Ò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佔其總人口的

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dl。深知這些情況的吳芝圃，竟對中央謊稱只有

5%的群眾生活安排不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甚至高徵購不退，仍維持徵購72.

58億斤。按官方統計數字，當時農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糧。實際上，由於大辦地

方工、副業，大辦公共食堂，飼養場集中飼料，高產密植消耗大量種子，導致

所剩口糧不多，也不在農民個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斷

糧。吳芝圃在1962年1月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

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

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

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沒有檢討他當時居然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

與此同時，吳也迫使幹部講假話，對講真話的人施予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

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份子、「階級異己份子」關押起來。

嚴峻的局面已經出現，但1960年《河南日報》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仍堅

持全面躍進；兩次鄭州會議上已對高指標有所異議，譚震林與吳芝圃還繼續搞

畝產雙千斤試驗；信陽地區正在餓死人，但在毛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卻隱

瞞不報。這年2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慌張地告訴吳芝圃發生死人問題，吳卻

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4月15日，吳芝圃榮耀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芬蘭共產黨

黨代會。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吳不主張處分他，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

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死人的事不斷擴大，密縣、黃泛

區、鄲城、永城、虞城等縣因饑荒、疾病相繼出現死人事件。農民三餐在公共

食堂喝稀湯，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飯充飢，有人連鍋也沒有，早被砸了煉鋼；

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那些極左的鄉村幹部抓起來批鬥、吊

打，被說成是壞份子、是地富反壞。信陽地區打人成風，向農民、幹部逼糧，

全區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據凱恩（Penny

Kane）統計，1952-1957年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

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dm。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只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

白堊土充飢，城巿群眾也以代食品——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省政府

10月發出調整城鄉口糧的規定，並急忙向四川調糧，但糧食大省四川這時也已

無糧可調，遂向東北、廣東借糧。但整個1960年，河南僅僅調入9,200萬斤毛

糧，人均不到兩斤。種種努力已來不及遏止饑饉的蔓延，浮腫病大量發生，因

飢餓病死的人數迅速增加。共產風與浮誇風摧毀了農業生產力，1960年糧食產

量跌至177.38億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億斤。經過幾年的調整、恢

復，直至1965年，河南糧食產量才回升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吳芝圃的浮誇、大

躍進的徹底失敗，使河南人民則付出了生命的慘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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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 現將大躍進前後河南糧食的統計數據羅列如下：

　　　　 表1 河南省糧食統計資料 單位：億斤

年份 糧食總產量 國家徵購量 外調糧食量 備註

1957 236.01 48.40 -0.2 調入

1958 252.91 75.43 14.78 調出

1959 194.89 72.58 8.04 調出

1960 177.38 44.02 -0.92 調入

1961 136.85 22.30 -5.69 調入

1962 180.60 25.66 -4.14 調入

1963 157.58 25.09 -13.82 調入

1964 190.10 21.43 -18.76 調入

1965 233.2 31.02 -11.94 調入

資料來源：根據河南省糧食廳的糧食統計資料。

表2 河南省人口的自然變動與全國比較（1954-1964） 單位：‰

年份

河南省 全國 河南省 全國 河南省 全國

1954 37.0 38.0 13.3 13.2 23.7 24.8

1955 30.8 32.6 11.7 12.3 19.0 20.3

1956 35.8 31.9 14.0 11.4 21.8 20.5

1957 33.7 34.0 11.8 10.8 21.9 23.2

1958 33.1 29.2 12.7 12.0 20.4 17.2

1959 28.0 24.8 14.1 14.6 13.9 10.2

1960 14.0 20.9 39.6 25.4 -25.59 -4.5

1961 15.3 18.1 10.1 14.3 5.1 3.8

1962 37.5 37.2 8.0 10.1 29.4 27.1

1963 45.0 43.6 9.4 10.1 35.6 33.5

1964 36.0 39.3 10.6 11.5 25.4 27.8

資料來源：林富瑞、陳代光：《河南人口地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15。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從表中可見，1958、1959年是徵購最多、唯獨調出的兩年。

「民以食為天」，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這至今仍

是一個謎。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300萬，有說200萬。按官方

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

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按1954-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保守地估計，

多死亡了兩百多萬人；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

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信陽地區餓死近一百萬人。直到80年代

中期，大別山區一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由表2可見，河南的出生率、死亡率受大饑荒影響很大，凱恩的著作也說明

了這點。但十分荒謬的是，在吳芝圃的授意下，信陽地委的報告居然把大量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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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其性

質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徹底」。1961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和中

央寫的檢查中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

慘絕人寰的程度」；錯誤原因卻是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階

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自己「除了在執行政策、工作作風上有嚴重錯

誤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觀點和思想意識上個人主義在作怪」，「惟恐怕損

傷了三面紅旗⋯⋯」。讓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元旦卻批轉了信陽地委

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都應照此執行，迅速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

擊反革命復辟勢力，反掉五風。中央批示反而助長了河南整風整社中的左傾錯

誤dn，整風整社不去糾正省委犯下的左傾錯誤，而是再次打擊基層幹部，搞擴大

化，一大批縣級、公社級幹部被關押；整風也嚴重打擊了早已被剝奪了土地與

其他生產資料的原地主、富農份子和他們的子弟。

當然，河南大躍進的大失誤、大失敗，生產大倒退，非正常死亡兩百多萬

人，是無法靠鬥爭幹部和地主來解決的。1961年元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

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

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

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第一書記，吳改任第二書記。劉建勳開始了所謂「救災書記」

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吳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同時，省

委作出《關於潘復生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

吳芝圃的共產主義實驗，終以犧牲數百萬人的生命、折損河南工農業元氣

而結束，他自己也成了大躍進的政治失敗者。但吳芝圃平安離開了河南政壇，

他沒能聽見人們的痛罵，也沒想到河南人在文化革命中把他的極左思想當作「走

資派」來批判。作為特定時代政治文化的典型，吳芝圃給二十世紀中國留下了深

刻的影響與教訓，值得今天的國人沉痛反省。

＊ 本文部分資料由河南省直部門有關人士和「文化革命」史料收藏者武彩霞提供，而部分史

實則是向有關當事人採訪獲得，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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