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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业是整

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而粮食问题则是重中之重。 粮食安

全关系到国计民生， 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各行业的发展。

1958 年后，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新中国农

业、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家领导人回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研究。从 1961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16 日，刘少奇在湖南省

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 44 天的调查。 他在 5 月 31
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

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体现

在粮食问题上。 ”［1］p335

一、高度关注农业与粮食问题

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是刘少奇历来较为关注的民

生问题之一。 1950 年，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一文中指出：“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

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 ”［1］p5 他认为搞好农业应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1958 年后，由于

连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刮“五风”的错误，农业遭到较

为严重的破坏，粮食连年减产。 1960 年 3 月 28 日，在听

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提出“要以农

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2］p482 的看法。 1960 年 8
月 10 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针对国

内严峻的粮食状况，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

第一线、 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 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

把农业摆到第一， 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 总而

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积极地搞，除开尖

端以外， 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 对农业有帮

助。 ”［2］p492 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三年困难

时期，由于粮食减产，大部分农民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

决，因而产生了一些违法乱纪问题。 对此，刘少奇郑重地

提出，现阶段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

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 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

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

心地对待农民问题， 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2］p501 到

1961 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 这年 1 月，刘少奇出席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

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2］p502。

二、产生粮食问题的原因

1961 年 4 月 1 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先后到宁乡县

东湖塘王家湾生产队、 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老家

炭子冲进行调查研究， 他亲眼看见了人民的困难生活。

通过调查核实， 发现粮食问题在农村中普遍存在且相当

严重。

1.自然灾害是造成农业中粮食损失的重要原因。 以

刘 少 奇 在 湖 南 考 察 的 宁 乡 县 和 长 沙 县 为 例 ， 宁 乡 县：

“1953 年 5 月发大水，淹没稻田 25 万多亩，死 10 人、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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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其艰难。 1961 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中，觉察到粮食

问题的严峻性，并提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粮食政策是造成粮食问题的主要原因。 他提出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农业人口，调整粮食政

策，解散食堂，促进粮食与商品的流通等措施来应对粮食问题。 同时，他指出应总结经验教训，注重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农业

发展的粮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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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8 月，再降暴雨，淹没稻田 18 万多亩，死 25 人、伤 17
人。 两次共毁房 8000 多间，塘、坝 2000 多处。 ”“1954 年

7 月发大水， 淹没稻田 30 多万亩， 毁房 7369 间， 死 45
人，伤 102 人。 ”［3］p23 严重的水灾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在一

定时期内影响了之后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相比而言，

长沙县受灾情况更为严重，1954 年—1961 年， 共发 6 次

水灾，每次水灾均造成农田以及粮食损失，其中以 1961
年最为严重。 1961 年 4 月 12 日至 30 日，刘少奇正在广

福公社天华大队做调查工作，《长沙县志》上记载了这期

间发生的一次大水灾：“4 月 23 日晚， 长沙县洪峰水位

36.81 米，35 个公社受灾，死 1 人、伤 4 人，倒房 236 间，

淹田 7.67 万亩。 ”［4］p80 除此以外，旱灾也是造成长沙县粮

食问题的主要自然灾害。 1953 年—1961 年，长沙县共发

生大小旱灾 6 次，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其中：1959 年受灾

21 万亩，减产粮食 11000 吨；1960 年受灾 38 万亩，全部

无收 36966 亩；1961 年受灾 21 万亩，减产 28740 吨 ［4］p82。

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农田的破坏、粮食的减产，使农

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天灾造成的农业破坏导致粮食

减产，供不应求，直接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2.国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粮食问题的主要原

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高指标、浮夸风、

“共产风”在全国蔓延，工作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瞎指挥、

强迫命令等作风使得党中央和各部门做出了一些不当

决策，严重损害了农业基础。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

出：1959 年和 1960 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方面，是由于

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

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1］p354。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建的大批公共食堂严重束缚

了农村的劳动力，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刘少奇回

乡调查时，对食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进行了一

定的反思，他指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

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2］p514。

此外， 基层领导干部的不负责任、 不懂经济发展规

律的做法、 民主风气差等也严重损坏了农业生产。 1961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刘少奇根据调

查的情况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

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

解真实情况， 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

众。 ”［1］p399

3. 统购统销政策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促成了粮食困

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十分

尖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这一政策对缓解粮食产需矛盾、保证国家粮食供给、

支持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计划

收购的基本含义在于：“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

收购粮种、 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

国家。”［5］p268 统购政策规定了粮种、收购价格和数量，导致

农作物单一化、征收时无视收成多少。刘少奇在回乡调查

时就意识到了国家粮食政策可能存在不足之处，1961 年

4 月 15 日，他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说：从前的“政策”有问

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 ［2］p512。 4
月 30 日，他在谈到要带着问题进行调查这一观点时，说：

