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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農村抗美援朝運動

⊙ 鍾 霞

 

1950年，中國在財力、物力極度緊缺的情況下，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戰爭。為支援戰爭，全國各

地紛紛展開了抗美援朝運動。目前，學界對此項研究的成果並不太多，關注的也只是宏觀層

面，如運動的簡單回顧及其特點，而缺乏微觀研究。鑒於此，本文利用大量豐富的檔案資料，

就蘇南農村抗美援朝運動如何開展及其帶來的影響，作一點初步的考察。

一

全國開展抗美援朝運動是從1950年6月中國各地人民參與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開始，10月，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會（簡稱抗美援朝總會）在北京成立，負責領導全國人民

的抗美援朝運動，展開抗美援朝時事學習宣傳教育運動。抗美援朝宣傳教育運動在城鎮進行的

同時逐漸發展到廣大農村。1951年6月3日，抗美援朝總會發出了「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

機大炮和優待軍烈屬」的三大號召，使農村抗美援朝掀起新的高潮。

蘇南抗美援朝運動與全國基本同步。1950年6月發起和平簽名運動，11月初，抗美援朝運動全

面部署。11月至12月初宣傳時事，幫助群眾認清局勢；12月上旬至1951年2月中旬，集會遊

行，參加運動從城市擴展到農村；2月中旬至4月中旬，開展控訴運動，利用三八婦女節，廣播

大會，志願軍歸國代表作報告，使抗美援朝運動進一步深入1。各級黨委在農村土改基本結束的

基礎上，結合鞏固土改勝利，以動員農民參軍實際內容，廣泛地進行了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工

作。5月1日，「抗美援朝」作為一切工作的動力，各級市黨委組織了農村四百萬人參加「五

一」大遊行，使農村的愛國生產運動一步步走向高潮2。 6月，為響應全國抗美援朝總會發出

「六一」號召，區黨委要求「通過普遍執行愛國公約，開展愛國增產捐獻武器運動和優待軍

屬、傷病員與殘廢軍人運動，把抗美援朝運動與實際工作進一步結合起來，並向持久和深入的

方向發展。」3蘇南抗美援朝代表會議分配的農民負擔三十架飛機作為各地農村捐獻的奮鬥目

標。1951年下半年，是蘇南農村抗美援朝運動的高潮階段。各地農村掀起了持續的愛國增產捐

獻運動。1952年1月據蘇南抗美援朝分會統計，蘇南農民1951年抗美援朝捐獻的款項共達

50,823,284千元（舊幣），佔全區捐獻總額的22.51%。蘇南31個縣市農民捐獻統計如下4：

蘇南各縣（市）農民1951年抗美援朝捐獻統計表

縣（市）別 捐獻金額

（千元，舊幣）

佔捐獻總額 縣（市）別 捐獻金額

（千元，舊幣）

佔捐獻總額

無錫縣 2,619,537 51.48 吳縣 4,337,422 43.08



丹陽縣 1,160,588 41.27 吳江縣 4,449,392 34.83

丹徒縣 1,035,605 60.52 太倉縣 1,787,921 31.74

江寧縣 2,800,776 73.33 昆山縣 1,720,670 30.04

句容縣 1,217,438 45.25 南匯縣 2,806,433 48.51

溧水縣 488,794 51.59 松江縣 1,648,538 34.34

高淳縣 1,125,607 61.38 奉賢縣 2,148,048 64.25

揚中縣 265,650 66.04 金山縣 764,043 42.12

鎮江縣 14,997 0.26 青浦縣 2,026,761 46.62

武進縣 4,040,821 48.41 嘉定縣 2,099,860 33.56

江陰縣 3,313,396 48.64 川沙縣 1,581,054 43.13

宜興縣 1,582,094 28.47 上海縣 1,518,761 57.52

溧陽縣 950,984 22.90 寶山縣 1,138,095 65.16

金壇縣 894,765 48.89 無錫市 283,506 0.55

常州縣 78,073 0.32 蘇州市 1,234,104 4.58

常熟縣 78,037 17.67    

二

雖然蘇南農村抗美援朝運動已經鋪開，但如何保證運動順利開展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1950

