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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问题是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林 广 瑞
( 河北师范大学 马列教学部

〔摘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要〕
农民问题始终是 中国社会的首要问 题, 这是西柏 坡时期的历史乃至 整个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历史,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 建设历史所证明了 的。要推动今天的经济、政治以及社 会发展,
解决好农民问题仍然是首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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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 一个农 业大 国, 农 民在 政治、经济、文 化

发动群众进行自卫战争。而此时, 农民迫切要求解决

等生活中 发挥作用如何, 农业发展状况 如何, 都直 接

土地问题。为了发动 农民参与和支持解放战争, 巩固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国情, 决定了农

和发展已有的革 命成果, 我 党及时作出决定, 把抗日

业、农 村和农 民问题即 我国理 论界所 说的 “
三 农”问

战争时期在解决 农民土地问题上实 行的减租减息政

题 —— 归 根到底 是农 民问题, 必 然是 中国社 会的 首

策改变为没收 地主土地分配给农 民, 实行“耕者有其

要问题。解 决中国的经济、政治等重大问 题, 必须 注

田”
的 政策。这主要体现在 1947 年 7 月召 开的全国

意处理好农民问题。这是我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社

土地 会议上 通过的 《
中 国土地法 大纲》、中共中 央十

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长期历 史过程中取得的一 条重

二月会议上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三 大经济纲领中。由

要经 验, 也是我党 在西柏 坡时期 领导 新民主 主义 革

于调整了土地政 策, 满足了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提高

命和新民 主主义经济建设的 实践给予我们的一 条重

了广大 农民革 命和生 产的积 极性, 促进 了革命 和农

要启示。

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 及我党历来重视农民 、
农业和 农村问题。

第二, 坚持 农 民、农 村、农业 重 要 地位 不 动 摇。

从 20 年代以来, 毛泽东就在深入 农村调查研究的 基

1949 年 3 月 5 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础上 撰写了 大量文 章, 精 辟地分 析了 中国农 民的 状

上, 面对 革命即将在全国胜 利, 面对党的 中心工作由

况, 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农业、
农村 和农民问题的正 确

农村转向城市 的巨大转变, 我党并未因此而忽 略“
三

思想 及正确 处理这 些问题 的政策 主张, 并用 以指 导

农”问题, 相 反, 在 指 出“党 的 工作 重 心必 须 放 在城

了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西柏 坡时期是我国新 民

市”的同 时, 还 特别强 调指出: “城乡 必须 兼顾, 必须

主主 义革命 的辉煌 时期, 该时 期军 事、政治、经济 上

使城市工作和乡 村工作、
使 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

都取得 了很大成就。一个十分重 要的原因就是正 确

业紧密地联系 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 仅顾 城市,

处理农民问题。我归纳其经验主要有三条:

如果 这样想, 那 是完全 错误 的。
”¹ 这 些正 确的 认识

第一, 适时调整解决 农民问题的政策, 满足农 民

和政策, 保证了当时“三农”
的地位未受影响 。面对历

对土地的要求。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 民党反动派积极

史的重大转 折, 我党冷静 地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

进行反革命内战准备。在这种形势下, 我党迫切需要

坚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重 要地位不动摇, 保证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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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支 持革命 战争和 发展农 业生产 的积 极性; 这对 于

产得到迅速发展, 进而促进 了工商业的发展, 为取得

避 免因形 势的变 化而影 响对“三农”问 题的政 策, 避

战争的 胜利, 为国家 民主 化、工业化、独 立和富 强奠

免农业发 展的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波 动、
稳定整 个

定了基础。

国民经济, 有着特别 重要的意义; 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

从西柏 坡的经 验出 发, 回顾我 党从 新中国 成立

在全 国的胜 利奠定 了物质 基础; 为建 国后 3 年时 间

至今 50 年的历程, 可以进一步认识正 确处理“
三 农”

