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下半年，根據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

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和《關於組織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示》，全國

農村普遍開展了一次以富裕中農為主要批判對象的兩條道路大辯論和討論農業

發展綱要四十條，開展了以農業生產大辯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

政治思想批判運動雖然對提高幹部群眾的思想覺悟、鞏固合作社、解決糧食統

購統銷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時掩蓋了大量問題，出現了嚴重偏差，實際上

成為反右擴大化在農村的延伸和發動大躍進的先導。對於這一問題，尚未引起

學術界的深入研究。本文從山東省昌濰專區個案出發，試對其歷史過程與偏差

作一初步的梳理與分析。

一　起因與發動

由於中國農業合作化過急、過快，在1956年秋收分配前後，合作社內部存

在的嚴重的公有化程度過高、管理體制、平均主義、幹部作風等問題凸現，導

致一部分農民，特別是富裕中農的收入銳減，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在全國

範圍內出現了一股鬧社、退社風潮。對此，中央和各級黨委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但沒有從根本上遏制。1957年春，這股鬧社、退社風潮進一步發展、升

級，全國農村普遍「吹來一股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颱風」。據昌濰專區統計，「入

春以來，全區已退社的3,904戶，其中中農和富裕中農佔70%」1。部分富裕中農

公開指責合作社，「合作社趕快荒了地吧，明年好單幹」，「合作社一年不如一

年，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單幹，單幹不如戰前」，「合作社有四大優

點：『年年減產，牲口死的多，糧食不夠吃，沒錢花』」2。同時，夏季糧食統購

也發生了困難。昌濰地委書記陳洪波在益都縣四級幹部大會上指出：「全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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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購850億斤，今年夏天完成不到50%就非常吃力，現在全省20億斤的任務只完

成了75%，還有5億斤未入庫，昌濰地區35,400萬斤，入庫33,000萬斤。有的地方

才完成10%。」「益都縣今年1,400萬斤的徵購任務，僅完成了700多萬斤。洱河區

今年220萬斤的任務，至今完成了130萬斤。」3

對此，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的〈1957年夏季

的形勢〉講話中，明確提出：「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

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

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

命行為。」4他同時要求這種說理鬥爭，今後應當每年進行一次，配合區鄉幹部

的整風，配合第三類社（指不鞏固的社）的整風，使合作社逐步鞏固起來。

為了貫徹中央青島會議精神，解決當前農村突出的退社風潮和糧食統購問

題，中共昌濰地委於7月26日至29日分兩批召開縣委第一書記會議，專門研究、

部署農村重點整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發動。地委書記陳洪波在會上

明確指出：「認真貫徹中央精神，開展農村重點整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批判

資本主義思想運動，對於做好秋季生產工作，完成全年糧食徵購任務，鞏固農

業合作社都有重大的意義。」5會議認為：「目前我區農村的資本主義思想相當嚴

重。」6為此，各縣回去後必須馬上召開縣委會議（吸收區委第一書記參加），傳

達學習中央指示，分析本縣情況，統一思想。在此基礎上，各縣可於8月5日至

10日針對以上四個方面問題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時間一般在十天左右。會議分

兩個階段進行，先鳴放，後辯論。

按照地委部署，7月30日，益都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會議指出：「糧食問

題是目前工作的突出問題。糧食問題就是思想問題，不僅反映出目前農村資本

主義思想嚴重，也反映出部分黨員幹部是非不清，思想不純。糧食問題解決

了，合作化優越性的問題，自然也就隨之解決。」「馬上召開的縣四級幹部會議

就是要通過大鳴大放大爭，批判資本主義思想，批判個人主義、本位主義，重

點解決糧食問題。」78月6日，作為地委試點，益都縣召開四級幹部大會。會議

就糧食問題、合作化問題、政法工作中的右傾思想問題、縣區幹部的領導作風

問題進行鳴放。

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

育的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問題、工

農關係問題及肅反和遵守法紀等問題為中心，在全體農村人口中進行大辯論。

「這些問題的辯論，實質上是關於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辯論。」88月

10日，山東省委發出《關於向農村幹部黨團員與廣大農民進行一次大規模社會主

義教育的指示》，要求「必須抓緊秋收以前和秋收期間在農村普遍深入地進行一

次以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運動，批判黨內的右傾

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尾巴主義，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

