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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陽縣「大躍進」運動研究

⊙ 李學峰

 

一、淮陽縣「大躍進」運動的過程

（一）「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

1.「大躍進」大幕拉開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擴大）在北京舉

行，會議基本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

日報》發表了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社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

號召各地根據農業發展綱要制訂一個積極的生產計劃。11月4日，淮陽縣委下發《為實現中央

40條農業發展綱要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手迅速開展農田水利運動的意見》，號召「批判和克服

領導幹部中的右傾保守思想，樹立人定勝天的思想，依靠群眾，發動廣大群眾的智慧和力量，

克服一切困難，以氣吞山河排山倒海的精神，把水利建設推向新的高潮，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

躍進」。1

12月23日，淮陽縣縣委下發《關於組織全民學習討論〈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

意見》，《意見》指出：「我們要經常向右傾保守思想作鬥爭」，「以少活十年的精神苦戰五

年」，「千方百計地組織生產大躍進。」2根據《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

案）》關於糧食畝產「四、五、八」要求，淮陽縣委要求糧食畝產1958年達到400斤（1957年

畝產量是290斤），1962年達到600斤，1967年達到800斤，棉花1958年畝產40斤，1962年達到

60斤，1967年畝產達到80斤。為了提前實現「四、五、八」，淮陽縣委強調「興修水利，發展

灌溉，實現水利化」，要求「在1958年實現水利化，到1962年從根本上剷除水旱災害。」淮陽

縣委要求1957年冬和1958年春治理新運河、里溝河、清水河、小漂河、馬家溝等，計完成473

萬土方，並在幾個主要河流兩岸建立小水庫10個。淮陽縣委還要求1958年完成打井10,000眼，

修坑塘2,000個，並對10條省、縣公路路溝進行大力整修，1957年冬和1958年春完成其中的淮

周、開淮、商淮、淮新、淮西等五條。《為實現中央40條農業發展綱要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手

迅速開展農田水利運動的意見》和《關於組織全民學習討論〈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

要〉》兩個文件的制訂和下發標誌著淮陽縣「大躍進」運動正式拉開了帷幕。1957年冬和1958

年春全縣實際共完成水利建設工程15,574萬土方，人均達200多方，勞動量可想而知。

2. 整風反右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淮陽縣的大躍進是在整風、反右派運動給幹部造成很大壓力的情況下展開

的。1957年10月，淮陽縣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幹部中開展整風運動，在



群眾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風運動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據統

計，整風運動期間，共鳴放出大字報606,767張，意見1066,992條。整風運動中，全縣農村點

名批判464人，其中，中農286人，新上中農122人，中中農23人，下中農、貧農33人，鬥爭不

法份子278人，其中，地主149人，富農67人，反革命份子14人，壞份子48人。鬥爭中，逮捕法

辦196人，重新戴帽子94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對一些「右傾」「瞞產私分」的農村幹部

進行了鬥爭，鬥爭中採取了遊街示眾、戴高帽、畫花臉等手段。

1957年12月20日，淮陽縣委傳達了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

攻》的指示。1958年元月3日，整風運動在鳴深放透和充分做好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正式轉入

反右派鬥爭。2、3月份反右派鬥爭進入了高潮。一大批對農業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等有不同

意見的幹部、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份子」。至1958年12月，淮陽縣反右派鬥爭結束。在這次

運動中，全縣共劃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和反社會主義份子1,235人，其中機關幹部333人，教師

876人，工商、宗教界26人。這些右派份子分別受到處理，其中勞動教養117人，撤銷一切職務

送農村監督勞動610人，撤銷一切職務留機關使用126人，開除回家295人，其他處理83人。反

右派運動打擊了一大批說了自己真實想法、表示了對黨的一些政策不滿的幹部、知識份子、愛

國人士。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使整個淮陽縣籠罩在一種政治高壓的氛圍之中，客觀上起到了

為大躍進開路的作用。

（二）全面「大躍進」──1958年

1.「大躍進」全面展開

195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在登封縣召開組織全面大躍進的會議。會上淮陽縣代表提出「趕登

封、超登封，拼上一條命」的口號，與會者為之震動。3月上旬，淮陽縣委召開「1958年全面

大躍進誓師大會」。會上提出「乘衛星、坐火箭」，開展比計劃、比指標、比幹勁、比增產、

比貢獻、比先進的「五比」競賽。為大造聲勢，使會內會外結合，組織4萬人參加的「報喜大

會」。3月中下旬淮陽縣委又召開了「第二次促進會議」。會議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在糧食

生產方面要求保證畝產800斤，爭取1,000斤，小麥保證畝產300斤，爭取400斤，糧食總產保證

155,951萬斤，爭取達到186,251萬斤。水利方面要求在「五一」節前實現水利化。會議還要求

全縣「四一」前實現無文盲縣，二年稻改化，三年地方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牲口在6

萬頭的基礎上，發展到11萬頭，豬在8萬頭的基礎上發展到100萬頭。大會組織大辯論，組織參

觀評比，組織報喜，開展挑戰、競賽，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要求必須從右傾保守中解放出

來，乘風破浪大幹40天，以乘衛星，駕火箭的速度趕上登封、超過登封。會議還要求有錯誤言

論的幹部「要深刻認識錯誤，認真的進行檢查糾正，進一步接受教訓，放下思想包袱，積極工

作，從實際工作中鍛煉提高自己。認真的改正錯誤，徹底地糾正，要積極主動站在運動的最前

列，要徹底批判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力爭上游，當好促進派。」3 會議還對許灣鄉官莊生產