内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保证条件。

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 解决农民问题既反“
左”又防右。在西柏坡

新中国建立后, 毛泽东对农 民、
农业和 农村问题

时期, 我党还特别注 意在解决农民问题 的实践中, 用

有了更清楚、
更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重视。首先, 他特

正确的政 策和策略引导农村 土改运动沿着正确 方向

别强调考虑问 题要从农业大国的 国情出发。他多次

健康发展。为了指导农民的土改运动, 很好地解决农

指出, 我 国是个农业国, 农民占全国人口 的百分之八

民问题, 我党和毛泽 东同志倾注了很多 心血, 先后 写

十, 经 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这就是我国 的国情。它决

了一系列 指导农民土改运动 的报告、
指 示, 指引了 土

定我们的政策、
策略和战略。我们要从这个基本国情

改运动的方向。在 1947 年的 12 月会议上, 我党曾把

出发, 去 思考问题、
制 定政策、
安 排计划、
发 展国民经

解放 区土改工作中出现 的“
左”的倾向作为一项 重要

济。其次, 他 认为农民是发展经 济、
实现国 家工业化

议 题讨论, 总 结了土改 中产生 “
左”的 和右的 错误 倾

的重要依靠力量。他说: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 革

向的 原因和 教训, 提出了 解决问 题的 方针政 策和 办

命靠了 农民的 援助才 取得了 胜利, 国家 工业化 又要

法。在毛 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
报告

¼ 最 后, 他 更深 刻地 认识
靠农 民的援 助才 能成功。”

中, 批评了土改中“
左”的偏向。我党 和毛泽东还很注

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他说:

意 土地政 策的因 地制宜和 防止土 改工作 中的 “
急性

“
农 业关系 到五亿 人口的 吃饭问 题, 吃肉 吃油问 题,

病”。为了保证运动的 健康发展, 我党及时制定了 土

以及 其它日用 的非商 品性农 产品 问题。”
“农业 是轻

地 改革的 总路线, 即: “依靠贫 农, 团结 中农, 有步 骤

工业原 料的主 要来源, 农 业是轻 工业 的重 要市场。”

有 分别地 消灭 封建剥 削制 度, 发展农 业生 产。
”º 由

½ “轻工业大规 模发展不
“
农业 是积累的重要来源。”

于 党和 毛泽 东同 志能 够 及时 发现 和 纠正 土改 中 的

但需要重工业 的发展, 也需 要农业的发展。”
“没有农

“左”右倾 错误, 从而保 证了农 村土地 改革运 动的 健

业, 就没 有轻工业。
”¾ 在 党的八届十 中全会上, 毛泽

康发 展。正 如毛泽东所总结的: 自从“全国土地会 议

东指 出: “农业 是国民经 济的 基础, 这是 一个普 遍规

决定 采取新 的方针, 展开 土地改 革工 作和整 党工 作

律。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务必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以后, 差 不多在一 切解放 区都召 开了 有关整 党和 土

建国以后, 我国处理“三农”
问题的实践 证明:

