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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大躍進」是大躍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大都稱其為「大躍

進時期的農田水利運動」；由於受到學術界對大躍進運動發動時間的限定，對這場

運動的關注通常從1957年9月開始。本文認為，大躍進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具有

濃厚的急躁冒進色彩，構成大躍進運動的一個重要場所，故提出「水利大躍進」一

說。就江蘇省而言，「水利大躍進」早於工農業大躍進，於1956年春已初露端倪。

這場運動不僅僅是農業大躍進的先鋒，其在實踐中的運動化操作也為大躍進的全面

展開聚集了人力基礎；運動中所導揚的高指標風和浮誇風助推了大躍進高潮的到來。

關鍵詞：「水利大躍進」　水利規劃　江蘇　高指標風　大饑荒

興起於1950年代中後期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是大躍進運動的先鋒。 

1980年代以來，雖然國內外學者從大躍進的起源、影響和評價，以及大躍進在

中國各地工業、農業、文教諸領域的展開等方面，對這場運動進行了深入的研

究1，但對這一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卻關注不夠，只有一些研究大躍進的專著

和研究新中國水利史的著作中有所敍述。直到近幾年，這一課題才逐漸進入學

者的視野。除了較多地討論這一時期各地方農田水利建設的情況以外2，還有

學者分析了農田水利建設高潮興起的原因，如吳志軍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於 

中國國情的深刻體察和對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執著追求是這場運動的歷史與邏 

輯起點3；王大偉認為，國家工業化戰略的牽引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是 

農田水利興修高潮出現的深層次原因4；筆者曾分析江蘇省農田水利建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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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的影響，認為這場運動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是引發經濟困難和大饑荒的原因之

一5；葛玲認為1957年開始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在勞力佔用及糧食浪費等方面

加重了農村糧食危機6；王瑞芳認為大躍進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有得有失，但

得大於失7。學術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雖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對這場農田水

利建設運動的地位和作用還未有深入的剖析。

這場農田水利建設運動，不僅是農業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場所，在整個大躍

進運動的歷史進程中都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這場運動以反對右傾保守和批判

反冒進為指導思想，成為大躍進運動的序曲，筆者稱之為「水利大躍進」。這場

大規模群眾運動，徹頭徹尾地貫徹了「左」的思想方針，呈現出濃厚的政治化傾

向，將全國的水利建設帶入超常規畸形發展的階段。江蘇省的「水利大躍進」於

1956年春已初露端倪，是全國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的一個典型和縮影。本文以江

蘇省為例，探討「水利大躍進」運動的發展過程，深入分析「水利大躍進」對整個

大躍進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並力圖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

一　惡性的互動：極左思想的發展與「水利大躍進」的發動

「水利大躍進」運動的發動，與中共中央工作中急躁冒進思想的萌芽和經濟

建設中「左」的方針的執行有關；而運動中存在着嚴重的主觀主義，是左傾冒險

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夠滋長的根源。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帶有多項冒進指標的〈一九五六年 

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下稱「農業四十條」）並下發各地討

論。其中提出「興修水利，保持水土」是農業增產的主要措施之一，指出「一切

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築壩等等）、小河的治理和各種水土保

持工作，都由地方和農業生產合作社負責有計劃地大量地辦理」8。

「農業四十條」是在1955年下半年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制

訂的，中共中央認為農業合作化的實現，將有利於加速農業經濟的發展，遂訂

出各項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人民日報》1956年元旦社論以〈為全面地提早完成

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為題，指出「農業合作化的實現，除了許多大家已

經熟悉的好處之外，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好處，就是我國農村中極為巨大的勞動

力有了充分發揮作用的機會」，「合作化之後，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

其他副業的生產就必然會大大增加。⋯⋯從前無法做全面規劃的農村，就可以

做出全面規劃了」，「這樣，在農村中，出現了從前所沒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產

力」9。由此，在強調各行各業都要反對右傾保守的同時，提出要「又多、又

快、又好、又省」地發展一切事業的口號。社論中充斥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導

致在1953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已經出現的左傾急躁冒進思想進一步發

展、膨脹，並逐漸波及到經濟領域，致使1956年的經濟工作中出現了基建規模

過大、原材料和設備嚴重不足、職工人數激增、財政赤字擴大等現象。

為了控制貪多求快的急躁思想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周恩來、陳

雲等人的主持下開展了反冒進工作。但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直心存不滿， 

只是當時隱而未發。1957年6月，反右派運動開展，並呈嚴重擴大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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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過程中所導揚的左傾急躁情緒，為毛反擊反冒進提供了恰當的時機。加

之1957年工業增長速度遠不如1956年，以及在整風鳴放中有黨外人士曾批評過

1956年的冒進，使毛更加認為反冒進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因而他又

將反冒進與右派進攻聯繫了起來，多次對二者進行批判。

在錯誤地批判反冒進的空氣中，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

開了八屆三中全會。根據「農業四十條」實施近兩年來的實踐，會議對其內容作

了一些修改和補充，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

草案）〉。這份修正草案仍然重視水利對農業發展的作用，提出了「在十二年內，

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的要求；明確指出十二年的水利發展「應當以修

建中小型水利工程為主，同時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並仍然強調小

型水利工程由地方和農業合作社自辦的方針bk。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會議還通

過了〈關於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指出「積

極廣泛地興修農田水利，是擴大農業生產，提高單位產量，防治旱澇災害最有

效的一項根本措施」，號召全國人民「一定要在今年冬季，集中大力開展一個大

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和積肥工作。這個運動，應該成為隨着目前農村社會

主義教育高潮而來的生產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指出，「群眾性的農田水

利，主要是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財力，並且鼓勵社員積極投資，國家只

能作必要的補助」bl。這一指示成為指導「水利大躍進」運動的經濟政策。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以後，為回應農業增產和大辦水利的號召，各地政府組