社在三天內掃除文盲、劉橋鄉一天實現七旁綠化等假先進作為先進典型進行了表彰。壓力之

下，各鄉紛紛訂出高指標，新站、泥河、九里溝三個鄉訂的糧食指標都超過了6,000斤。大會

提出了許多口號：「乘衛星，坐閃電，披星戴月超火箭，一步越北海，單手舉泰山，淮陽一躍

成江南」、「人民氣魄吞山河，萬群決心創舉多，來個全面大躍進，保證糧食增產多」、「以

血換水，以汗換肥，以肉換糧」、「撒下天羅地網，全部掃文盲，四一前實現無文盲縣」、

「全面總動員，向四害發起殲滅戰，四一前實現八無縣」。會議期間，一些鄉社為爭當先進，

組織社員日夜勞作。朱集區組織群眾連續勞動三天三夜。僅3月23號這一天，全縣565個社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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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個讓群眾夜以繼日地勞動。 整個大躍進期間，「夜戰」都是農民群眾的家常便飯。

7月，淮陽縣委貫徹中共中央八屆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

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批判「觀潮

派」、「秋後算帳派」。縣、鄉7,393名幹部搞「元帥田」、「衛星田」1.1萬畝，開展「插紅

旗、拔白旗」運動。縣、社連續召開萬人大會六十餘次，把大躍進進一步推向高潮。一時浮誇

風大起，各種衛星紛紛上天。城關葉莊靳隆昌放出的紅薯衛星，平均每棵40斤以上，最大的一

顆有80斤；朱集鄉畝產69,766.2斤的水稻衛星；王店鄉畝產6,421斤的芝麻衛星；馮塘鄉畝產

1,907.12斤的皮棉衛星；班口鄉畝產32,750斤的大豆衛星；齊老鄉300畝大面積平均畝產

2,098.2斤的大豆衛星；新站鄉畝產12,857斤的玉米衛星；安嶺鄉畝產15,730斤的玉米衛星；

鄭集鄉畝產34萬斤的紅薯衛星；魯台鄉畝產11,710.4斤的水稻衛星；大連鄉畝產37,530斤的水

稻衛星；臨蔡鄉畝產17,400斤的水稻衛星；黃集鄉畝產15,082斤的穀子衛星。5

大躍進、浮誇風使人們對於糧食產量失去了正確的估計，當時認為糧食總產達到584,499.6萬

斤，每人平均8,600斤。全年糧食作物面積1336,276畝，畝產4,381.2斤，超過1957年年產量

290斤的15倍。人均糧食是美國1956年人均糧食904.5公斤的4.7倍，等於英國1956年人均糧食

202.5公斤的21倍。不僅是高估產，1958年的糧食徵購也是驚人的，糧食徵購完成17,064萬

斤，超額完成2,646萬斤，佔第一個五年計劃累計所完成的徵購任務數30,840萬斤的55.77%。

而當年的糧食產量實際僅為32,017萬斤，徵購量達到了總產量的53.3%。6為了完成徵購任務，

全縣範圍內普遍進行了「反瞞產」。是年秋，馮塘公社黨委第一書記位景全在泥河召開700多

人的反瞞產會議。在會議上，因泥河社社長報的產量低，位景全先讓他坐在插在大車旁的擀麵

杖上，後又讓他坐在石灰當中。這次會上位景全還讓劉從得跪在磚楞上，腳尖不准著地。7鄭集

公社副書記于敏芳，在指揮營大隊反瞞產會議上說：「糧食報的多了是英雄，報的少了是狗

熊。」這次會議連開三天，一個反瞞產會上就打25人。趙莊小隊會計朱玉三，在會上被摔了20

骨碌子，回去上吊自殺，被救未死。8

工業、教育方面也出現了蠻幹快上的情況。1958年下半年根據中央「以鋼為綱」大辦鋼鐵的指

示和中共河南省委鋼鐵緊急會議精神，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小、土、群。全縣很快

掀起大煉鋼鐵高潮。全縣近十萬人齊上陣，機關、學校、農村紛紛建立小高爐，煉鋼煉鐵，各

行各業支持「鋼鐵元帥升帳」。除支援國營大廠廢鋼鐵1,325.3噸外，並建立煉鐵爐兩座，煉

鋼爐380座（土爐），調出支援鋼鐵勞動力16,500人。淮陽縣本無鐵礦，為了煉鐵煉鋼，一面

號召群眾獻鋼鐵，一面組織4,000餘人日以繼夜在沙河撈鐵砂，到12月，共撈鐵砂395萬斤。另

外還組織「鋼鐵大軍」去禹縣辦鋼鐵廠(到1960年8月才投產)。1958年年末統計，全縣煉鋼

1.13萬公斤，煉鐵5.64萬公斤，僅完成計劃的13%，而合格產品更是微乎其微。這樣蠻幹不僅

經濟效益差，人力、物力、財力浪費嚴重，而且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破壞，真可謂得不償失！

1958年，盲目投資興建的澱粉廠、肥料廠、冷凍廠等21個工廠，或中途下馬，或因為經濟效益

甚微而停辦。如造船廠造出5艘機動船和人力船均因不合設計要求，於1961年報廢，損失12萬

元。

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教育戰線提出「一個月普及小學教育」、「三個月掃除文盲」等躍進口

號，大搞全民辦學，高指標、浮誇風盛行。是年秋，淮陽中學改為「淮陽大學」，淮陽師範改

為「淮陽師範學院」。各部門、各公社也相繼辦起「農業中學」、「工業大學」、「淮陽縣衛

生學校」、「戲劇學校」、「盲聾啞學校」、「農業中學」等。隊社還建立各種「紅專大

學」337所，學員達26,498人。同時各中小學合併，實行「集體住宿，集體吃飯，集體讀書，



集體勞動」。1959年，全縣有幼稚園1,161處，2,042班，入園幼兒4.02萬人；小學437

處，2,246班，學生10.69萬人；中學29處，180班，學生6,968班。由於學校猛增，師資、經

費、校舍、設備等方面的需求超過實際承受能力。許多學校管理混亂，教學品質明顯下降，新

辦大學徒有虛名。

2. 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年8月毛澤東在視察時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