地改 革的大 的干部 会议, 批判了 存在 于党内 的右 倾

第一, 抓住 农民 问题, 促进 了国 民经济 的恢 复。

思想, …… 而在以 后, 在许多 地区, 又 采取适 当的 步

在新中 国刚刚 建立后 的三年 国民经 济恢 复时期, 我

骤, 纠正了或者 还在纠正着‘左’
的偏向 。这样, 就 使

党把土改工作作 为实现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根本好转

我党 在全国 的工作, 在新 的政治 形势 和政治 任务 之

的首要条件, 1950 年中央政府 颁布《
土地改革法》, 由

下, 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

于政策对头, 工作进展顺利, 到 1952 年底, 土地改革

第四, 及时正确地 引导和帮助农民 。毛泽东、党

运动基本结束。通过 土改, 在经济上极大地调动了广

中央 还不失 时机地 引导农 民组织 起来, 走合 作化 道

大农民 发展生 产的积 极性, 有力地 促进 了国民 经济

路, 并帮助农民克服 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发展农业 生

的恢复。

产。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 中国共 产党和民主政府

在这个 时期, 我党 还及 时引导 农民 走互助 合作

及时地把 农民组织起来, 进行互助合作, 走合作化 道

的道路。当时, 土改以后的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

路。我党在农村组织互助合作, 解决 了当时农村中存

平有明 显提高, 但是 个体农 民的经 济条 件还十 分脆

在的 劳动力 不足的 问题, 帮助战 勤人 员家中 解决 了

弱, 贫 雇农甚 至包括 一些 中农, 农业 生产 工具不 足,

土地耕 种的问题。互助合作组织 在当时对农业生 产

生产资金更为短缺。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农民土改后

的发 展起到 了积极 作用, 促进了 农业 生产的 恢复 和

既有个 体经营 的积极 性, 又 有互助 合作 的要求 和积

发展。

极性的实际情况, 党中央抓 住时机, 引导 农民走互助

正是 上述因 素的 综合作 用, 使解 放区的 农业 生

合作的道路。这也极 大地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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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 新民 主主 义向 社 会主 义过 渡 的不 流血 的 革命

第二, 抓住农民问题, 促进了社 会主义改造的 完

中, 农民 仍然是重要的依靠 力量, 农村仍 然是关系社

成, 使我 党成功地 走出了 一条中 国式 的从新 民主 主

会主义 改造大 局的、支持和 影响对 城市 资产阶 级进

义经 济向社 会主义 经济过 渡的社 会主 义改造 道路。

行社 会主义 改造的 “
根 据地”
, 在中 国式 的社会 主义

为适应 农民和农业发展的 需要, 我党按 照“
一化三 改

改造道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造”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精神, 从 1953 年 到 1956 年 对

第三, 通 过改革解决农民问 题, 重新带 来农业和

个体 农业进 行了社 会主义 改造, 引导 农民走 集体 化

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

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 我党处理农 民和农业问题的

小平同 志继承 和发展 了毛泽 东同志 关于 农民、农业

成功 点突出 表现在 两个方 面: 一 是我 党创造 性地 实

和农村问题的正 确思想, 认 真总结历史的经验 教训,

行了 从临时 互助组 和常年 互助组 再到 初级社、高 级

纠正 了脱离 实际的 “
左”的作 法, 对 中国 社会主 义初

社的由小 到大、
由少 到多、
由低级 到高级的逐步过 渡

级阶段 上的农 民、
农 业和农 村问题 进行 了多方 面的

的形 式, 这使农民 可以 逐步觉 悟、逐步 接受、逐步 改

分析, 提出了 一系列 处理这 一问题 的新 理论和 新政

变生产和 生活方式, 逐步走入社会主义, 避免发生 由

策。在邓小平理论的 指导下, 我党从中国农业大国的

突变 而引起 的不稳 定甚至 社会动 荡; 二是在 农业 合

实际出 发, 利 用农民 的首创 精神和 要求 改革的 积极

作化中坚 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 帮助的原则,

性, 在 农村开 始了以 家庭联 产承包 责任 制为主 要内

减少了工作阻力,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尽管在对

容的经济改革, 极大地促进 了农业的发展。此 外, 我

农业 的社会 主义改 造中存 在这样 那样 的问题, 学 术

党更加 重视农 业的基 础地位, 把农 业列 为我国 经济

界对 此也有 不同评 价, 但 仅仅从 通过 这种方 针政 策

发展的三个战略重点之一。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 整

处理 农民问 题, 最 终实现 了对个 体农 业的社 会主 义

个国民经济也得到了连续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

改造这个角度讲, 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综上所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 我 党抓住农