織群眾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掀起了

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高潮，如薄一波所說：「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

動的掀起，實際上吹起了農業『大躍進』的號角。」bm為了進一步營造「水利大躍

進」的氣氛，中央從各地尋找了一批治水的典型，比如河南省濟源縣治理漭河的

經驗、河北省徐水縣修建中型和小型水庫的「葡萄串、滿天星」經驗、安徽省皖

北地區的水網化經驗等，並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大肆宣傳bn。在這一過程中，

以合作社自辦的小型工程為主的方針日漸明晰，逐漸被提煉為後來的「三主」治

水方針。

1957年秋，河南省濟源縣在治理漭河時，群眾自發地興辦了一批小型水利

工程，效果顯著。河南省委充分肯定了這一經驗，並將其推廣到沙河、潁河的

治理中。這一經驗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

書記處書記譚震林據此提出了「搞水利，必須在全面規劃，依靠群眾的基礎上，

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的指示bo。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報》 

根據譚震林的指示，發表了題為〈蓄水為主，小型為主，社辦為主〉的社論bp，

「三主」方針被確定為大躍進時期全國的治水方針。

在「三主」方針的指導下，全國各地紛紛仿效河南經驗，迅速掀起以促進 

農業大躍進為目標的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據1958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

「全國農村興修水利、水土保持和窪地治理三項完成的工程總量，共達土石 

方二百五十多億公方，這些土石方如果鋪成一公尺厚六十六公尺寬的路，可 

以從地球鋪到月球。在此期間，全國農民共作了一百三十多億個工日，以一億

勞動力計，每個勞動力就做了一百三十多個工日。這事實上是五億農民的總 

動員」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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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在反右傾和批判反冒進過程中興起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一開始就被感染

了「左」的思想。在人們頭腦日益發熱的狀態下，主觀主義急劇膨脹，左傾冒險

主義思想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所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

會主義」這一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片面地追求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極左總路線在

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就顯得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難怪時任國家

計委基本建設局副局長李雲仲認為：大躍進時期中共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機

會主義的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br。隨着「多快好省」總路線的出台，大躍

進運動全面爆發。8月17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的擴大會議，又

促使全國迅速興起了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大煉鋼鐵、人民公社

化運動和農田水利建設，成為大躍進運動的核心領域。

在這場全國性的大辦水利的運動中，江蘇充當了急先鋒的作用。這首先表

現在省委對全省水利規劃的反覆修改和不斷加碼，最終制訂出一份極為「躍進」

的水利規劃，成為大躍進時期江蘇水利建設的指導綱領。

1956年初「農業四十條」下發後，江蘇立即着手編制水利計劃，於2月制訂 

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省水利建設規劃——〈江蘇省水利建設初步規劃〉

（下稱〈初步規劃〉）。〈初步規劃〉指出，為使水利條件滿足農業合作化以來農業

增產的要求，當前全省的水利建設應「根據蓄泄兼施，治本治標結合防洪、防

澇、防旱並顧的原則，配合流域治理，積極舉辦防洪、排澇、灌溉工程，大量

興辦小型農田水利，有條件的發展機電灌排和小型水力發電工程，並認真做好

國營農場的水利建設，擴大耕地面積」，要求在五年內基本上消除普通的洪、

澇、旱災。為此，共需做土方67.5億立方米。每年計劃完成13億餘立方米，以

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年實做100個工日、每天完成2.5立方米的標準計算，需要動

員540萬勞動力（佔全省農業人口的15%）bs。〈初步規劃〉雖然反映了江蘇人民

亟待擺脫水患災害的願望，但是以1956年江蘇省的經濟水平，特別是國家財政

補助的能力來看，規劃所制訂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於「農業四十條」的冒

進性質，江蘇最早的水利規劃也帶有相當的冒進傾向。

此後，由於中共八大制訂的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被否

定，當時許多穩妥的主張一概被冠以「右傾保守」思想被批判，不切實際的 

「躍進」思想得到褒揚，因此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被引向脫離實際的狂熱，

導致各項計劃、指標不斷被修訂和提高，成倍至幾十倍地增加。水利方面，尤

其是在八屆三中全會通過「農業四十條」的修正草案以後，水利指標成倍增長的

情況更加突出。因此，江蘇水利的〈初步規劃〉所擬定的期限未滿，就被數易其

稿。先是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之後，省委提出要縮短解決全省普通水旱災害

的年限，「三年基本解決江蘇水利問題」，計劃開挖土方30億立方米bt；繼而在

3月的成都會議後，任務翻一番，要求在1958至1959年兩年內完成土方任務

76.6億立方米，建成大、中型建築物232座，國家需要投資9億元ck。八大二次

會議所高揚的「大躍進」思想，促使江蘇的水利任務繼續飆增，提出兩年動員

594萬人，完成土方173億立方米，建大、中型建築物355座，小型建築物34萬

座的計劃，而所需國家投資卻壓縮到4.5億元cl。

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的召開，使這一計劃又趕不上形勢

的需要，變成「落後保守」。就在會議期間，江蘇省於1958年8月20日召開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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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作會議，討論修訂全省水利規劃，以形成定案。在濃厚的「大躍進」氣氛