年4月中旬蘇南區黨委決定將運動擴展到農村的時候，沒有很具體的目標。4月30日，蘇南區委

宣傳部召開會議，做了《關於蘇南抗美援朝運動的報告》，報告指出：「必須認識抗美援朝運

動是推動當前一切工作的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動力，才能使運動和各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使

各項工作加速度地順利完成。」具體到農村工作中，報告認為，由於抗美援朝運動的展開，使

得土地改革、生產競賽、秋收、稅收、參軍等一系列的繁重任務，「都異常順利而完滿地完成

了」。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中「把開展愛國生產運動作為抗美援朝運動的實際行動」，以便收

到更大的效果5。

如何調動農民投身抗美援朝運動，蘇南區黨委在1951年5、6月的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有些農

村地區把抗美援朝宣傳和生產的宣傳結合起來進行，效果很好」。報告特別提到了松江專區動

員農民的方式，認為：松江專區動員農民種植棉花時，召開了控訴會，採取回憶、對比方式，

引導農民回憶過去美棉充斥市場，通貨惡性膨脹，以致植棉失利的情行。對比地說明今天種植

棉花的意義和利益，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民的政治覺悟，群眾性的植棉愛國運動得以順利開展，

同時也指出「有不少地區並沒有把抗美援朝的宣傳與生產動員教育結合起來，以致事倍功半，

走了彎路」6。

怎樣把抗美援朝運動經常和持久下去呢？全國抗美援朝總會發出「六一」號召後，6月13日，

蘇南宣傳部召開會議，作了《目前抗美援朝戰爭的形勢和抗美援朝的具體任務》的報告，報告

指出繼續開展抗美援朝運動，使之「成為廣大人民經常的持久的行動」，並且堅決貫徹三大號

召，做好「普遍推行愛國公約；開展愛國公約增產捐獻武器運動；慰問傷病員和優待烈屬、軍

屬、殘廢軍人」三件事情7。要在農村貫徹落實三大任務，區黨委認為首先要解決群眾的思想，



提高認識和加強宣傳教育，「使廣大農民懂得為甚麼要進行抗美援朝，為甚麼要響應三大號

召」，至於具體如何操作，「應由群眾討論，訂出辦法，變成真正群眾性的自覺運動」。鑒於

農村生產任務比較繁重，為了不妨礙農業生產，特別指出抗美援朝的工作「不要疲勞群眾」，

要「從實際出發，注意效果」，反對搞大規模的集會，主張分散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8。

對如何執行三大號召，區黨委專門提出幾點意見9：

關於普遍修訂愛國公約。「應該按照各個地區群眾的意見，修訂愛國公約」。「訂立生產計劃

以前要在農民中進入深入的教育」，「內容上要切實具體，簡明扼要，不要太抽象，要容易記

得可以做到的。」「要經過群眾充分醞釀，集中群眾意見，訂定實行。」「要定期檢查總結，

不斷加以修改補充，不斷的提高，而不一定一開始就要十全十美。」

關於增產捐獻。在捐獻數量方面，區黨委指出，雖然過去會議上提出蘇南農民捐獻飛機三十

架，「但對各地不要作具體數字上的分配」，僅當作數字參考，「捐多少要看群眾能否負

擔」，並且首先要保證公糧完成的前提下，「再根據群眾的負擔力量，進行捐獻。」領導上，

務必使「各個縣的捐獻負擔達到平衡」，對每一個具體農民來說，「反對平均攤派，不能按照

人口、田畝來捐獻」，要貫徹自願的原則，根據「負擔的能力、增產的成收和家庭經濟情況來

決定」。強調捐獻武器運動必須與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相結合，「富有的多出，貧窮的少出或

