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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知識增益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講座系列 (1)：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 (改革開放) 的歷程 

 

課程 B：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不斷革命與告別革命 

  
連浩鋈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14 日) 

 
 

第一講   由確立新民主主義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 (1949－1960 年) 

 
 

(一)  新民主主義的確立 (1949－1953 年) 
 

政治政策的制定 
 

 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 中央委員會 / 政治局 / 黨主席 
 
民主集中制 

 
 政權本質：「人民民主專政」 

 
軍事管制制度下設六大行政區：東北 (人民政府)、華北 (中央人民政府)、

華東、中南、西南、西北 (軍政委員會)；1952 年 11 月，六大行政區行

政機關全改行政委員會 
 
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 
 
通過《共同綱領》(臨時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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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聯合政府 
 

 基本政治策略：「統一戰線」 
 
工商業政策的制定 
 

 打擊對象：大資產階級 
 1. 官僚資產階級 
 2. 買辦資產階級 
 3. 外國資產階級 
 

 統戰對象：民族(中等)資產階級 
 

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 
1. 利用 
 
2. 限制 

(i) 初級國家資本主義 
(ii) 高級國家資本主義 (公私合營企業) 
 

3. 改造 
(i) 「三反運動」(1951 年秋－1952 年夏) 

貪污、浪費、官僚主義 
(ii) 「五反運動」 (1952 年初－1952 年夏) 

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農村政策的制定 
 

 土(地)改(革)的推行 (1950－1952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950 年 6 月) 
 
土改總路線/政策：「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

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土(地)改(革)的 4 個步驟 
1. 土改工作隊到農村組織農民協會 
2. 劃分階級 (宣傳、劃分、評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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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訴苦大會 
4. 沒收、分配土地，頒發土地証 

 
 土(地)改(革)的結果 

1. 消滅了地主階級 
2. 訓練了一批新的農村幹部 
3. 確認了土地私有制 → 富農經濟興起 
4. 40% 農民於 1952 年底參加了農業互助合作組織 

 
1949－1953 年的經濟發展 
 

 工農業年均增長率：24.45% 
 

 工業年均增長率：34.80% 
 

 農業年均增長率：14.10%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色：混合經濟 
 
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提出 (1953 年 12 月) 
  

毛澤東估計總任務可於 1967 年基本完成，並強調要「逐步過渡」：「把社會

主義看作是遙遙無期是不對的，但急躁冒進也是不對的。走得太快，『左』

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 
 
 

 (二)  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1954－1956 年) 
 

政制的奠定 (1954 年) 
 

 取消六大行政區：軍事管制制度的終結 
 

 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人大)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過渡時期的目標 
1. 建立工業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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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立公有制 
 
 
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 (斯大林) 模式的經濟發展策略 (1953－1957 年) 
 

 發展策略 / 特色 
1. 投資優先次序：重 (工業)、輕 (工業)、農 (業) 
2. 工廠管理制度：蘇(聯)式「一長制」 
3. 強調科技教育 
4. 建設內陸工業區 
5. 強調中央策劃 → 計劃經濟 

 
 成績 

 
工農業年均增長率：11.75% 

 
工業年均增長率：19%  

  重工業年均增長率：25.4% 
  輕工業年均增長率：12.8% 
 

農業年均增長率：4.5% 
 

 問題 
 

工業與農業發展的相互關係 
1. 農業低增長影響農產品出口及外匯收入 
2. 農業低增長影響輕工業原料的供應 
3. 城市人口激增帶來缺糧問題 

 
 對策 

1. 統購統銷政策 (1953 年底) 
2. 加速農業合作化 (毛澤東的主張，1955 年) 
3. 改變投資策略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1956 年)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 
 

 「逐步過渡」的計劃 
1. 組織農業互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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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入股、土地分紅 
 3. 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農業合作化的過程 
 

1952 年底：40%農民參加了農業互助組 
 
1953 年 12 月：〈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試驗性質)：14,000 個 
  制訂目標：1954 年秋收時要達 35,800 個 
 

1954 年春：95,000 個 (超標) 
 

1954 年 10 月：制訂新目標：1955 年春耕時要達 600,000 個 
 
1955 年春：670,000 個 (超標；15% 農民已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鄧子恢、陳雲、劉少奇：主張放緩發展步伐 
  毛澤東的指示：「停、縮、發」 
  鄧子恢：「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1955 年 6 月：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鄧子恢：犯右傾錯誤 

毛澤東估計：到 1958 春，50% 農民將會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到 1960 年底，餘下的 50% 也將會參加了 