農民的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主、富農的反社會主義的行為。其中主要的鋒芒

是向ß動搖的富裕中農」9。

8月11日，地委書記陳洪波在益都縣四級幹部大會閉幕會上明確指出：「現

在經濟制度改變了，但思想戰線上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在農村還存在ß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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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道路的尖銳鬥爭，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條是地主、富農和一部分富裕中

農想走的資本主義道路。當前思想戰線上兩條道路的鬥爭是農村的目前形勢。」

「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區要在廣大農民中進行一次廣泛的社會主義教育運

動，這就是當前農村的重點整風。會後地委要專門研究部署，開展試點，總結

經驗，並向全區推廣」，「運動主要是針對糧食問題、合作化優越性問題、城鄉

關係問題、法制問題進行鳴放爭辯，並以前兩個問題為主。步驟是先鳴放，後

爭辯」bk。自此，昌濰專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式開始。

8月13日，地委首先在茅埠、流飯、東壩、埠頭四個鄉進行試點，並初步總

結了經驗：先在鄉支部ÿ鳴放爭辯，在鄉支委本身的問題解決後，進一步對全

鄉黨內外思想情況進行分析排隊，有計劃地培養積極份子。然後抓住如下幾個

環節：一、宣布整風，動員鳴放；二、進行反覆的思想醞釀和組織工作，消除

各種顧慮，推動鳴放；三、耐心引導鳴放由淺入深發展；四、耐心地聽取各種

意見；五、在徹底鳴放之後，適時地引導轉向重點問題的爭辯bl。

二　逐步鋪開

按照中央、省委指示和地委部署，自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農村兩條道路

大辯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在各縣、區全面展開。這一階段主要

分為三步進行：

第一步：各縣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搞清思想，統一認識。從8月12日至23日，

昌濰專區全區十五個縣（益都縣作為試點已基本結束）分別先後召開四級幹部會

議，與會區、鄉、社幹部總計21,803名bm。會議通過鳴放爭辯，使廣大幹部認清

了農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基本形勢，肯定了合作化的優越性

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正確性。同時各縣認真學習了試點鄉的經驗，並通過會

議的大鳴大放大爭，積累了初步的經驗，培養了大批積極份子和骨幹力量，如

安丘縣從排隊中發現積極份子953人，佔到會幹部總數的51.8%；昌邑縣在鳴放

中發現積極份子481，佔到會幹部的33%bn，為鄉、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全面

展開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第二步：對農村具體形勢調查摸底。8月中下旬至8月底，全區各縣從糧食

問題、合作社情況、富裕中農情況、地主、富農動態、鄉社幹部情況五個方

面，抽樣典型鄉社，對農村的具體形勢、具體問題進行調查摸底，以此作為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的基本依據，做到心中有數（見表1至表2）。

第三步：鄉、社全面鋪開。在調查摸底，弄清農村具體形勢的基礎上，自

8月底9月初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區各鄉、社全面鋪開，進入高潮。

（一）其具體做法是：由黨內到黨外，由骨幹到群眾，先鳴放，後爭辯。首

先，召開鄉支委擴大會議。弄清鄉支委本身的思想情況，批判資本主義思想。並

依次對黨團員、一般群眾、地主富農進行排隊摸底。如流飯鄉共有黨員63人，

其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統購統銷政策的28人，佔46%；存在一般資本主

義思想的26人，佔43%；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9人，佔11%bo。昌邑縣後官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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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貧農、下中農101戶，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4戶；上中農72戶，資本主義思想

嚴重的6戶bp。昌樂縣流飯橋村有地主7戶，有破壞活動的2戶；富農7戶，有破

壞活動的1戶；反革命份子15戶，不老實的4戶bq。隨後，召開黨團員大會、以生

產隊為單位（或以村為單位，小的社也可以以社為單位）召開貧、下中農會議。

表1　地主、富農的動態

膠南 8 258 169 65.5 89 34.5 89 34.5 16

安丘 1 71 40 56.3 31 43.7 3 4.2 28 39.4 6

高密 1 13 8 61.5 5 38.5 5 38.5

五蓮 1 64 56 87.5 8 12.5 2 3.1 6 9.4 1

益都 13 657 447 68 210 32 28 4.3 182 27.7 65

昌樂 1 103 63 61.2 40 38.8 3 2.9 37 35.9 3

博山 1 13 7 53.8 6 46.2 6 46.2 1

膠縣 1 31 9 29 22 71 4 12.9 18 58.1 3

壽光 1 28 14 50 14 50 14 50 3

諸城 2 2 102 58 56.9 44 43.1 2 2 42 41.2 11

昌邑 3 148 106 71.6 42 28.4 3 2 39 26.4 18

平度 1 43 33 76.7 10 23.3 10 23.3

資料來源：濰坊市檔案館資料：《各縣委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幾個材料的調查報告》（1957年9月2日），中共昌濰地委