中，各地代表誇下海口，競相吹噓計劃指針，導致計劃任務愈吹愈高。根據各

地討論的意見，會議最終形成了〈江蘇省水利會議總結〉（下稱「躍進規劃」）。這

份文件雖名為「總結」，但它全面地規定了大躍進時期全省農田水利建設的目

標、要求和任務，詳細地闡述了水利建設的各項政策，實際上就是一份全面的

水利規劃。至此，全省水利規劃正式拍板定案。該規劃形成於大躍進全面爆發

時期，且帶有明顯的「大躍進」色彩，是名副其實的水利「躍進規劃」。

相較於1956年2月的〈初步規劃〉，「躍進規劃」在指導思想上更加冒進，內

容上更浮誇，政策上也帶有強烈的共產傾向。「躍進規劃」提出了「一年不雨保

灌溉，日雨500公厘不成澇，千年洪水不出險，普植林帶防颱風，水力、風

力、水面多利用，縣、市、鄉、社通車船」的總目標，再次提高了早已脫離實際

的計劃指標，要求動員990萬人，一個冬春計劃開挖土方192億立方米，建大、

中型建築物257座cm。在大型工程方面，進行「分淮入沂」、「引江濟淮」、通榆

河開挖、太湖控制等關鍵性工程；農田水利方面，開展河網梯級化建設。

「躍進規劃」充分貫徹了「自辦為主」的治水方針，將工程投資壓得很低；明

確提出全部工程經費由國家下撥「是不可能的」，並提出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 

形式下，「不需要也不應該再要國家拿出更多的經費投資」，既不能伸手向國 

家要，「省裏也拿不出這些錢」cn，所以只能依靠人民公社、生產隊和社員自行

解決。

江蘇省的水利「躍進規劃」，由於產生於大躍進運動的高潮時期，被打上了

深深的時代烙印。在它指導下開展的水利運動，自然也淋漓盡致地貫徹了極左

思想，同時又推動極左思想不斷膨脹。「水利大躍進」運動與極左思想的發展，

呈現出惡性互動的關係。

二　脫離實際的狂熱：「水利大躍進」的開展

目前學術界普遍把大躍進運動的時間界定為1958至1960年，1957年冬至

1958年春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是農業大躍進運動的前浪co。由於興修農

田水利主要是利用冬季和春季的農閒季節，工程多安排在本年冬季到次年春季

集中進行，故就全國而言，大躍進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主要經歷了三個年度，

即1957年冬至1958年春、1958年冬至1959年春、1959年冬至1960年春cp。筆

者認為，就江蘇省的特殊情況而言，在極左思想的高壓氣氛下動員和開展起來的

水利建設運動，還可以往前追溯：1956年春和1956年冬至1957年春的農田水利

建設運動是「水利大躍進」運動的序曲，而後運動跨越了三個水利年度。從運動的

歷程上講，大致經歷了醞釀和準備、全面展開和高潮、調整和收縮三個階段。

（一）醞釀和準備階段（1956年春至1957年春）

1956年初，隨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快速發展以及「農業四十條」的頒布，江

蘇省迅速掀起了一股興修農田水利的小高潮。不久，1956年2月，帶有「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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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傾向的〈初步規劃〉的頒布，更進一步推動全省的農田水利建設加速發展，這股

興修農田水利的小高潮一直持續到1957年春。雖然這一時期還處於高級農業合作

社時期，但從水利建設的性質上來講，這兩個冬春的水利建設已經明顯存在急躁 

冒進的特徵。故筆者認為，這是江蘇省「水利大躍進」運動的醞釀和準備階段。

這一階段，全省水利建設的重點在治澇工程、小型農田水利和發展機電排

灌上。在治澇方面，興建了射陽河閘、新洋港閘、燒香河閘等一批大、中型閘

壩，疏浚了栟茶運河、鄭集河、燒香河、魯蘭河、一帆河等主要大、中型排澇

幹河。受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農業四十條」的影響，小型農田水利運動也如火如

荼地開展起來，農民被組織起來挖河渠、建塘壩、修水庫、打土井，僅1956年

全省就投入了350萬人興修小型農田水利工程。機電排灌工程也有所發展，建

起了一批國營抽水機站，還鼓勵群眾自辦。據1957年初的統計，這一時期共完

成大、中型工程土方22,648萬立方米，石方30.84萬立方米，混凝土9.78萬立方

米，建成8座大、中型涵閘和353座小型涵閘。小型農田水利方面，全省投入了

350萬人，開挖和疏浚小河道10.69萬條，新修和整修塘壩、小水庫10餘萬處，

新建涵洞6,274座，新打水井13.3餘萬眼，完成土方3.54億立方米cq。

當時水利建設已經出現了急於求成的思想，「很多地方抓住了數量，忽視了

品質，造成品質低劣的現象」cr。比如根據鎮江專區1956年9月的統計，在一次

暴雨中就有3,068座新建的塘壩被沖毀；淮陰專區也在一次檢查中，發現有70%

的新開土井是半成品，不能使用。此外，高指標風也有所顯露。比如在機電排

灌工程上，原計劃發展抽水機50餘台，但在興修水利的小高潮興起後，「我們

不加分析，盲目將發展計劃一加再加，一度增加到3,000餘台」，結果由於原材

料供應困難，不得不縮減計劃，「最後國家實際分配本省的抽水機，只有317台

（其中還有150餘台煤氣機）」cs。

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農田水利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受批判

反冒進和反右傾思想的影響，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這種急躁的思想在此後

一段時期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更加張揚。此外，全省廣泛地動員農業

人口參加水利建設，調動起了農民興修水利的積極性，為運動轉入高潮階段提

供了人力上的準備。

（二）全面展開和高潮階段（1957年冬至1959年春）

為貫徹八屆三中全會關於農業增產的精神，全國各地的農田水利建設在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了新一輪的高潮，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並推動大躍