活，管理政權」。並指出公社的最大特點是「一大二公」。9消息傳來，8天時間全縣撤銷24個

鄉，建立13個人民公社。9月，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縣成立

「人民公社淮陽聯社」。原農業合作社的所有生產資料、固定資產、股份基金與社員的自留

地、小果園、零星樹木、豬、羊等均收歸社有。個別公社實行全民所有制，部分公社實行糧食

供給制，貧富隊拉平平均分配。吃飯不要錢，月發零花錢。社員生活實行集體化，全縣城鄉建

立公共食堂3,031個，入夥農戶99.8%。從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到1959年3月，全縣所有的公

社、大隊、小隊和社直單位沒有不颳共產風的。共產風所至之處，大至土地、牲口、房屋，小

至碗、筷、針、線甚麼都刮。這一時期，共產風範圍廣，平調項目多，數量大，平調的農副產

品多，生活傢俱多，甚麼都調，平調的方法簡單，手續混亂，對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破壞極

大。10

公社組織形式軍事化，大隊、生產隊、作業組按營、連、排編制，男女分別集體住宿。為了便

於領導，開展了移村並莊運動，對一些較小村莊實行並村遷戶。鄭州會議前後（即從1958年公

社化運動到1959年4月）共移村647個，佔總村數的31.1%。遷25,477戶，佔總戶數的16.7%。遷

移村民142,831人，佔村民總數的22%。扒房40,133間。其中扒光的172村，佔縣總村數的

8.2%。11移村並莊給群眾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很多地方出現一家三代同居一室的情景，有的地

方甚至出現兩戶以上居住一屋的情況。

（三）風雲變幻──1959年

1. 不同聲音

「大躍進」的極左路線，嚴重脫離實際，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抵制。一些農民對大躍進、人

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質疑，認為「大躍進是吹大氣」、「年年喊增產，年年都減產。」有

人說：「人多沒好湯，豬多沒好糠。食堂內整天喝些稀飯，把肚子撐得像磨盤一樣。人走路

時，先把脖子上掛塊石頭，不要被大風颳跑了……。」富裕中農尹保廷說：「光說大躍進，產

量年年提高，我的生活年年下降，我看一年不如一年……。」七里河大隊梁集老富裕中農鄭華

山說：「躍進躍進，啥時叫人累死完了就算甘心啦」。富裕中農曹全興（黨員）說：「人民公

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解放後不如解放

前，一步緊一步，步步吃虧，真是和割心的一模一樣。」。徐莊大隊徐莊生產隊老富裕中農崔

國成說公社食堂「吃的飯不如豬食，天天吃不飽，非叫孩子餓死就不中」、「食堂吃飯不勝小

夥」等。鄭集公社付樓大隊老富裕中農王金明說：「食堂要好哩！我頓頓就沒有吃飽過，還叫

黑了白天幹，真撐不了。」許莊大隊老富裕中農張永成說：「搞水利化我看挖的坑坑窪窪的，

弄的不成莊稼，把人累的一死一活的……」還有的主張取消供給制，說：「供給制出懶

漢……」12。一些農民主張搞包產到戶，實行四還原（即土地還原、牲口還原、農具還原、吃

飯還原），實行個人地段生產責任制。



一些幹部也表達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不同看法。有些幹部認為「58年大豐收是

虛氣」，「吹牛皮」，「徵購任務太多了，徵購任務一季完成沒屌門」，「麥季徵購任務根本

完不成」，有的幹部看到了「群眾生活苦，小孩餓的皮包骨頭露青筋」、「人民公社化後房子

扒的亂七八糟的，連一顆樹都沒有了」的情況，表現了對農民的同情和對人民公社的懷疑，說

「人民公社優越性，把群眾優死完了」。這些幹部的有些說法是實事求是，切中時弊的。有些

雖有些偏激，但也反映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縣委書記處書

記，兼林蔡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吳淩澤是這些幹部中的典型代表。吳對林蔡鄉社、隊幹部大放衛

星很是不滿，說：「你們這些人（指社隊幹部）一天到晚都在下面搞虛氣，一吹多少多少，放

點子美國衛星」，認為「林蔡條件差，牲口、農具少。不能搞那麼高產量」，並且說「40畝地

拉一車子麥，牲口瘦的像螳螂，三個牲口拉不動我一根屌毛。」吳對人民公社也提出了自己不

同的看法，認為「公社化後群眾沒東西了，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群眾生活降低了是制度

問題」。他主張「將大隊、生產隊盡量劃小」，「推行包工包產到戶」的辦法，他們還主張大

隊「不搞工廠（場）」，「將不應該下放的堿場、豬羊場等全部下放到戶」。吳說「食堂除吃

飯站隊，吃冷飯，吃涼飯，吃剩飯，再找一點好處也沒有了」。因此他就責令鐵工廠鑄小鍋，

並一天打三次電話問大隊食堂是否解散了，勒令解散食堂，解散婦產院，幼稚園，敬老院。把

適以公共食堂為主的集體福利組織「下放到戶」。吳對當時浮誇作假、不實事求是的現象提出

了批評，說「縣委光聽好的，不聽壞的，使下邊不敢說實話，誰提意見就說誰是右傾」。13這

些表達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懷疑和不滿的幹部和群眾在稍後的反右傾和整社運動

中都受到了衝擊。

2. 有限的糾「左」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極左路線給廣大農村帶來很大混亂，對生產造成很大破壞。由於