永久卷1-9-130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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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富裕中農和一般群眾動態分析表

膠南 8 1,186 477 40.2 550 46.4 159 13.4 50 4.2 20 8,912 544 6.1

安丘 1 141 82 58.2 52 36.9 7 5 3 2.1 3

高密 1 128 42 32.8 67 52.3 19 14.8 8 6.3 8

五蓮 1 87 40 46 30 34.5 17 19.5 12 13.8 5 716 29 4.1

益都 13 1,781 1,052 59.1 515 28.9 214 12 141 7.9 117 6,133 653 10.6

濰縣 3 235 99 42.1 89 37.9 47 20 15 6.4 15

昌樂 1 119 66 55.5 33 27.7 20 16.8 9 7.6 9

資料來源：濰坊市檔案館資料：《各縣委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幾個材料的調查報告》（1957年9月2日），中共昌濰地委

永久卷1-9-130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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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提高黨團員與貧下中農的思想認識與覺悟，劃清界限，使他們成為開展社會主

義教育的核心與骨幹力量。第三，通過召開中農座談會，通過回憶、對比、算

細帳的方法，進行耐心的思想教育，使他們認清糧食統購統銷的優越性，自覺

檢查與批判自身在糧食問題上的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揭發地主富農的反

動言行。從而將絕大多數中農團結起來；第四，對於個別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

的富裕中農，進行重點說理批判，駁斥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同時對少數地

主、富農、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以及向農民反攻倒算行為，展開反擊，對於

個別嚴重份子進行依法處理；最後，研究分析群眾善意的批評意見，進行整

改。

（二）重視發動婦女。地委在《關於如何在鄉社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

報》中，明確指出：「目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婦女群眾中，形成薄弱環節，婦

女參加人數很少，特別是中老年婦女更少」，「必須要引起重視，特別是在節約

糧食問題上，要充分發揮婦女的作用」br。對此，各縣認真貫徹執行，在運動中

注意發動婦女。如濰縣三安子村120名婦女在經過回憶對比教育後，主動向帶頭

鬧社的3名婦女開展批判。bs紆河區流飯鄉在對婦女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中，重點

進行了三勤三愛和節約用糧教育，組織婦女掀起勞動高潮。本鄉780名婦女三天

消滅1,200畝地的豆蟲。六安子村400畝楂子地由婦女四天整理完。十七隊每天中

午有四十餘名婦女澆菜拔菜，並表示要「節約用糧，支援災區」，「一定要打好節

約譜」，「過日子就要細費減省」bt。

（三）堅持社會主義教育、生產兩不誤。地委要求「各鄉社分兩條線作戰，一

面管鳴放，一面管生產」。「這兩條線要統一領導，分工明確，不能單打一。」「出

現矛盾，要服從生產」，「除骨幹份子會外，一般白天搞生產，晚上開會，晚上

開會的時間不要過長」ck。如益都縣新華農業社切實做到兩不誤，很好地解決了

晚上鳴放與記工和鳴放與布置生產兩個矛盾。一方面，採取小組記工，晚上不

計工，而是白天到地頭或是休息時間到各戶記工。這樣既使社員晚上有充分的

時間鳴放，又不會把時間拖得過長，影響第二天的生產；另一方面，採取將較大

的農活，固定牲口、固定農具、固定數量，做較長時間的安排。對臨時性的農

活，每晚在鳴放會上抽二十至三十分鐘做安排。情況必要時，再專門拿出一晚

上時間安排生產cl。

三　重點轉向

9月20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

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鄧小平在會上做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指

出：「在農村兩條道路『大辯論』之後，應該以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為中心，進行

一次農業生產建設問題的『大辯論』，藉以推動今年冬季的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

潮。」cm10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組織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

指示》中指出：「修正的農業綱要四十條今天已經發表，⋯⋯在全民中展開一次

討論，即在農村、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和街道居民中展開大辯論⋯⋯」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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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地委書記陳洪波在地委常委會上指出：「前一段我區以糧食為重