進運動全面展開。此後，工農業大躍進高潮的到來，反過來又推動農田水利方

面掀起了規模更大的「躍進」。正如王瑞芳所說：「大躍進高潮與農田水利建設高

潮呈現出明顯的互動關係。」ct這一過程經歷了1957年冬至1958年春、1958年

冬至1959年春兩個冬春。

1957年秋冬，江蘇省各地相繼召開了縣、鄉、社幹部會議，貫徹中央關於

大規模開展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指示，進行了宣傳動員，迅速組織起大批勞

力投入到水利建設戰線上。一批國家投資的大、中型工程，如宿遷縣駱馬湖蓄

水工程、「分淮入沂」工程等，相繼開工。1958年8月全省水利會議後，各地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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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展開部署，一些宣傳「躍進規劃」的彩色宣傳畫一時間鋪天蓋地，「人心齊，

山能移，日挑千擔土，夜幹百擔泥」、「治水決心像愚公，行動幹勁賽武松，計

謀策劃勝諸葛，敢作敢為學悟空」等口號響徹各處工地dk。

為了「高速度」地完成192億立方米的土方任務，各地還以「四大環節」配

合，即推廣先進工具、大搞土質水泥、改進勞動組合和大辦紅專大學。為了提

高工作效率，各地提出了「放下扁擔，解放雙肩」的口號，紛紛開展「車子掛帥，

滾珠軸承當先鋒，牛馬驢騾齊出動，各種機械打衝鋒」的工具改革運動，計劃推

廣先進工具559萬件dl。為解決施工材料的缺乏，各公社、大隊紛紛建起水泥

廠、磚窖廠，自製土水泥、生鐵和磚塊。不論大、中、小型工程，統一實行組

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施工管理方式，並採用大兵團作戰和分

兵種、分專業的施工方法。各地還大量興辦紅專大學，訓練幹部和積極份子，

以補充技術力量的不足。

全省以「河網梯級化建設」為綱領，集中開工興建了一批骨幹工程。這一階

段興建的大型工程，當以「分淮入沂」和蘇北引江灌溉這兩項跨流域調水工程的

規模最為浩大。

「分淮入沂」工程是在淮河與沂河、沭河和泗河流域（簡稱「沂沭泗流域」）

之間進行跨流域調水的工程，是江蘇省最早進行的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省水

利廳於1957年12月提出了〈分淮入沂、綜合利用工程規劃〉，「分淮入沂」即計

劃新開一條從淮陰到沭陽、與新沂河接通，並北上至連雲港的淮沭新河，將淮

河與新沂河溝通，以達到利用新沂河分泄淮河洪水的目的。淮沭新河由二河、

淮沭河兩段組成，南起洪澤湖，北至新沂河交匯口，全長97.6公里，可分泄淮

河洪水3,000立方米／秒。此外，還進行「淮水北調」，在以上河段的基礎上增加

了一段沭新河，將淮水送到淮北地區，以滿足該地區「旱改水」的需水量。另外， 

在沂、沭、泗豐水年份，可將沂沭泗水調入洪澤湖，達到「引沂濟淮」的效益。

全部工程計劃開挖土方2.66億立方米，需國家投資3.15億元dm。

該工程於1957年冬全面開工，除了開挖河道外，還興建了二河閘、淮陰

閘、沭陽閘、錢集閘等一批控制建築物。淮沭新河的二河段起自洪澤湖二河

閘，至楊莊淮陰閘，是在舊二河的基礎上開挖的；省委動員了南通、揚州、鹽

城等地共11.8萬人於1958年4月施工，歷時近一年，開挖土方3,383萬立方米，

河道基本完成。淮沭河段起自淮陰閘，至沭陽縣城西入新沂河，長66.1公里，

全部河段為人工平地開挖；同年9月開工，由淮陰地區動員16萬人，開挖土 

方3,512萬立方米，河道基本成形。至1959年6月，因國家壓縮基本建設而停 

建dn。已建工程未能做足標準，沭新河段也沒有如期開工，全部工程至1981年

才基本建成，成為一條「半拉子」河do。

蘇北引江灌溉工程，是設想引長江之水灌溉蘇北里下河地區和沿海墾區，

以解決該地區灌溉用水和洗鹼用水不足的問題。工程規劃有兩個源頭，一處是

在通揚運河的西端開挖一條以江都樞紐為口門的新通揚運河，一處是在泰州境

內開挖一條以高港樞紐為進水口的引江河，接通新通揚運河。新通揚運河西起

江都樞紐，向東經宜陵、姜堰到海安，長90.1公里。再向北開挖一條縱貫里下

河腹地的通榆河，為沿途輸送江水。通榆河自海安至阜寧，全長157公里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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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15日，新通揚運河全線開工，動員江都、泰縣、海安等地民