高徵購，再加上公共食堂的浪費，農民生活出現了困難的情況，一些地方停夥斷炊，群眾體質

下降，浮腫病發生，一些地方甚至開始出現非正常死亡。在鄭集公社，1958僅李營一個小隊一

年就死去23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參

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會議明確指出：要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肯定現階

段是社會主義，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會議規定了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

的方針。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

公社的決議》。1959年3月，淮陽縣委方始對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進行了調整。這

次整社使肆虐的共產風得到了一定遏制，平調物質、勞動力的現象大為減少，也使農業戰線上

的勞動力得到了保證，但對於整個「大躍進」來說，其糾「左」效果是極為有限的，對於建立

公社時的經濟遺留問題基本不作處理是對過去的一些共產行為的認可。1958年由於高徵購，農

村留糧過，農民少生活困難，在糧食問題日益成為中心問題的情況下，整社的過程中仍然強調

徵購任務必須完成，而沒有真正採取措施解決農民吃飯問題，這不能不影響農民的生活、農業

的生產。到6月份，淮陽縣患浮腫病的人數已達14,000人。

3.「反右傾」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結束。淮陽縣委於8月18號上午接省委電話會議精神後，當日

下午緊急召開了縣委委員、鄉黨委第一書記、縣直各科、局黨員科、局長、淮陽師範、淮中黨

支部書記等共72人參加的會議。會上由縣委書記處書記喬慕東傳達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

縣委劉守福傳達地委縣委書記會議精神，並當夜進行了討論。8月19日各鄉又以縣委委員和第

一書記為主召開了鄉黨委委員、大隊支部書記和相當此級的縣、鄉幹部會議。在這兩個會議



上，在政治壓力之下，幹部們對「成績」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認為「1958年躍進成績是巨大

的，農業大豐收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大豐收」。會議還對右傾保守情緒進行了批判。一些幹部

檢查了自己的右傾思想。會議上還大講形式、大鼓幹勁、大表先進，對「秋田管理到頂論」、

「減產定局悲觀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情緒進行了批判。14

8月26日和30日，淮陽縣委連續下發《關於開展反右傾、鼓幹勁、大搞增產節約運動學習和宣

傳意見》和《關於在農村中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運動的意見》，要求在幹部中迅速掀起學

習高潮，機關、學校、工廠，每天不少於兩小時，每星期不少於20個小時；公社大隊幹部每日

不少於1小時，每星期不少於15個小時，群眾原則上是白天生產晚上辯論。但白天利用飯場、

地頭、工地、田間休息時也可以辯論，時間要靈活掌握。在學習、鳴放辯論的基礎上，對幹部

進行排隊，劃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淮陽縣委對1960年經濟發展提出了高指標，工業：要完成31,500萬元的生產總值，這將比1959

年增長10.5倍。農業：要求小麥畝產300斤，總產3.6億斤，秋糧畝產700斤，總產8,0430萬

斤。全年糧食總產量116,430萬斤。小麥單產將比1959年的175斤增長41.7%，秋糧單產比1959

年增長42%；全年總產量將比1959年77,733萬斤增長42%；皮棉單產80斤，將比1959年單產55斤

增長42%；芝麻單產140斤，將比1959年單產115斤增產21%；花生單產635斤，將比1959年單產

增長19%。15政治壓力之下，各生產單位爭先恐後，並對生產指標進行了修訂。僅兩天時間就寫

決心書139,124份，挑戰書35,965份，大字報1235,000餘張。269個大隊，2,649個生產隊修訂

了生產計劃，有101,426戶制訂了增產節約計劃。城關鎮2,550畝紅薯由單產800斤改為1,360

斤。

在「反右傾鼓幹勁，以更大的躍進成績來粉碎右傾機會主義的攻擊」的口號下，浮誇風再次大

興，種種衛星騰空而起。截至10月20號統計，大會共收到各種喜報2,141份，放糧食衛星810

顆；棉花衛星369顆；油料衛星479顆；麥播衛星578顆；紅薯衛星429顆；採菜衛星740顆；積

肥衛星929顆。16放衛星是縣委統一安排的，縣委規定：（1）在十號前報糧油衛星；（2）在十

五號前完成切紅薯片的衛星；（3）在二十號前完成紅薯入庫的衛星；（4）在十號前報精彩結

束麥播的衛星；（5）在十號前報結束打場的衛星；（6）在二十五號前放大採乾菜的衛星；

（7）在十五號前放分配工作的衛星。17反右傾運動中撤換基層黨支部書記155人，支部委員129

人，團支書60人，管理委員會委員263人，會計62人，生產隊長936人，後補黨員延長後補期的

288人，取消後補黨員資格的194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地打擊了一大批堅持實事求是的

同志，使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進一步助長了浮誇不實之風。

（四）勉力躍進──1960年

1. 困難局面的出現

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在廣大農村，由於缺糧，農民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食堂停夥，

這一段時間發生食堂停夥的共113個大隊，佔全縣276個大隊的40%；小隊595個，佔21%；食堂

616個，佔19.3%，人口122,299人，佔18.8%。由於糧食缺乏，勞動強度大，造成疾病流

行。1959至1960年5月底，39,697人發生各種疾病，佔全縣總人口的6.1%，其中：浮腫病計

8,573人，佔發病人數的21.6%，佔全縣總人口的1.31%；瘧疾計8,180人，痢疾計3,828人，白

喉計244人，傷寒計1,143人，婦女子宮下垂6,649人，其他疾病計11,079人。18面對飢餓的威

脅，一些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流往外地。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共外流人口3,363人，佔全縣總