“譬如我们的粮食政策……首先看这些政策到底正不正

确。 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 到底是否正确，

去调查一下。”［2］p517 在 5 月 3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

奇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报告，

其中对统购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东西统统被收

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 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

尖锐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1］p335。

三、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针对 1961 年回湖南农村调查得到的情况，刘少奇提

出的相关观点，对解决粮食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1.减少城镇人口以平衡农业和工业人口，加强农业

基础，增强农村生产劳动力。 20 世纪 50 年代末，由于“大

跃进”和不良风气的影响，国家大办工业，许多劳动力都

用于工业生产。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 工业战线

拉得太长，必然造成农业劳动力减少。刘少奇看到了这一

问题，1961 年 5 月， 他指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

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1］p338 对粮食困难的原因，他

认为是非农业如工业、交通、文教等办多了，导致非农业

人口过多，“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 刘

少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缩短工业战线、延

长农业战线。对于压缩城镇人口下乡可能产生社会不稳，

刘少奇也作了一定的考虑，他认为，从城市里压缩人口下

乡，也可能闹出一些事情来，如果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可

以少发生一些。把农村工作做好，让农民“分了自留地，养

起猪，养起鸡”，“到今年下半年，农民的自留地有了收成，

副食品也比较多了， 某些乡村里面的生活可能比城市里

面要好一点”，“农村形势好转，动员工人回去就更容易”。
［1］p338

2.调整政策以稳定农业，解散食堂以解放生产力、促

进粮食生产。 刘少奇注重通过调整粮食政策以缓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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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他到湖南农村调查时， 发现天华大队严重的粮食

问题，当即回到长沙与省委商量，决定“一九六一年天华

大队定产七十五万斤，国家征购二十二万斤”。 将“定产”

定低一点，低于“实产”，这样农民就可以自由支配多产出

的粮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还决定了

奖励措施：“在定产的基础上， 超产百分之十以内的国家

征购四成， 超过百分之十的部分全部由生产队自主分

配。 ” 这些措施的制定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

生产的被动局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6］p866。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高潮后， 全国的公共食堂急剧

增加。 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 看到办公共食堂给农

民生活带来的弊端， 于是提出可以解散食堂， 安定农民

生活， 扭转农村的困难局面。 1961 年 4 月 14 日， 刘少

奇在天华生产队干部会上提出了食堂的缺点：“用工多”，

专工专用，浪费了许多劳动力；“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

的田没人管， 对生产不利”；“肥料少了”；“吃粮食不方

便”；等等［2］p511-512。 刘少奇首次提出准“散”食堂是在 4 月

17 日的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 他认为 1958 年人民公

社化食堂办起来是 “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 办食堂

“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2］p512， 挫伤大部分农民的积极

性。此外，刘少奇对待解散食堂问题也非常谨慎，他提出：

“食堂（停办）不讲散，讲退。 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

意在食堂吃饭的， 可以还在食堂吃饭。 ”“退食堂不能影

响生产，不能引起损失。 ”［2］p513 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通

过调查研究，发现食堂的弊端，最终于 1961 年 5、6 月间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取消了公共食堂。

3.鼓励发展家庭副业，促进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合

理流通，减轻城乡粮食危机。 兴办公共食堂以来，农民不

能自主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自养家禽等被视为资本主

义的尾巴。 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

生活越过越差。 统购统销政策的施行，使得农产品和轻

工业产品的流通受到限制，人们不能自由买卖粮食、购买

所需的生活用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

通，抑制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再加上当时粮食

产量大大减少，因此，粮食困难的局面就更加难以扭转。

如何促进粮食的流通，缓解城乡粮食危机呢？ 那就应该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交粮积极性，而要实现粮食的

交换， 则必须为农民提供一些急需的轻工业品。 刘少奇

认为要在确保价格相当的情况下加强农产品与轻工业

品的流通，“换到了农产品， 也就增加了城市的供应。 多

拿些轻工业品到农村， 就可以收购更多的农产品”［2］p509。

为此， 刘少奇提出了农村里面恢复供销合作社的主张，

“供销合作社算作集体商业，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

相适应，为生产服务，同时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服务，

为人民的生活服务”［2］p522。 同时，应该加强轻工业战线，允

许农民办一些手工业工厂， 多生产一些农民所需的轻工

业产品，才能收购农产品［1］p339。

4.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在农村粮食问题上要加强调

研。 刘少奇到宁乡县东湖塘王家湾生产队调查时， 目睹

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工作

组汇报工作后， 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说：“没有调

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 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

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

符合客观情况的。 ”［2］p510 在天华大队调查时，他着重谈到

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2］p517。 在调查研究中，刘少

奇发现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造假、瞎指挥的作风，因此，

他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走群众路线”的观点。 对于

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

饮食因地制宜， 绝对不能强求一律。 在农业的具体工作

上，特别是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

做法是不对的， 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

命令主义”［1］p338。 刘少奇提出的相关观点，对纠正当时农

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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