应该 特别指 出的 是, 农业合 作化 运动为 我党 对

民问题, 开辟了一条中国式 的革命道路, 从而取得了

资产 阶级进 行社会 主义改 造奠定 了基 础, 促 进了 这

新民主 主义革 命的胜 利; 在 新民主 主义 经济向 社会

一任 务的完 成, 从 而使我 党开创 了一 条有中 国特 色

主义经济的过渡 中, 我党抓 住农民问题, 保证我党走

的从新民 主主义经济向社会 主义经济过渡的改 造道

出了一 条中国 式的社 会主义 改造道 路, 顺利建 立起

路。这条道路虽然不像在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中那样,

了社会 主义经 济; 在 旧的经 济体制 成为 社会主 义生

农民、农村根据地有 着明显的独立作用, 但从农业 社

产力发展障碍的 时候, 我党 又抓住了农民问题, 在中

会主 义改造 对手工 业、
对 资本主 义工 商业改 造所 产

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开创了一条 “
农村包围 城市”
的

生的影响 和对资产阶级接受 改造所发挥的促进 作用

中国式的改革道路。所有这些都充分揭示了农民、
农

来 看, 农村实际 上也发挥了“根据地”
的 作用。因为,

业和农 村问题 的重要 地位和 作用, 充分 证明了 农民

首先, 农业合作化运 动在老解放区早就 开始了, 经 过

问题在各个时期始终都是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

较长 时间的 实践, 已为社 会主义 改造 积累了 一定 的

从历史 给予的 启示 出发, 我党 今后 在领导 人民

经验, 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其次, 在 社会主义改造 时

进行社 会主义 现代化 建设的 过程中, 必 须时刻 高度

期, 对个 体农业的 社会主 义改造 虽然 与对资 本主 义

重视和正确处理农民问题。

工商 业的社 会主义 改造同 时进行 着, 但农业 合作 化

现在, 一 方面农村改革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运动, 实际上起到了 带动、
影响和 促进城市工商业 社

另一方 面也应 该看到, 近年 来随着 农村 经济向 市场

会主 义改造的作用, 起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作用。

经济 转轨, 农业发 展也还 存在 一些问 题。主要 表现

这主 要是由 于农业 实行了 合作化 和国 家对粮 食、棉

在: 农 业物质 技术基 础薄 弱, 发展后 劲不 足; 农 业比

花、油料等主要农产 品的统购统销, 使城市私营工 商

较利益 较低, 影响农 民的实 际收入 水平 和生产 积极

业者 失去了 原料来 源和市 场, 断 了城 市资产 阶级 的

性; 农民 负担过重的问题严 重存在, 影响 农民劳动积

后路, 迫使资产阶 级不得不接受改造。关 于这一点,

极性; 人 口增多和耕地逐年 减少的矛盾日益突 出; 农

毛 泽东 曾经 明 确指 出过: “过 去打 仗 主要 是依 靠 农

业中运用科技的 水平还很低, 限制农业的发展 速度;

民。现在我们城市资产阶级很快服从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劳动力素质 偏低, 影响 农业科技的发展和 运用;

¿ 可见,
也是因为 农民组织起来 了, 农 业合作化了。”

农业内部结构仍 不尽合理, 种植业比重较大, 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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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向农业的综合开发、复合开发的方向发展。

挥农民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性。

要解 决上述 问题, 必 须坚持 毛泽 东同志 关于 农

第三, 尊重农民意愿选择改革 模式。通过改革解

民、农业和农村问题 的科学思想, 坚持邓小平理论 作

决农民和农业问 题, 还必须 尊重农民意愿, 按客观要

指导,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求进行改革。我国农 村地域辽阔, 各地区差别 很大,

第 一, 进一 步加强 农业 的基础 地位。到 目前 为

各地农村集体经 济的具体形式、经济管理形式 等, 不

止, 我 国仍 未 改变 大农 业 国的 状况, 农业 是经 济 发

能采取一个模式, 改革也不能用一 个模式。1980 年,

展、社会安定、
国家自立的基础。目前, 我国又处于从

邓小平谈农村 政策时就说过: “
从当地 具体条件和群

温饱 向小康 的过渡 过程之 中, 农 业的 基础地 位和 重

众意愿出发,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能只讲

要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 我们 必须十分重视农

bk 他认为, 发展农
一种办法, 要求各地都 照着去做。”

业,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如邓小平指出的: “我们从

业, 决 不 能 用 强制 农 民 的 方 法, 绝 不 能 和 农 民“顶

宏观 上经济 管理, 应当把 农业放 到一 个恰当 的位 置

牛”
。违背 了广大农民的意愿, 往往就违背 了客观规

À 放 在恰当的位置 上, 也就 是巩固、加强和突 出
上。”