人口的0.51%。人都沒了吃的，牲口更是顧不上，牲口也出現了大量死亡，1959年冬到1960年

春共死亡牲口2,385頭，佔牲口總頭數的4.2%。其中：1959年冬死亡897頭，1960年春死亡

1,488頭。19一些幹部隱瞞缺糧饑荒的真實情況，馮塘公社宣傳委員查應國住在阮橋大隊在實際

缺糧的情況下，對公社報告是自足隊，到4月份每人吃到糧食5兩8錢（16兩秤）。這個大隊在

1960年春發生浮腫病165人，死去35人，牲口死亡56頭。20

幹群矛盾也十分突出。在馮塘公社，從1959年10月至1960年6月，上至公社黨委，下至生產小

隊均不同程度的發生了違法亂紀。幹部由於怕反右傾，怕說無魄力等，在鬥爭會上動手打人的

有136人，佔大小隊幹部數的38.3%。違法亂紀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被違法亂紀3,017人，

佔總人口的22.9%。其中致死的111人。21在林蔡公社，1959年冬1960年春發生違法亂紀1,274

起，被打的群眾1,394人，其中致傷的73人，致死的54人，打跑的107人。大何莊大隊14個大隊

幹部中，有嚴重違法亂紀7人，1959年冬1960年春共打269人，佔該隊1,900人的14.1%，其中打

死3人，因打致死3人，打傷3人，打跑5人。治保主任何慶學1人打61人，致死的3人。22當時在

農村，幹部打人是普遍的現象，這裏只列舉幾個例子。新站公社萬許莊大隊副支書熊欽榮1959

年以來共毆打社員41人，被打致死的3人。如1959年12月因貧農范照禮有病不能上工，向熊請

假，熊不但不准，反扣飯、毒打，兩天後死去。同年12月，熊帶領民工在范樓挖河時因貧農社

員范廣林上工晚了一些，即進行鬥爭，後熊又親自將范打數十骨碌子。當時打得不能行走，20

天後死去。1959年12月24日大連公社王集大隊趙樓小隊農社員張洪遠（27歲）多吃一個饃，被

小隊長趙興亭發覺後即進行鬥爭。趙親手將張打數十骨碌子，當時打得鼻口流血，十天死

去。1960年元月因社員張洪江推磨將糧食弄撒一把，小隊長趙興亭不容分說將張按倒泥窩裏毒

打一頓後又跺數十腳，打得當時吐血，14天後死去。23當時幹群關係十分緊張，一些幹部被群

眾稱作「新惡霸」。24

2. 從「大戰紅五月」到「保糧保鋼」

群眾生活已經很成問題，但群眾的勞動強度並沒有因此降低。4月底，淮陽縣委在四級幹部會

議上對組織五月生產新高潮進行了布置安排。淮陽縣委認為：「只要我們抓住當前有利時機，

大鼓幹勁，勝利前進，就一定能掀起一個規模空前的更宏偉的生產高潮，達到五月滿天遍地

紅，會內會外相映紅。」會議要求：「大幹六十天，抓好五、六月份的工作，保證奪取全面勝

利」，「千方百計奪取小麥大豐收，要普施一遍肥，透澆一次水，特別要集中足夠的力量，繼

續突擊消滅三類苗，圍攻低產區，每畝施化肥30-40斤或土化肥150-200斤。專人管理，天天觀

察，一抓到底，保證把三類苗、低產區消滅在5月10號前。繼續消滅小麥黃銹病和吸漿蟲，保

證5月10號前實現無麥病、無蟲麥、無不澆水小麥、無不追肥麥、無三類苗、無低產區麥的六

無隊、社，確保小麥大豐收。」25會議並對春播、秋天初期管理、養豬積肥等工作進行了布

置。整日飢腸轆轆的社員已無力「躍進」，在林蔡等一些地方社員對抗旱進行了抵制。

1960年8月10日、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保糧保鋼、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以保糧保鋼

為中心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和號召。10月4日，淮陽縣委制訂了《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

心的增產節約方案》。《方案》制訂了以下主要措施：（1）加強政治思想領導，加強生產第

一線，抽出30%以上的幹部充實基層。（2）立即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所有大中型水利建設全部

停止，勞動力馬上歸隊參加農業生產，全力加強農業生產最前線，從各方面擠出50,000以上的

勞力充實田間生產，無論甚麼時間，凡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任何單位都不能以任何藉口

抽調一個人。（3）工業部門和其他各部門全力支援農業。（4）在抓好糧食作物生產的同時，



也要抓好經濟作物的生產，還有安排好集體生活。（5）繼續深入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

術革命運動。（6）在大搞增產節約運動中，既要開源又要節流，一切可以減免的開支要堅決

減免，一切可以壓縮的開支要堅決壓縮。（7）為了保證增產節約運動更深入持久的開展下

去，各級領導必須改進領導作風，堅決克服五多和追求形式，鋪張浪費的現象。切實認真地和

群眾實行四同，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特別要進一步貫徹黨的各項政策，以便用政策充分發動

群眾，用政策調動廣大幹群的積極性。26保糧保鋼政策的出台表明，經過近三年的大躍進，社

會生產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出現了很困難的局面，大躍進的列車已前進困難，它的最終停駛已

為期不遠了。

3. 更加困難局面的出現

由於嚴重的浮誇，淮陽縣委過高的估計抗旱成績，把歉年當成大豐收。縣委第一書記喬慕東同

志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認為形勢一片大好，「夏糧豐收已成事實」。 5月26日，縣