工10.5萬人，至次年春，因農忙將至而停工，僅完成土方831萬立方米，全線

未貫通。後續工程斷斷續續地進行，直至1978年底才基本完成dq。通榆河和泰

州引江河也同期開工，鹽城、南通、泰州等地投入了十餘萬民工，至1959年 

春，因地方政府承擔不了所需人力、物力和財力而被迫停工。由於大饑荒和文

化大革命相繼到來，這兩條河道工程被擱置，直至1990年代才重新動工dr。

蘇北引江灌溉工程雖未能如期完成，但引江水北上的設想和工程布局都是

合理的。此後，在已建工程的基礎上，經過系統的規劃和論證，將工程規模擴

大，送水路線繼續向北延伸，形成了「引江濟淮」規劃。

在長江流域，主要整治了太湖和調整了通南水系。太湖流域的水利規劃是

在1957年秋開始的。為解決太湖的洪澇災害，江蘇省水利廳提出了「兩河一線」

的工程設想。「一線」是指「太湖控制線」，即從浙江東苕溪河起，繞太湖東岸向

西北至長江邊的耿涇塘，建一條全長242公里的堤線，將太湖流域分成湖西、

湖東和杭嘉湖平原等幾大片，使高地和低窪地帶分開，達到分級控制的目的。

「兩河」即從太湖邊開一條排洪專道，連接黃浦江，泄洪入海，稱「太浦河」；再

沿望亭鎮至常熟開闢一條河道，排泄澄錫虞高地澇水直接入江，輔助排泄太湖

部分洪水，稱「望虞河」。

望虞河工程於1958年11月破土，蘇州動員了12.5萬人施工。但是由於太浦

河等幾項大型工程同時施工，任務繁重，勞力緊張，不得不縮小規模，將計劃

河底寬40至100米縮減為30至50米，河底高度由 -1.5米改為 -1米。工程於

1959年4月基本結束，共完成土方1,417萬立方米，同時在江邊興建瞭望虞河節

制閘和東西兩岸控制建築物23座。同期，環湖大堤東線局部施工，太浦河工程

也全面開工，蘇州和上海地區動員12萬民工，經1959年中旬停工後，於1960年 

2月復工，又動員了7.8萬民工。兩次施工共完成土方2,065萬立方米（其中江蘇

1,905萬立方米，上海160萬立方米），國家投資2,284萬元。兩處工程雖未完全

達到設計標準，但河道基本形成。經後期續建，直到1980年代才完工ds。

長江北岸通揚運河以南的地區地勢較高，澇水順流而下流入北部的里下河

地區，加重了該地區的排澇負擔。1954年，江蘇省委提出了「滴水不入里下河」

的要求，並在1955年地區規劃中明確了通揚運河以南排水入江的總體布局。這

就需要調整通南地區水系，改變水流方向，使之反向南排入江：計劃西部拓展

白塔河、南官河，開鑿楊灣河排水入江；中部疏浚姜黃河、季黃河、夏仕港，

南官河與姜黃河之間開鑿北幹河、如海運河、天星港排水入江；東部由礁港、

九圩港、如泰運河、通呂河、通啟河入江dt。

1958年6月，自通揚運河海安三里閘至如皋江邊碾砣港的如海運河開始動

工。如皋縣動員1.6萬人，按規劃挖成了河底寬125米的大河。7月，從靖泰界

河到江邊的夏仕港工程完工。9至12月，如泰運河、九圩港、通呂河、通啟

河、碾砣港閘也相繼開工。碾砣港閘興建的同時，如皋縣又投入8萬人，平地

開挖了從閘上到栟茶運河長46.8公里的幹河ek。

此外，京杭運河整治工程也實施動工。京杭運河史稱大運河，肇始於公元

前五世紀的春秋時期，經隋代、元代、明代的續鑿和整修，逐漸定型並全線開

通，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六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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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是歷代王朝漕運的大動

脈。運河全長1,700多公里，自蘇魯交界的沛縣劉香莊進入江蘇境內，經蘇北地

區的徐州、淮陰、揚州進入蘇南的常州、無錫、蘇州，至江浙交界的吳江出境， 

長約700公里。明清時期，受黃河改道的影響，運河逐漸淤積。建國前夕， 

江蘇境內河道已經很窄，最窄處僅10米左右，尤其是蘇北段運河，枯水季節大

都斷航，已經處於癱瘓狀態el。

京杭運河蘇北段，北起徐州藺家壩，南至揚州六圩，由裏運河、中運河和

不牢河三段組成，全長404公里。1956年進行了初步治理但未能達到要求，

1957年9月，國家交通部要求全面整治京杭運河。江蘇省於1958年4月成立大

運河工程指揮部，負責工程的規劃和施工組織。規劃對運河進行「航運交通結合

洪澇旱」的綜合治理，設計航道標準為二級，防洪標準5,000立方米／秒，灌溉

農田840餘萬畝，排澇面積6,240平方公里。全線總土方預計4.5825億立方米，

總投資3.7406億元em。

1958年10月，京杭運河裏運河段和不牢河段同期開工。揚州地區動員了

21.8萬人疏浚裏運河，至1959年7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徐州專區組織了17萬人