點的兩條道路大辯論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是這個運動沒有結束，根據毛主席和

中央指示，要盡快轉到發動農業生產發展四十條綱要大辯論，促進當前生產高

潮上來。」co自此，昌濰專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由兩條道路大辯論轉向

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開始醞釀「大躍進」。

11月2日，地委首先在益都、壽光、濰縣等縣的十七個鄉進行試點。11月10日

至17日，各縣先後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四十條綱要的基本精神。

11月14日至16日，地委召開社會主義試點鄉工作會議，提出今後在全區範圍內

全面展開第二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要求全區在完成糧食任務的基礎

上，盡快轉入四十條綱要的大辯論。11月20日至12月中旬，農業生產發展四十

條綱要大辯論在全區9,301處農業社先後展開。這一階段在做法、步驟上大致與

前一階段相同，主要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開展農業生產發展四十條綱要的學習辯論。

地委指示，這一階段大致需要十天左右，重點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學習綱

要序言和第一條，明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工農業並舉的意義，堅定

發展農業生產的信心；二是討論綱要二至十六條，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根據當

地情況研究如何達到四、五、八百斤的增產目標，突出抓住水、肥、土三項主

要增產措施，大力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制定本鄉本社的生產規劃，組織冬季生

產高潮；三是通過對綱要二十三條到二十五條的學習，樹立勤儉辦社、勤儉持

家、艱苦奮鬥，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同時，對於其他條文的學習，採取逐條

宣講，分別不同的對象（如組織青年、婦女、專業軍人等），進行重點討論，達

到中央提出的「認清方向，堅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國」的要求，不斷激發

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組織當前的冬季農業生產的高潮。

第二階段：討論制定1958年農業生產規劃和遠景規劃，發動農業生產大躍進。

這一階段大致需要七至十天左右。重點是將討論綱要四十條與討論各鄉社

的生產規劃相結合，根據綱要對糧、棉增產指標的要求和實現指標的措施，聯

繫各地的具體情況，對各鄉社1958年的生產規劃進行辯論制定。在辯論中，運

用典型事例的方法，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特別是一些幹部所謂的「從實際出

發」、「寧低無高」的右傾保守思想，確定各鄉社的規劃指標和和增產措施，並在

ß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的基礎上努力促進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一是增產目標、

增產措施能否辦到？如何實現？二是今冬的生產任務是甚麼？是準備冬閒，還

是冬忙？三是勤儉辦社、自力更生呢，還是單純依靠國家支援cp？如益都縣團結

社1958年生產規劃，經過激烈的爭論，連續修改三次後才得以確定。鄉支書制

定的小麥增產指標是單產160斤，鄉支委修訂為180斤，最後經過黨團員、社員討

論，確定為290斤，比1957年每畝增產176斤cq。昌樂縣光明社修改後的1958年糧

食生產計劃是6,054,500斤，比1957年總產3,006,571斤增產一倍，比鄉支委原定

計劃增產1,334,600斤cr。

第三階段：轉入整黨、整團、整社工作。

1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生產建設兩不誤〉的社論，指出：在大部分

地區，「關於農村兩條道路大辯論已經告一段落」，「有些地方在前一個時期沒有

1957年11月20日至

12月中旬，農業生產

發展四十條綱要大辯

論在昌濰專區全區

9,301處農業社先後展

開。主要分三個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開

展農業生產發展四十

條綱要的學習辯論。

第二階段：討論制定

1958年農業生產規劃

和遠景規劃，發動農

業生產大躍進。第三

階段：轉入整黨、整

團、整社工作。



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鳴透放透，現在正好同整社運動結合起來」cs。12月10日，地委副書記趙均平在

地委常委會上指出：「根據省委指示，我區要在農業綱要四十條、制定生產規

劃、掀起生產高潮的基礎上，掌握整風、生產兩不誤的原則，將下一步的農村

工作重點轉入整黨、整團、整社工作。」ct12月19日，地委專門召開縣委書記會

議，ß重研究部署如何由農業綱要四十條大辯論轉入整黨、整團、整社工作問

題。會議要求，全區整黨、整團、整社工作分兩批進行，大體在春節前結束。

首先，各鄉社要在四十條大辯論和制定生產規劃的基礎上召開一次支委擴大會

議，樹立對整風工作的正確態度，安排好生產和整黨、整團、整社的具體工

作。其次，召開黨、團員積極份子會議和社員會議，動員鳴放。一方面，將前

一階段的鳴放意見，進行分析排隊，根據已改和正在改的情況，做出說明；另

一方面針對幹部群眾的思想顧慮，反覆動員，講清整風的目的和意義，表明領

導的態度和改正的決心，使他們消除顧慮、暢所欲言，將所有意見大膽、徹底

地鳴放出來，為全面集中整改打下基礎。這樣，在討論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

過程中，在堅持生產整社兩不誤的前提下，昌濰專區歷時四個多月的農村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基本結束，農村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上來。