委認為「小麥生長普遍良好，它具有籽粒飽滿、穗大、均勻的特點，豐收已成定局，特別是出

現了豐產方、衛星田，只要作到顆粒還家，42,000多萬斤糧食是有把握的，除去三項扣留完成

徵購任務以外，尚有社會餘糧1,300多萬斤，這是完成徵購任務的雄厚物質力量。」27 6月中

旬，淮陽縣委雖然承認了「豐收的不平衡性」，但同時強調指出「堅定指導思想，對大豐收不

要懷疑和動搖」28在災情較為嚴重的情況下，縣委對秋季產量作了較高的估計，縣委估計，

「全縣秋季糧食總產將達26,226萬斤，其中純糧總產10,334斤，紅薯總產15,892萬斤。糧食總

產量減去徵購、三留共需的25,739萬斤（其中，需純糧10,334萬斤，需紅薯15,505萬斤），尚

有餘糧387萬斤。」29 8月，縣委再次對秋糧的產量作出了較高的估計，認為糧食總產將達

26,150萬斤，其中純糧11,733萬斤，紅薯折糧14,417萬斤。預計徵購純糧400－500萬斤，紅薯

折糧徵購3,000－3,500萬斤，口糧、飼料、種子合計應留純糧11,031萬斤，紅薯折糧10,123萬

斤，糧食總產減去三留、徵購糧後，將還有上千萬斤的餘額。由於淮陽縣委沒有認識到問題的

嚴重，更由於來自上面的徵購壓力（1959年夏季國家實際統購6,840萬斤，加上公社自籌糧240

萬斤，共計7,080萬斤，1960年徵購任務增加到7,800萬斤），繼續購過頭糧，糧食的短缺使情

況進一步惡化。即使麥收剛過，農民的飢餓狀況也沒有明顯減輕，1960年6月1日至10月30日共

發生各種病48,138人，佔全縣總人口的7.3%。其中：浮腫病2,980人，佔發病人數的6.2%，佔

全縣總人數的0.45%，瘧疾3,327人，痢疾4,389人，白喉446人，傷寒1,403人，婦女子宮下垂

6,354人，其他疾病8,787人。30 10月下旬，全縣缺糧人口達到159,240人，共缺糧458.9萬斤，

折款366,000元，缺燃料折款432,002元，缺食鹽折款212,055元，修建房子需款650,029元。31

4. 「大躍進」列車的停駛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1月中

旬，中共中央工作組組長江文率領省、地工作組來到淮陽，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

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和中共河

南省委的《十五條》，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嚴重失誤。11月21號，縣委第一書記

喬慕東召開小隊以上電話會議，傳達了省、地委規定的有關政策，主要內容有：（1）從11月

15日起，堅持半日勞動半日休息，每月男女社員放假4天。（2）允許社員家裏有小鍋，以前把

社員家裏的小鍋拿走了，現在要還給社員，已經打了的要賠償。（3）社員家裏的糧食歸社員

所有，不允許到社員家裏搜糧食，更不能反瞞產。（4）自留地堅決分，現有的食堂菜地不

動，從耕地中拿出2.5%分給社員，愈快愈好，並且要幫助社員解決採種問題。（5）過去罰社

員的錢，拿社員的東西，立即退還，並向社員道歉。在這之前，面對極端困難的情況，生產救



災工作已經開始進行了。10月下旬，淮陽縣召開了生產救災會議。會議對缺糧人口進行了統

計，全縣缺糧人口達159,240人，共缺糧458.9萬斤。會上制訂了以下一些措施（1）縣、社分

別建立了生產救災委員會，下設辦公室。（2）要求各部門要以生產救災為中心，大力支援災

區。要求商業部門投資災區1,000萬元，並對災區的農副產品的收購和生活、生產用品的供應

加以適當照顧；銀行向災區增加投放貸款50萬元；糧食部門除保證安排好災區糧食外，並在加

工運輸方面予以適當照顧。（3）突出搞好災區當前生產，保證收淨、收細，顆粒歸倉，種足

種好，寸土不閑，特別要管好種好冬菜，除要求對現在蔬菜加水、加肥，加強管理以外，災區

每人再種8分到一畝混播菜，保證每人蔬菜面積達一畝以上。大搞小秋收運動，大搞代食品，

大搞增產節約。（4）進一步做好災區的勞動力調配工作，堅決貫徹執行勞逸結合政策，保證

不夜戰，保證社員有8個小時的睡眠和足夠的休息時間，並在秋收麥種之後實行半日勞動半日

休息的制度。

隨著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關於徹底糾

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和中共河南省委的《十五條》等檔的貫徹和執行，淮陽縣農業大躍進基本

結束，淮陽縣大躍進也進入了尾聲。1961年1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正式確定了對

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大幅度壓低了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

標，中止了大躍進運動，淮陽縣大躍進也宣告結束。

二、淮陽縣大躍進的後果

（一）疾病蔓延，出現非正常死亡

淮陽縣共13個公社，273個大隊，2,842個生產隊，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

日，先後共發生各種疾病62,216人，佔總人口的9.8%。其中：浮腫病8,573人，佔總人口的

1.35%，佔發病人數的13.7%。在此期間共死亡11,967人，佔總人口的2.5%，占發病人數的

19%。其中因浮腫病死的1,455人，佔死亡人數的12.2%，因幹部作風死亡的371人，佔死亡人數

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佔死亡人數的75%，中毒死的14人，佔死亡人數的0.12%，

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佔死亡人數的9.3%。從死亡年齡來看：老年3,474人，佔死亡人數

的70.7%；青壯年2,366人，佔死亡人數的19%；小孩1,227人，佔死亡人數的10.2%。從死亡時

間上看：屬於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佔死亡人數的24%；屬於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佔

死亡人數的29.4%。從發生疾病的範圍上看：全縣13個公社，276個大隊，或多或少、程度不同

的先後都有發生。32在鄭集公社和林蔡公社情況尤其嚴重，從1958年10月1號至1960年10底，鄭

集公社共2,606人死亡，其中正常死亡的1,537人，非正常死亡1,069人，佔全公社人口的

1.9%。從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上看：因扣夥餓死140人，因打致死的80人，因生活死亡333人，因