不出，產量增加多的多出，增加少的少出。」

關於優撫工作。優撫工作主要是幫助烈軍屬的代耕，「採取自報公議，合理負擔的辦法，以固

定的代耕為主。」結合蘇南的實際情況，意見認為華北公票制的代耕形式不適用於蘇南，主張

「採取包種、包收、包產量的辦法」。

區黨委制定的上述政策，應該說是比較可行的，但當政策貫徹到農村基層的時候，由於地方政

府對運動的具體指導力度不夠，政策產生了偏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不少的愛

國公約流於形式，甚至幹部包辦代替。據無錫縣委領導檢查的無錫藕塘區揚西鄉第六村，該村

有120戶，愛國公約有9戶沒有訂，61戶是幹部代訂，見過家庭會議討論訂的有30戶，家長一人

包辦訂的 有30戶，內容都很空洞。其中最典型的是鄉政府的公約，甚至將升國旗要立正也列

在內10。（二）捐獻運動存在和增產脫節，甚至強迫命令、平均攤派的現象。各縣在農民代表

會上要求每畝增產一成拿出來捐獻，像宜興縣修訂愛國公約後可增產11820320斤稻，預備把增

產的三分之一拿出來捐獻11。（三）對烈軍屬照顧不到位，甚至有虐待現象。當時地方普遍流

行這種說法：「老的不如新的，死的不如生的，遠的不如近的。」如某村有二戶一新一舊的軍

屬，新軍屬家庭並不困難，而照顧很好，老軍屬很苦，連代耕都沒有做。幹群認為優撫不是經

常工作，優撫工作是政府的事，因此對烈軍屬經常的幫助就很不夠，子女求學問題及醫藥費問

題亦沒有很好解決12。有些地方，對於烈軍屬不但不積極很好照顧，有時甚至虐待他們。如鎮

江某區書記，把一個要求解決生活問題的軍屬吊起來打，並且踢她，把她肚裏的孩子也踢死掉

了13。

區領導對抗美援朝運動暴露的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8月，蘇南區政委陳丕顯同志在華東軍政

委員會議上提交的工作報告提綱中，指出：「目前有的地方愛國公約還有流於形式的現象，在

增產捐獻運動中，已發生某些增產與捐獻相脫節，甚至有強迫命令和平均攤派的現象，在優撫

工作中亦存在某些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的偏向，對於這些缺點和偏向，我們正在注意糾正之

中。」149日，區黨委發出《關於開展農村增產捐獻運動的指示》，《指示》實事求是地指出了



各地運動存在的弊端，「有的地區單純偏重捐獻，忽視增產，形成捐獻與增產脫節」，「有的

地區沒有堅持自願原則和照顧到農民負擔能力，採取不分貧富，平均攤派的辦法」。為保證農

村捐獻運動的順利開展，《指示》一再強調「捐獻運動一定要從增產出發」，「反對按照人

口、田畝平均攤派」，要求以「自覺自願為原則」，根據「增產成數、家庭經濟狀況和負擔的

可能來決定」15。19日區黨委向華東局提交了《關於愛國公約運動的報告》，報告詳細分析了

愛國公約貫徹不到位的具體原因，主要是「幹部對愛國公約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對愛國