律。多年 来改革 的实践 也证 明, 死 搬硬 套某一 种模

农业的基础地位。

式, 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二, 满足农民正当的权力和利益要求。要解决

第四, 依靠科技兴农, 实现不断“飞跃”。邓小平

农民 和农业 问题, 必须切 实保证 农民 应有的 权力 和

同志 指出: “
中 国社会主 义农 业的改 革和 发展, 从长

经 济 利 益。十一 届 三中 全会 以 前, 农业 中 的“大 呼

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 。第 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

隆”、
“大锅饭”, 严重压 抑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 影 响

民公社, 实行 家庭联 产承 包为主 的责 任制…… 第二

农业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忽视了农民的物质利益。邓

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 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

小平曾 说过: “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 利益, 对 少

适度 规模经 营, 发展集 体经 济。
”bl 为 了推 进我 国农

数先进分 子可以, 对 广大人民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 可

业第二 个飞跃, 就必 须稳定 和完善 农村 基本经 济政

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 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 精

策, 增加 农民收入; 要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现代 农业;

神, 就没有革命行 动。但 是, 革命是 在物质利益基 础

发展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 加强宏观调控, 建立健全

上产 生的, 如果只 讲牺 牲精神, 不 讲物 质利益, 那 就

农业的支持和保 障体系; 深 化乡镇企业的改革, 大力

是 唯心 论”
。Á 在 农村 进行家 庭联 产承 包制的 改革,

发展农村工业; 特别是要加 大科技投入, 实施科技兴

就是 按照邓 小平同 志的这 一思想, 从 体制上 保证 农

农。邓小 平曾说 过: “
农 业的 发展一 靠政 策, 二 靠科

民经 营土地 的自主 权力和 物质利 益, 使他们 在改 革

学。
”bm 关于科 技兴农的 问题, 江 泽民 1995 年在湖南

中获得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同时 要贯彻江泽民为

考察农业问题时 讲得更明确, 他指出, 当 代农业的一

首的党中 央制定的新政策, 通过村民民 主选举、
财务

个重要 特征就 是农产 品的科 技含量 高, 农业科 技在

公开、政 务公开等 措施, 切实 保障 农民 在经济、政 治

农业增长中的 贡献份额大。我们应该大 力利用科技

等各方面 参与管理、当家做主的权利, 充分调动和 发

发展农业, 科技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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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 P. C's cognition and policies of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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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XiBai P o P eriod, on t he basis of right analysis and co gnit ion of Chinese situat io n, t he C. P . C. and Comr ade Mao ZeDong confirm ed t he necessit y of t he ex istence and dev elo pm ent o f privat e capitalism and fo rmulated policies o f developing for eign
t rade by m aking use of f oreign capit al. P rot ect ion of nat io nal indust ry and business w as
made one of t he t hree econo mic principles. P olicies t o limit and utilize pr iv at e copit alism
w er e pro posed. T his pr act ice w as t he improv em ent and expansio n o f C . P . C's new dem ocracy
economic t heories and laid a t heoret ical f oundat ion fo r China's t ransm ission f rom new dcm ocracy f o socialism M eanw hile, this pract ice shed new light on t he essent ial f eat ures of socialism , so t hat w e may hav e a bet ter underst anding of t he r elat ionship betw 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t economy and the w ay speed t he pa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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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Bai P o; privat e capit alism ; nat ional eco no my and t he people's liveliho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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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duct farmers' affairs is a problem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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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ow t o co nduct farmers' af fairs has been alw ays a pro blem o f t he f irst importance in t he Chinese societ y , w hich has been t estif ied by t he histo ry o f Xibaipo P eriod , t he
hist ory of N ew - demoncratic Rev olutio n Period , and the So cialist Co nstr uctio n Period up t o
now . If w e are t o propel so cial economy , po litics and t he societ y for ward, how t o conduct
far mers' af fairs is a problem o f the f irst im por tance that f aces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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