害病該治未治死亡的219人，因傳染病治不好的219人，其他方面死亡112人。33從1959年10月至

1960年10月底，林蔡公社共死2,061人，佔總人口的3.44%，其中正常死亡的1,255人，非正常

死亡的807人（這只是檔案數位，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其中死人佔4%以上的13個大隊外流

1,034戶，佔總戶的6.89%，1,548人，佔總人口的2.54%。34

從1950年至1956年，除1953年外，淮陽縣人口每年增長都在15%以上，而1958年至1961年，由

於大躍進的影響，人口增長率都在9%以下，1960年人口淨減8,117人，負增長12.03%，這是淮

陽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負增長，死亡16,205人也是1950年以來年死亡



人口最多的。大躍進造成多少人非正常死亡，現在已不可能獲得一個準確的數字，但下面的例

子足以說明餓死人情況的嚴重。現王店鄉李莊自然村在大躍進期間百十口村民中共非正常死亡

30人，具體死亡情況如下：于天祥之子四順；于全勤的三個男孩；于全友的三個男孩；于全河

之女尾兒；于全明之女籃兒；于振啟父母；于振江一女；李明仁一子黑尾巴；李守仁一子心

意、一女銀；李義仁的三個男孩；李春花的兩個男孩心勝、心旺；李友仁父親；李東仁的父親

和女兒慈；李春杖妻子和兒子鐵蛋（送人後被餓死）；李太阿之女雪；李成仁的祖父；李春玉

的父親；李會仁的祖父。另外村民李好仁的兄弟送人後死活不知。在死人情況最嚴重的1960年

春，慘象令人觸目驚心。在西王樓聯隊，村民于全窪和李金堂一晚埋了三個。埋了一個後，于

全窪又叫李金堂埋人，李金堂說：「表叔，你咋光叫我耶？」于全窪說：「我不叫你叫誰耶，

村裏人（指青壯年男子）都挖河去了。」出了門後，于全窪對李金堂說：「咱抬倆還是抬一個

耶？」李金堂後來說一聽到這嚇得他腿都軟了。當時餓死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飢餓使父子不

能相顧。35

（二）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首先，糧食作物畝產下降，總產量降低。淮陽縣1958年－1961年糧食生產情況見下表。

年份
農作物總播種面積

（萬畝）

糧食作物播種面積

（萬畝）

畝產量 

（萬公斤）

總產量

（萬公斤）

1958 249.44 214.45 74.88 16,058

1959 264.15 226.1 58.5 13,234

1960 275.66 227.99 56.5 12,894

1961 238.33 214.9 47.1 10,133.5

資料來源：淮陽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淮陽縣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383-384頁。

從上表可以看出，由於大躍進的破壞，從1958年到1961年雖然播種面積逐年增加，糧食單產和

總產量卻連年下降。其次，畜牧養殖業也遭到破壞。1958年後，由於實行人民公社化，大牲畜

以生產隊為單位合槽餵養，在糧食緊張的情況下，飼料、飼草不足，再加上實行「大兵團作

戰」，對牲畜無代價調用，牲畜體質差、勞役過重，造成部分牲畜死亡和繁殖力下降，一些地

方出現了以人代耕的現象。

林業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1958年，由於並村遷戶，樹木很多被砍伐，加之公共食堂燒柴，

樹木濫伐嚴重，毀樹200多萬株。造林面積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分別為

22,500畝、8,400畝、5,800畝、2,800畝、2,000畝，逞逐年銳減的態勢。造林株數1957

年、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分別為400萬株、200萬株、100萬株、80萬株、和70萬

株。林業遭到破壞不僅使財產受到損失，生態環境也遭到很大破壞。

三、天災抑或人禍

（一）不能歸罪於天

《淮陽縣誌》大事記裏這樣記載：「6月至9月，108天無雨，乾旱嚴重。」在淮陽縣檔案局的



檔案檔裏也多次提到108天無雨，彷彿108天無雨是鑿鑿有據的了，但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在

《淮陽縣誌》裏清楚記載著1956年6到9月的降水量分別是114.8毫米、30.7毫米、12.2毫米和

50.8毫米。所謂108天無雨是誇大災情，推脫人責、歸罪於天的彌天大謊。1958年、1959

年、1960年的年降水量分別是787.8毫米、492.3毫米和626.3毫米，三年中即使是年降水量最

小的1959年的降水量也大於1966年的423.6毫米和1986年的484.3厘米。再從糧食實際產量來

看，1958年、1959年、1960年的糧食總產量分別是1,6058.5萬公斤、13,234萬公斤和12,894萬

公斤，三年中產量最低的1960年的糧食產量也遠遠高於1963年的7,452.5公斤。所以，把1959

年和1960年出現的嚴重困難局面歸罪於天是錯誤的。

（二）竭澤而漁釀惡果

淮陽縣在1959年和1960年出現嚴重困難局面主要是竭澤而漁的結果。1958年、1959年、1960年

三年的糧食徵購量分別達到8,532萬公斤、5,655萬公斤、和2,866萬公斤，分別達到當年總產

量的53%、43%和22%，糧食的徵購量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由於高徵購，造成許多食堂