公約的組織領導上各地也存在不少問題」。指出訂立公約四條方法：「訂前要充分地進行愛國

主義教育」；「訂時要讓群眾充分地進行民主討論」；「訂的內容要切實具體，簡易可行」；

「訂了以後要按期進行檢查」，惟有遵循這四個步驟，使得愛國公約「不致於流於形式」16。

華東局批轉了《中共蘇南區委關於愛國公約運動向華東局的報告》，指出：「必須抓緊訂立愛

國公約運動的檢查工作」「特別注意總結與推廣好的典型，以提高一般的，帶動落後的，並克

服現有的某些偏向。」1710月21日至22日，在專員、縣長會議上，蘇南區主任管文蔚針對運動

存在的問題作了重要講話，糾正各種問題，並對造成重大後果的主要負責人的錯誤進行了嚴厲

的批判。管文蔚同志指出：「有很多鄉村小學簡直是變成了愛國公約製造廠，捐獻運動，某些

地區尚有強迫攤派現象」，「強迫攤派，必須停止」。「據調查現在各地有這樣現象：老的不

如新的，死的不如生的。……這種情形是不好的，必須糾正。」管文蔚對鎮江某區書記吊打軍

屬的事件作了嚴厲的批判，「這種事情是不能容忍的。」18

以上表明，區黨委對各地農村抗美援朝運動進展情況採取及時檢查、調查，發現缺口漏洞及時

補上的方法，是抗美援朝運動期間「普遍訂立愛國公約，增產捐獻飛機，優撫烈軍屬」三大任

務順利貫徹實施的保障。

三

抗美援朝運動給蘇南農村帶來甚麼影響呢？1952年底，在蘇南農村工作委員部署下，各級黨委

組織一批幹部深入農村，對1950年到1952年三年來各地農村經濟情況、生產情況和農民負擔情

況展開了調查，並做出了詳細的報告。這些報告詳細地記錄了抗美援朝時期蘇南農村的真實情

況，為筆者分析抗美援朝運動對蘇南農村的影響提供了依據。

抗美援朝運動期間，為支付戰爭的龐大的費用，抗美援朝期間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農業稅，農

民負擔大為增加。根據《江蘇省農業稅典型調查報告》，蘇南全區實征公糧（包括地方附加

稅）數量逐年增加，以1949年的實征數作為一般指數看，1950年為138，1951年為176，從實征

數佔常年應產量的百分數看，1940年為14.27%，1950年為19.44%，1951年為21.89%。從各地農

業稅看，普遍地以1951年為最高，以下列舉部分鄉鎮歷年農業稅加以說明19：

部分鄉鎮1949-1952年實徵數佔實產量的百分比表

年份

鄉鎮

1949 1950 1951 1952

烏山鎮 8.22 11.24 9.59 8.88

閘口鄉 12.28 14.81 18.17 12.25

潮音鄉 13.89 13.99 17.82 13.90



扶海鄉 2.93 9.96 18.34 13.56

砂磧鄉 17.27 12.25 16.27 12.41

農民不僅要負擔農業稅，還要負擔愛國捐獻優撫慰勞等雜項負擔，見下表20：

無錫潮音鄉25戶1949-1952年負擔專案的比例表

負擔專案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愛國捐獻優撫慰勞 ── 18.31 59.25 40.85