整治不牢河。至1959年春，由於中央縮減了基建投資，工程壓縮了規模，江蘇

省委砍掉了尚未全面施工的蘇南段，保留蘇北段繼續施工，但縮小了工程標

準，僅以初步通航為目標。這期工程持續到1961年，建成大型船閘8座，節制

閘5座，公路橋3座，地下涵洞3座，鐵路橋1座，完成土方1.43億立方米，國

家投資2.03億元en。

除了這些大型骨幹河道之外，還建成了一批大、中型水庫。據筆者查閱統

計，現在江蘇全省總庫容在1億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庫，有5座是在那時興建

的，即石梁河、小塔山、大溪、沙河和橫山水庫；還興建了金牛山、安慶、化

農等24座中型水庫，以及二河閘、六塘河閘、宿遷閘、夏仕港閘、大豐閘等一

批重要控制建築物。

小型農田水利方面，各地區的河網梯級化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

田間地頭，到處可以看到農民開的河、挖的溝、築的渠、修的壩、建的閘。這 

些河溝及配套建築物不勝枚舉，如漣水縣王集鄉用了三個月時間，就開挖了2條 

大溝、5條中溝和70多條小溝，建起了343座建築物，完成土方242萬立方米eo。

由於大躍進運動在這一時期全面爆發，水利建設更加「躍進」。如王大偉所

言，這一階段「在整體政治輿論導向以及聲勢浩大的水利興修運動推進下，農田

水利事業發展的政治意義愈加凸顯出來，逐漸超越以生產需求、抗災救災為導

向的農田水利建設的作用。農田水利興修工程數、出工人數、土石方數等成為

競相追趕的運動指標」ep。這樣做的結果，「最大的問題是導致了浮誇風、高指

標風和強迫命令風等颳遍全國」eq，具體可見於以下兩方面：

第一，水利「躍進規劃」所制訂的高指標，大大促成了治水工地上浮誇風的

盛行。「躍進規劃」制訂的一個冬春開挖土方192億立方米的任務，是不可能完

成的，省委領導也感覺：「要做192億土方，這事情也是夠受的」、「是火辣辣

的」er。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導致吹噓工效的浮誇風迅速盛行開來，這股風氣首

先從使用「先進工具」的工地上傳出：沛縣運河工程使用四輪平車、獨輪車等工

具，聲稱人均工效達9.54立方米；興化縣興南人民公社林湖營使用絞關船，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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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工效達68立方米。根據這些虛假的匯報，省委認定「今冬明春土方工效20方已

不成問題」，遂打出「突破20方，普遍開展30方、50方和百方運動」的口號es。

隨後，浮誇風迅速蔓延全省，土方工效愈吹愈高，「高工效衞星」不斷放出： 

淮沭新河二河段工地的民工聲稱一天能挖土方幾十立方米；京杭運河的不牢河

段放出了日工效100立方米的「衞星」。而當時全省實際平均日工效，據定額專

家孫任國測算，僅2至3立方米et。當時推廣的所謂「先進工具」，其實也是屬

於低水平的，就是利用原先的農具進行簡單的改裝，比如「絞關船」就是在小船

底部裝上四個輪子。如果說「躍進規劃」集中體現了高指標，那麼，浮誇風則在

運動中暴露無遺。

第二，運動過程中颳起了「共產風」，集中反映在平調勞力和工具、佔用土

地、遷拆房屋等方面。當時農民上工地，所需的鐵鍬、竹筐、獨輪車等勞動工 

具，毛巾、被褥等生活用品，甚至口糧都是自帶的。儘管「群眾自辦」的力度已經

很大，但資金和建築用料仍缺口極大。為此，省委提倡「以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 

主義風格」精神，水利工程「能不給錢，就一律不給錢」，又動員群眾開展「三獻」

（獻料、獻計、獻力）、「三自」（自籌、自製、自用）運動，「將群眾中的廢鋼鐵、

散石、碎磚、舊木料等都能物盡其用」fk。包括大辦水利、大煉鋼鐵等在內的各

種「大辦」，耗費了大量的鋼材、木材和石料。根據江蘇省水利廳的統計，從

1958到1960年，僅大辦水利一項，就耗用了水泥25萬噸，木材8萬立方米，鋼

材2.3萬噸，均相當於前八年耗材總量的兩倍。這些用料大部分取之於民，「『平

調』社、隊以至社員個人的農具、器材和勞動力的現象，普遍比較嚴重」fl。不

少農民被迫捐出了桌子、板凳、牀板，甚至還拆除了畜舍、房屋，上交了房樑

和磚頭。運動中還大量佔用土地，許多農民被迫遷移。據徐州地區的統計，僅

石梁河水庫一項工程，就淹沒了土地14.25萬畝，拆遷房屋4.39萬多間，遷移居

民5.5餘萬人fm。宿遷縣也因駱馬湖水庫工程，遷移人口5.1萬人fn。

從1958年11月至次年4月，中共中央接連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

議、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對已覺察到

的急躁冒進傾向進行了初步糾正。鄭州會議後，江蘇省開始調整水利運動。

1958年12月4日，省委下達水利工作指示，要求「分別主要次要、輕重緩急，

首先抓緊對河網化具有決定性的骨幹要害工程」。根據這一指示，省水利廳對

1958年末到1959年春的工作進行縮減，將土方任務壓縮至63億立方米，相應

地，經費由原來的4.52億元減少到3.0687億元fo。1959年春，由於經費的壓

縮，加之勞力的過度動員、器材的缺乏，不少工程相繼停建或下馬，但省委仍

要求「方向不變，規格標準不動」fp，水利運動的規模依然不小。

（三）調整和收縮階段（1959年冬至1960年春）

江蘇省對「水利大躍進」真正的調整，始於1959年8月廬山會議之後。儘管

廬山會議打斷了糾左的進程，使大躍進狂潮再起，但由於困難局面愈加嚴峻，

水利建設實在難以繼續「躍進」。1960年初，江蘇省在水利戰線上率先進行了全

面調整。

廬山會議後，水利電力部於10月召開了全國水利會議，提出「把右傾反

透、幹勁鼓足」、「在三年內，組織三個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高潮」fq的精神。江