停夥，從1959年冬到1960年春，發生食堂停夥的共113個大隊，佔全縣276個大隊的40%；小隊

595個，佔全縣小隊的21%；食堂616個，佔全縣食堂的19.3%；人口122,299人，佔總人口的

18.8%。36為了活命，老百姓只得吃到處搜尋野菜、樹葉、爛菜葉，連黃花菜根的老母子都挖出

來吃了，這種東西吃就拉肚子。即使不停夥的時候情況也不樂觀。「大夥上的饃洋火盒，大夥

上的麵條撈不著，筷子沏猛子撈個紅薯梗子，筷子一撅撈個紅薯葉。」這是當時淮陽的一個民

謠，也是當時農民生活的一個真實寫照。不僅徵購方面竭澤而漁，而且在勞動方面也竭澤而

漁，農民們不僅要在白天勞動，晚上也要加班；除了要幹農活，還要修水利、除四害等。一些

幹部為奪紅旗，爭先進，以勞動不積極、不躍進、右傾為名對群眾進行打罵，捆綁。37社員即

使生病也要上工。1960年2月貧農社員葛照祥，72歲，因病不能上工，被小隊長張尚德打得頭

破血流，昏倒在地，被人架回家死去。4月貧農社員葛應修腿腫流血不能上工，張尚德強迫其

勞動，葛提了他的意見，被拳打腳踢，因傷重而死。381960年3月因貧農張復健有病不能上工，

項金高（黃集公社雙廟劉大隊項莊村小隊隊長）跟副隊長張傳志說：「咱倆是個靈先生，給他

治治病！」進行拳打腳踢，擰耳朵，因打得過重二十天死去。自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項

金高以社員上工晚為理由，共毆打社員31人（中貧農27人，地富4人），被打致死的2人，打傷

的3人。39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餓飯」也成為幹部「督促」社員勞動的重要手段。社員

即使生病也要參加勞動，不參加勞動，幹部就不讓吃飯。王店公社勞橋大隊支書業茂中規定病

人不能幹活不叫吃飯，餓死6人。在「大躍進」時期，整個淮陽縣「違法亂紀」情況十分嚴

重，幹部對群眾採取多種手段進行摧殘，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其方法

有：捆綁、吊打、腳踢、拳打、辯論鬥爭、籮面戰、推、拿架子、打肉夯、坐老虎凳、跪磚

頭、跪坷垃、拔鬍子、拔頭髮、扣飯、停餐、罰款、罰勞役、罰吃大辣、罰曬太陽、罰站、罰

吃屎、罰頭頂褲襠、挎磚頭、雙羊頂頭、扣發工資、扒衣服凍、打花臉、戴綠帽子、遊街、針

扎嘴、擰耳朵、頂風跑、踢陰道、雨淋、扣押、翻搜、拘留、割耳朵、活埋等50餘種。40

在強制之下，農民從事著高強度的勞動，他們夜以繼日的勞作，沒有星期天，甚至春節也不能

休息。1958年春節前，縣、鄉、社、隊召開群眾會，提出打破常規過春節，春節不停工，提前

實現水利化，宣誓的人在12萬人以上，春節一天出動勞動力425,000人，完成土方127萬

方。41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群眾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全縣水利工程仍在進行，先後完

成蔡河、淮南、淮北三大引水渠，並完成34條支渠，200條斗渠，2,500條農渠，31,500條毛



渠，總長5,642公里，開挖5,627萬土方。42在衣不能蔽體，食不能果腹的境況下，農民們日以

繼夜地從事著高強度勞動，這不能不損害社員們的身體，不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也不

可能不影響生產。

四、反思

中國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的歷史，但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她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歷

程。優秀的中華兒女浴血奮戰，不斷探索，終於找到、走上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1949

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雄心萬丈，矢志在較短的

時間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但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生產落

後，工業基礎薄弱，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需要長時間、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毛澤東和他領導的

政黨顯然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缺乏足夠的認識，革命鬥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後經濟的迅速恢復、建設的順利進行、抗美援朝的勝利，這都使毛澤東和他領導的政

黨對建設充滿信心，他們相信中國能夠迅速發展，在不太長的時間就能趕上甚至超過一些先進

國家，大躍進就是一種嘗試──一種破除迷信（包括對蘇聯的迷信）、一種打破一切常規（包

括蘇聯和我們曾經有過的成功經驗）的嘗試。大躍進是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但這並不代表

有這種想法的只有他一個人，這種想法在中國共產黨各級幹部當中是相當普遍、很有市場的！

沒有人能夠阻擋大躍進的巨流，淮陽縣自然也被捲入到這一洪流當中。當時的淮陽縣基本上可

以說是中國的一個縮影，農業生產十分落後，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淮陽縣

開始了「大躍進」。淮陽人民是吃苦耐勞的，為了改變貧窮的面貌，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農民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甚至春節這一天也得不到休息，

他們夜以繼日地勞作，而他們的生活卻是每況愈下，經常處於食不果腹、缺衣少穿的悲慘境

地。共產風颳走了農民的屋、家畜家禽、樹木，使本來就不富有的農民變得幾乎一無所有，這

不能不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幹部的強迫命令就變本加厲，採取暴力手段督促群眾勞

動，幹部和群眾的關係空前緊張。

淮陽縣大躍進不能說沒有一點成績，1959年在旱情極其嚴重的情況下畝產達到58.5公斤，比

1953年的畝產58.31公斤、1954年的46.48公斤還要高，這不能不說是大躍進的成績。但大躍進

的得是遠遠小於失的，大躍進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土地荒蕪，畝產量降低，總產下降，

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困難，體質下降，人口外流，疾病流行，甚至出現了人口的非正常死

亡。

淮陽縣的情況在全國不是孤立的，是相當普遍的。

大躍進的發動旨在發展生產，改變落後的面貌，使國家迅速強大，人民們迅速過上幸福生活，

結果卻事與願違，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實在令人痛心。

要避免大躍進的悲劇重演，決策者的決策在推行之前要經過充分論證和試點總結，決策者在決

策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人民的個人利益，政策要有延續性，不能靠颳風式的運動來搞建設，還

有要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這樣大躍進中種種違法亂紀現象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減少，幹部草

菅人命、隨便虐人至死等慘劇才不會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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