興修農田水利 ── ── 0.17 1.42

交通修建 ── 53.39 ── 5.08

民兵經費 0.93 0.27 0.06 ──

文化教育 8.99 15.45 35.25 46.75

節日慶祝 2.43 4.40 2.45 3.46

其他 87.85 8.18 2.82 2.44

上表說明，1950年愛國捐獻優撫慰勞佔18.31%，1951高居雜項負擔專案的榜首，佔

59.25%，1952年也僅僅次於文化教育，佔46.75%。各階層負擔愛國捐獻優撫慰勞的比例不大一

致，一般來說，中農負擔最大，其次是貧農，最少是地主富農。見下表21：

宜興縣閘口鄉五村組1950-1952年愛國捐獻優撫慰勞圖表

成分 年份 數字 佔負擔總數% 抗美捐獻 代耕費 優撫慰勞

貧農

1950 ── ── ── ── ──

1951 52.5 6.3 45.5 ── 7

1952 6 0.85 ── 6 ──

中農

1950 5 4.2 ── ── 5

1951 103 23.3 82 ── 21

1952 1 0.82 ── ── 1

地主富農

1950 6 ── ── ── ──

1951 18 ── 18 2.43 ──

1952 6 8.1 ── 6 ──

合計

1950 11 2 ── ── 11

1951 173.5 8.68 145.5 ── 28

1952 13 1.4 ── 12 1

從以上三表來看，在抗美援朝運動開展期間，為承擔農業稅及愛國捐獻優撫慰勞等雜項負擔，

農民只好將糧食上交和捐獻，使得農民手頭有限的糧食變得十分緊張。據蘇南農村工作委調

查，普遍察覺到：「1951年因增加了地方附加，發動了愛國捐獻，徵收了土地證費以及鄉村的

其他攤派等等，秋徵以後，農民普遍喊重，尤其在災區和丘陵地區，確有不少農民發出『交了



公糧斷了頓』的現象。」22

農業稅普遍加重，加上愛國捐獻優撫慰勞等雜項負擔使得蘇南農民不堪忍受，紛紛抱怨政府。

無錫縣潮音鄉1951年全鄉應徵農業稅53180斤，實徵523468斤，比1950年多114373斤，增加

28％。該鄉農民普遍喊重，怨言很多。坊前鄉周阿坤說：「毛主席門檻精，公糧比國民黨苛捐

雜稅還重。」有些甚至說：「國富民空，國民黨萬稅，抵不過共產黨一次糧。」23吳縣有些群

眾說：「人民政府叫人吃不飽餓不死。」武縣有些群眾說：「人民政府是殺人政府。」24江陰

縣晨陽區大新鄉一村會長反映說：「現在增產捐獻和國民黨的捐頭一樣，只是換了個（說

法），過去叫捐，現在叫獻。」25

抗美援朝運動中片面以愛國棉取代糧食作物，不合理的種植制度對農業生產造成破壞，是造成

農民糧食緊張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江陰縣晨陽區大新鄉農村，該村原本採

取輪種的種植制度，摻雜種小麥、棉花、大豆、大麥等農作物。1951年在政府的號召下，農民

片面發展種植愛國棉，共212.5畝，佔總田畝42.8％，比1950年增加45％，比1948年增加

169％，削減稻和黃豆的種植面積。由於遭受風災、蟲災，該村棉花減收，其中洋棉減收

30％，土棉減收50％。棉農叫苦連天，貧農王桂生埋怨政府說：「政府叫我俚擴大棉田，我就

把稻田改種棉田，擴大到我生活也養活不了。」26

由於農民手中的糧食極為緊張，吃粥的現象十分普遍。區黨委幹部對松江專區下莊涇、曹家

濱、樂善、幸福等四個村進行調查，該地的群眾原本是習慣吃飯的，但由於糧食減少，吃粥的

現象變得普遍，生活日趨艱苦。統計資料如下表27：

松江專區莊涇、曹家濱、樂善、幸福等四個村的群眾生活調查表

時間 每日吃三頓粥戶數 佔總戶數百分比

1951年繳糧後至春節 3戶

春節至清明 20戶 20％

夏種後一個半月時間 45戶 70％

糧食緊張又使得在災荒來臨之時農民無法自救，糧食斷絕，加劇了災害的嚴重程度。1952年入

春以來，蘇南遭遇罕見的春荒，麥田被淹，災民嗷嗷待哺，各地農村普遍發生斷炊的現象。根

據檢查組《關於春耕生產情況的報告》披露：松江地區斷炊戶佔15％到20％，鎮江專區一般地

區斷炊戶約2％，溧水全縣困難戶約20％，丹徒高資一個村250戶有40戶斷炊，溧陽區的一個鄉

餓死三人，該縣斷炊戶達到20％，宜興張渚區餓死一人，斷炊戶達10％。金壇的茅麓，社頭，

城東等區災荒最嚴重，斷炊戶達30％，個別農民餓得難受，將竹篾搗喉嚨要自殺，全縣斷炊戶

約佔9.5％。常熟縣滕裏鄉三四家斷炊戶到鄉政府要飯吃，奉賢泰日區的農民把買的肥料豆餅

充饑，莊行區有10％的戶已開始吃稻種28。儘管區黨委及時落實渡荒措施，補給災區救濟糧，

但還是無法彌補慘重的損失。據統計全蘇南斷炊戶190084戶，757432人，全區水淹田畝

1128664畝29。區委檢查小組總結春荒嚴重的原因，認為除了1951年自然災害導致去年歉收及剛

分得田地農民的底子比較薄等原因影響外，1951年繁重的農業稅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去年

（1951年）農業稅較重，秋徵20億，比1950年秋徵16億多徵4億斤，捐獻約8千萬斤，繳土地證

費1億5千斤，……佔農業生產總收入81億的26％。」 30



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在財力、物力極度緊缺的情況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

中國人民付出極大的代價換來的，這一點可從蘇南農民抗美援朝運動中得以充分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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