「寧『左』勿右」心態出現 →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1955 年 10 月：1,313,000 個 
 

1955 年 12 月：1,900,000 個 (60% 農民已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6 年 3 月：88.9% 農民已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6 年 4 月：農民開始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6 年 7 月：63.2% 農民已參加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6 年 12 月：87.8% 農民已參加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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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蘇聯在農業合作化經驗上的分別 
 

蘇聯：農業機械化先於農業合作化 
中國：農業合作化先於農業機械化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目標：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改造的過程 
 

1954 年－1955 年夏：「以大廠帶小廠、以先進帶落後」的逐個轉化 
 

1955 年 10 月：城市工商業改造遠遠落後於農村合作化運動 
只有 4,800 廠 / 企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需 10 年時間把餘下的 88,000 廠 / 企業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1955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規劃〉 

  訂定目標：全國要在 1957 年底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5 年 12 月：北京市長彭真為首都制定目標：1956 年底要完成資本主義

工商業改造 
 

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公佈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 
 

1956 年 1 月 31 日：118 個大城市公佈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 
 

1956 年 12 月：中國所有資本主義工商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1956 年 9 月)：「八大」的歷史意義 
 

 蘇共「二十大」(1956 年 2 月) 對中共「八大」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認定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後的主要矛盾 
 

劉少奇宣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

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

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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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

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來解決這個矛盾。 
 
 

(三)  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 (1957－1960 年) 
 
由整風運動變反右運動 (1956－1957 年) 
 

 整風運動的醖釀和開展 
 

1956 年 5 月：毛澤東提出要貫徹「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主張集中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 (擴大) 會議上作了〈關

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階級鬥爭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說服、教育、批評、自我批評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澤東對宣傳部講話：「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

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 
 

195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鳴放失控 
章伯鈞 (民盟)  

  羅隆基 (民盟) 
  陳仁炳 (民盟) 
  儲安平 (光明日報) 

林希翎 (人民大學學生領袖) 
 

 「香花」變「毒草」：反右運動的開展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 

 

1957 年 6 月 18 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 2 月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

話，但加進了六條新定的標準，以識別正確與非正確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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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700,000 人被劃為右派 
 

 反右運動是「陰謀」、「陽謀」嗎？ 
 

 反右運動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認為階級敵人還存在，故堅持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修改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

的分析，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

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

國內部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再不信任知識份子，不依靠他們搞社會主義現代化 

 
 有關後毛澤東時代右派平反的問題 

 
「大躍進」：毛式社會主義建設試驗的失敗 (1958－1960 年) 
 

 目標 
1. 高速發展經濟 
2. 達到自力更生 
3. 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策略 / 基本原則 

 
「一馬當先, 萬馬奔騰」 

 
提倡所謂 「積極平衡論」 (即不要平衡，人為地破壞平衡，破壞平衡就是 「大

躍進」) 
 

 工業「大躍進」 
 

「兩條腿走路」：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 
 
  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建「土高爐」，要「超英趕美」 
 

 農業「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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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各項「大躍進」運動 
 
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 年 8－12 月：740,000 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 24,000 個人

民公社，每公社平均有 5,000 戶 
 

人民公社三級制：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 
 

所謂「一大二公」 
 

 「大躍進」發展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同年 3 月由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

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

問題的決議〉 
 

人民公社化運動、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出現高潮 
 

「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 
「一平二調」 

  
「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 

 
1958 年 11 月－1959 年 7 月初：毛澤東嘗試糾正「左」的錯誤 

 
  毛提出要學習海瑞批評(明)嘉靖皇帝的勇氣 
 

毛批評「有些人太熱了一點」，「只愛熱」；又批評「另有一些人愛冷不

愛熱」，是「觀潮派、算帳派」 
 

1959 年 7 月：廬山會議的召開 
 

毛澤東把當前形勢歸納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是「九

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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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國防部長)：「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剛發

揮，還沒有高度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

就好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 
 

彭的支持者：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赫魯曉夫批評「大躍進」 
 
  毛發動對彭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 
 

1959 年 8 月：八屆八中全會議的召開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發言和意見書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

織的活動」 
 

1959 年 8－9 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外事部外事工作會議的召開 
 

批判彭、黃、周、張「軍事集團」：「裏通外國」，「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 
 

 「大躍進」的失敗與終結 
 

1960 年：「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左」傾口號的出現 
 
「一馬當先, 萬馬齊喑」：15,000,000－30,000,000 人死亡 

 
1960 年 9 月：黨中央提出「八字方針」，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1960 年 11 月：黨中央發出周恩來起草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

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