四　偏差與糾偏

遺憾的是，運動一開始就發生了左的偏差。由於動員大鳴大放，有意識地

誘導將各種意見都放出來，一些人在鳴放過程中也就難免講過頭話。說這樣話

的幹部群眾，也並不見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主要還是

對現行的一些政策有意見、不滿意。對此，地委在運動之初就明確表示，要以

說理辯論為主，並制定了「三不准」原則：一不准亂扣帽子；二不准打罵群眾；

三不准侮辱人格。就是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在對他們依法處理之

前，也不能隨便打罵dk。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政策並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

在運動中，各縣都發生了亂批、亂打、亂鬥。壽光縣福桃村區黨團員積極

份子會議2,307人，重點批判433人，佔到會人數19%。該區曹家溝鄉黨員88人，

批判33人，佔總數35.2%dl；臨朐縣高莊鄉罰站50人，罰跪6人，打傷5人；昌邑

縣城後鄉在鳴放中打傷16人，打死2人；臨淄縣孝陵鄉共綁了8人；諸城城南區

在黨內鳴放階段，五個鄉共打傷19人，打死3人。更為嚴重的是，由於運動中存

在ß嚴重的強迫命令和追究歷史等問題，各縣先後發生了嚴重的自殺事件。至

11月20日，全區共發生自殺事件112起（有6起未遂），其中地、富、反、壞份子

27人，佔24.1%；富裕中農38人，佔33.9%；下中農和貧農47人，佔42%。

對上述偏差，地委一經發現一般都予以糾正。地委於9月中旬發出《關於如

何在鄉、社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通報》，要求各鄉社在鳴辯中必須注意

區分正確的意見和錯誤的意見，區分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和農民中的某些懷疑、

誤解和不滿言論，堅決貫徹「三不准」原則dm。9月11日，地委在《批轉昌邑縣城後

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連續發生打人的情況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是一個思想運動，只有堅持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才能取得效果，任何簡

地委在運動之初就明

確制定了「三不准」原

則：一不准亂扣帽

子；二不准打罵群

眾；三不准侮辱人

格。但這一政策並沒

有很好地貫徹執行，

各縣都發生了亂批、

亂打、亂鬥。例如，

諸城城南區在黨內鳴

放階段，五個鄉共打

傷19人，打死3人。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

運動中存在嚴重的強

迫命令和追究歷史等

問題，各縣先後發生

了嚴重的自殺事件。

至11月20日，全區共

發生自殺事件112起。



1957年農村社會 59
主義教育運動

單化、強迫命令的做法都是極端錯誤的dn。9月21日，地委發出《關於糾正與防止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偏差的通報》，要求在運動中，不准打擊報復；不准亂

點亂批；不准打、罵、綁人；不准罰站、罰跪；不准不讓被批判者說話等。「對

於明知故犯者，要認真查究處理」。11月14日，地委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發生自殺事件的通報》中，要求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

性質的矛盾，對於富裕中農不要亂扣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對於單幹戶，

不能歧視、苛待，對他們要一視同仁進行爭取教育do。12月5日，地委書記陳洪

波在山東省四級幹部會議上，對昌濰專區出現的偏差，進行了檢討，「這些嚴重

情況，主要就是放鬆了幹部作風的教育問題，脫離了群眾路線，出現了嚴重的

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現象，導致黨群關係的破壞」，「地委要好好總結教訓，時

刻牢記對黨員幹部進行黨群關係，群眾路線工作方法的教育，堅決批判命令主

義作風。」「要將此作為下一步整黨、整團的關鍵工作來抓」dp。

五　幾點思考

（一）掩蓋的問題多於解決的問題

昌濰專區通過將近半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似乎達到了預期目的，

批判了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提高了廣大基層幹部群眾的思想

覺悟，解決了當時一度令中央擔憂的農民鬧社、退社和糧食問題。許多已退社

的農民回到了社內，到1957年年底，參加高級社的農戶達到總農戶數的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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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糧食徵購的速度也大為加快，到1957年11月初，全區超額完成全年的糧食徵購任