c168-201704006.indd   102 18年8月7日   下午12:11



		「水利大躍進」	 103	

		的歷史考察	

蘇省在制訂冬春計劃時，充分執行了這一思想，要求水利建設應「繼續鼓足幹

勁，橫掃右傾，大搞群眾運動」fr，以保證農業生產繼續躍進。但實際上，由於 

前期的初步調整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水利建設的客觀規律，加之1959年冬

開始的大饑荒逐漸蔓延，水利戰線再也無力掀起如此浩大的運動。

這一階段，許多水利工程業已停工，尤其是跨流域調水工程的河道工程大

多停建或緩建，在建和開工的工程屈指可數，主要是配合已建河道工程發揮效

益的配套工程，如開工興建了嶂山閘、萬福閘、錢集閘和柴米閘等少量河閘工

程。其中，嶂山閘是駱馬湖的控制工程之一，閘下是新沂河，1958年駱馬湖改

為常年蓄水庫後規劃興建，以控制駱馬湖下泄新沂河的流量。1959年10月，嶂 

山閘開工興建，共36孔，每孔淨寬10米，閘身總寬428.97米，設計流量8,000立 

方米／秒，至1961年4月建成。施工過程中，因缺乏建材而過多使用代用材料， 

故工程品質較差，大閘建成後四年，便出現了底板、閘墩嚴重空洞和剝蝕現象。

此外，大型河道工程方面，1959年10月至1961年10月，京杭運河裏運河

整治工程進入第二階段。主要完成了葉雲洞至胡成洞段長28.55公里的工程，疏

浚了邵伯湖航道10.1公里，開挖了瓦窰鋪至六圩段河道，同時完成了7座小型

配套涵閘。這期工程投入39.3萬人，共完成土方6,842萬立方米，工程效果能防

禦1954年最高洪水位，提高了輸水和通航能力。

新通揚運河在1959年春停工後，於1960年初復工。揚州、鹽城、南通地區

動員十一個縣民工12.5萬人開挖江都至泰東河口段長40公里的河道，工程於
1961年5月竣工，完成土方1,100萬立方米。至此，新通揚運河江都至泰東河口

段基本開通，河底寬20米，河底高程 -2.5米；泰縣大白米至海安19.7公里基本

成河，河底寬10米，河底高程 -1米；泰東河口至泰縣大白米段尚未挖通。後經
1960、70年代三次續建，新通揚運河工程最終於1980年2月全線完工fs。

隨着調整的思想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中共中央於1960年6月下達了控制農

田水利建設規模的指示，要求「只搞續建工程和配套工程，不搞新建工程」；動

員的勞力「只能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絕對不准超過」ft。 

江蘇省制訂的冬春計劃也大幅回落，計劃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完成土方3億

立方米，將人力控制在45至50萬gk。江蘇省聲勢浩大的「水利大躍進」就此落

下帷幕。

三　是非功過：對「水利大躍進」的評價

江蘇省的「水利大躍進」運動歷時四個冬春，推動全省的水利建設邁入了一

個高速運作的時期。但是，這場運動脫離了農村生產力和農民經濟的承受能

力，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極左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由於貫徹了

高指標、共產風、平調風等極左政策，導致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造成大

饑荒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運動留下了很多「半拉子」工程。當時由於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不管

條件是否具備，也不管人力是否允許，一股腦兒開工興建大批工程，結果很多

河道沒有挖足標準，有的甚至只挖了一部分，配套工程也跟不上。這些「半拉

子」河，有的截斷了原有的河道，有的切斷了公路，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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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活。比如，淮沭新河的淮沭河段，於開工九個月後被迫停工，已進行的工程截

斷了淮陰市的十餘條交通要道。對於沿河的居民來說，不僅外出的公路被切斷

了，就連上地耕作，也要淌水。沿河約有一萬多名勞力住在河牀外面，到河牀

灘面來種地，一般要走五里路，最遠的十多里。路途遠還不是最大困難，最嚴

重的是，有些生產隊附近既沒有船，也沒有橋，到河牀灘面要跨過兩三道河。

特別是在汛期及灌溉期間，河水沒及頭頂，只能游過去。那時沒有泳衣，人們

需脫掉外衣和褲子過河，女社員只好在天亮前搶在男社員前面過河，晚上收工

也要等男社員回去後才能過河。還有些人不會游水，不小心命喪河中。幾年

來，僅淮陰市就淹死了四十多人，淹死耕牛十餘頭gl。

其次，大興水利，與大煉鋼鐵、大辦工業、大辦交通、大辦食堂、大辦養

殖等，是「一平二調」的主要領域，「對農民造成了洗劫式的共產，使無數家庭

傾家蕩產」gm。徵用土地、拆遷房屋的現象在運動中十分突出，因水利拆毀民房

的遷移人口數量，相當於其他「大辦」的總和。據統計，全省共平調房屋250萬

間，「共拆毀民房一百三十萬二千間，移民二百零六萬人」，其中「水利方面拆毀

民房七十四萬間，移民一百零九萬人」gn。「躍進規劃」雖然明文規定要對受到

水利工程影響的移民進行賠償，「拆遷賠償標準，一般每人平均為20元」go，但

這一標準極低，不能彌補拆遷所造成的損失。大批的移民甚至得不到及時的安

置，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比如，1959年泰州縣（泰州市、泰縣合置）由

於各種「大辦」拆除了62,192間民房，但是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和退賠，造成
21,246戶、93,650人在生活、居住方面發生了嚴重困難：大批勞動力外逃，如

三查中隊有個小隊共三十四戶人家中，有二十五戶外逃；部分移民雖已被安

置，但安置房大都狹小簡陋，很多房屋不僅漏雨嚴重，而且因地基低雨後大都

積水，衞生條件也很差，蛇和蜈蚣隨處可見。這種居住環境嚴重影響人們的健

康，三查某小隊共七十多個勞動力，有四十多個都生了病gp。

又如1958年宿遷縣駱馬湖水庫工程，共遷移12.2餘萬人，拆除房屋5.7餘

萬間gq，但直至1962年，僅為移民建房1.9餘萬間（其中因房屋牆基、土質不

好，蓋好後又倒塌了3,000餘間）gr，造成上千戶農民無法安居：他們有的祖孫

三代擠在一間茅草棚裏，有的住在公共牛棚、豬圈裏，有的寄人籬下，甚至還

有人沒有固定住處。由於居住、生活等方面都存在嚴重困難，移民的發病率和

死亡率也是不正常的：據十一個重點公社的不完全統計，1958年遷出人口
43,682人，至1962年死亡2,723人，佔總人口的6.23%。由於遷出時農具損失 

嚴重，安置後分配的土地又少，人均1.8畝，且多為黑崗薄地，因此產量低、收

入少，農民生活大部分依靠政府撥款救濟和物資支持。宿遷縣委坦言，「幾年

來，駱馬湖人民在生活上的困難是十分嚴重的，他們忍受了比想像要大得多的

痛苦」gs。此外，移民大量佔用安置區的土地資源，導致安置區人口過於密集，

也影響到了安置區原住民的生活，造成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糾紛不斷gt。

再者，運動中大批勞動力被動員到了水利工地上，大量土地被水利工程佔

用或損毀，直接導致農村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生產水平急劇下降，為大饑荒

的發生埋下伏筆。當時，全省在興修水利方面所動員的勞動力，一度高達690萬 

人，佔全省勞動力總數的43%，造成勞動力的大量流失，使農村勞力極度緊張， 

正常的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莊稼成熟了也沒有人收割，「穀撒地，薯葉枯」

的現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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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困難局面的到來，中共中央已意識到運動化的水利建設嚴重影響了農

業生產，實際上是構成糧食危機的誘因。1960年8月10日，在中共中央發出的

〈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這種做法並不是多

快好省。而且，佔用勞動力過多，最高額曾達到七千萬人，既增加了糧食消

費，又影響了冬季積肥和田間管理，甚至到農忙季節，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

還下不來，影響了春耕播種，影響了當前的糧食生產。」hk

這種情況在江蘇省也極為突出。1962年，省委在總結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時

也曾坦言：水利工作上存在嚴重缺點，突出表現在「指針過高，任務過大，步驟

過急，動員勞動力過多」hl。據鹽城、建湖、高郵、寶應、興化等五縣統計，

「1958年有75萬8千人上水利工地，佔五縣當年勞動力總數的60%；1959年有

36.6萬人，佔34.9%；1960年有41萬人，佔34.9%」。如此多的勞動力被佔用，

「造成無人積肥，無人管水，一部分土地無人耕種，大部分水田脫水受旱，嚴重

影響了當年生產，也影響了以後幾年的生產」。鹽城動員的人數最多，問題也最

嚴重：「1958年66%的勞動力上了水利工地以後，全縣64萬畝漚田，有10多萬

畝脫水受旱，有5.6萬畝稻板茬播種，有10萬畝草荒嚴重。」hm

大興水利還佔用、損毀了大量土地。據1962年江蘇省退賠辦公室的統計，

大躍進期間全省平調土地670萬畝，其中「水利工程挖、壓廢214萬畝」，「水利

佔用過的經過平整可以復耕的210萬畝」，但仍有4萬畝被永久佔用，無法還 

田hn。土地被佔用，直接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

問題在1959年便暴露了出來，並逐年惡化：由於正常的農業生產得不到保

證，作物播種面積減少，田間耕作粗放管理，作物收穫不及時或不徹底，導致

農作物產量銳減。1959年，全省糧食庫存只有85萬噸，下降到最低限度，農村

口糧平均160.5公斤，1960年又下降到145.5公斤ho，1961年繼續下降到135公

斤hp。1959年春開始，江蘇已經有人因長期食不果腹而致病，甚至有大批農民

活活餓死。很快，因大躍進造成的浪費和糧食的減產，災難性的大饑荒迅速吞

噬全國，愈來愈多的人在這場饑荒中死於非命。「水利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並

沒有給人們帶來「金光照耀起麥浪，陣陣飄來稻花香」的幸福生活，運動過後，

反而成為人間地獄。

「水利大躍進」運動的種種弊端導致的嚴重後果不容忽視，但它的發動不像

大煉鋼鐵、大辦公共食堂、公社辦工廠等那樣，從一開始就是好大喜功、勞民

傷財的產物，不是百分之百的浪費。就水利建設本身而言，它有值得肯定的一

面，具有某種合理性。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高度關注農田水利建設，為

的是消滅洪、澇、旱災害的威脅，改變農業靠天吃飯的落後局面。大躍進三年

裏，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於水利基本建設，僅下撥江蘇的就高達6.1億元，

超過了1949至1957年水利投資的總和hq。在江蘇省委的重視和全省農民的參與

下，累計完成土方、石方33億立方米，開挖大型河道1,000多公里，建成（包括

已開工的）大中型涵閘144座、小型9萬多座和大中型水庫103座、小型500餘

座。這些工程對於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發揮了顯著作用：據統計，三年來全省

增加灌溉面積1,802.1萬畝，改善灌溉面積3,727萬畝，改善排澇面積4,886.2萬

畝，增加機電排灌面積2,461.9萬畝hr；還大大提高了全省水利基礎設施的水

平。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集中力量上馬的跨流域調水工程，勾畫了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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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江、淮、沂沭泗水系互調互劑的壯闊藍圖，鋪設了全省水利的新格局，為水利

面貌的改善奠定了基礎。

「水利大躍進」運動早已塵埃落定，並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經驗和教訓。遺憾

的是，以往學者在研究大躍進運動時，未能給予「水利大躍進」應有的重視，甚

至連「水利大躍進」的提法都鮮有見到。此外，由於受到對大躍進發動時間的定

見影響，近年的研究成果也將視線局限在1957年冬至1960年春這三個水利年

度，而忽視了1956年春開始的興修水利的高潮與這個階段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的

緊密關係；對它的作用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是去年〔1958年〕全面大躍進的

前鋒」的階段hs。因此，筆者從上述三個方面對「水利大躍進」運動進行了論述，

希望有助於推動學術界對這一課題的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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