務（省分配任務十億三千萬斤，實際完成十億三千二百萬斤dq）。

但是，這場運動是在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的前

提下進行的，加之運動的方式是所謂「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因此，在農

業合作化高潮中遺留的諸如組織規模過大、公有化程度過高、平均主義等大量

問題卻被掩蓋起來。特別是當時部分社員要求退社，主要是對合作社管理體

制、幹部工作作風、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有意見，並不是對合作社本身不

滿，更談不上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社會主義。然而在運動中，一味地強

調合作社的優越性，在「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大帽子下，廣大幹部群眾對於搞

好合作社的許多正確意見都不敢提。而且用大辯論這樣的方式來解決思想問

題，有意識地先放出被認為是不正確或者錯誤的言論，以便屆時組織辯論批

判，實則有點「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味道，很難聽到真實的聲音。這樣表面

上看來，思想統一了，覺悟提高了，合作社鞏固了，實際上導致社員鬧社、退

社的原因並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問題也未得到切實解決，像分配中的

平均主義、幹部工作中的強迫命令作風等問題仍然如故，並且一直存在於隨後

由合作社轉變而成的人民公社中，極大地傷害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成為

長期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錯誤地將批判的主要矛頭指向富裕中農

這次運動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在農村中把主要矛頭指向富裕中農的開

始。在此之前，農村中抓兩條道路的鬥爭主要以富農為主要批判對象，認為富

農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的代表勢力。對於富裕中農則採取又團結又批評的政策，

其中團結的成分遠大於批評鬥爭。由於在1957年前後富裕中農是鬧社、退社、

不交公糧的主要力量，據昌濰地委調查，在退社戶中，富裕中農佔近70%。因此

在這次運動中，富裕中農被視為富農階級消滅之後，在農村中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代表勢力，成為批判鬥爭的主要對象。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毛澤東明

確表示，此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中的主要鋒芒是向ß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

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鬥爭」dr。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

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各級黨委都必須有準備、有次序

地派遣工作組協助鄉社黨組織，主要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ds山東省

委發出《關於向農村幹部黨團員與廣大農民進行一次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

示》中要求：「其中主要的鋒芒是向ß動搖的富裕中農，批判他們的資本主義，

對他們想回頭走資本主義老路的言行進行一次說理鬥爭。其他問題的解決，應

圍繞這一中心。」dt昌濰地委書記陳洪波認為：「有嚴重資本主義傾向想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富裕中農和我們的對立是尖銳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殘酷鬥爭。」ek對待富裕中農的這種「左」傾認識和政策，不僅把農村

中存在的一些實際矛盾簡單化，錯誤地打擊了富裕中農，而且造成了一種誰也

不敢冒尖、不敢富裕，遷就和屈從於平均主義「大鍋飯」的空氣，對農村生產力

的發展起了嚴重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改變了八大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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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論斷，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

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之後，富裕中農作為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

在屢次運動中飽受批判和打擊，成為黨在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長期

存在左的錯誤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運動實際上是反右擴大化的延伸和發動大躍進的先導

這場運動是在反右派運動進入高潮後展開的。正如韓鋼教授所指出的：「如

果說中央和地方一級各單位『挖掘』右派，是反右派鬥爭的深入；那麼，地縣以

下直至基層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是反右派鬥爭的擴展。」el以農村兩條

道路大辯論為主題的運動的第一階段，實際上就是反右擴大化在農村的進一步

延伸。反右派鬥爭本來是在各民主黨派、高校和黨政機關進行，出於消除右派

在農村的影響，平息鬧社、退社風潮，解決糧食統購問題的考慮，毛澤東和黨

中央決定將運動引向農村，開展一場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然，農村一般來說不好抓右派，因此採取了思想教育運動的形式。儘管方式

不同，叫法不同，但從運動的性質、目的、內容、方法，甚至是過程中發生打

人、抓人、自殺的偏差來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反右鬥爭在農村延伸，這一

點是毫無疑問的。

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

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開展農業生產問

題大辯論為重心的第二階段。由於前一階段兩條道路大辯論中退社和糧食徵購問

題得以初步解決，使毛澤東更加相信，群眾一旦掌握了革命思想，就會產生巨大

能量，中國的合作化、工業化建設將一定會出現大躍進。於是在農業生產問題大

辯論的過程中，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不斷受到批判，實現綱要草案規定指標的

時間一再提前，1957年冬季掀起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和「一五」計劃的完成也被視

為群眾思想統一、覺悟提高的證明。這一階段實際上成為「大躍進」發動的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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