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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浙江支宁移民档案述略
 张雪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摘要：1959年、1960年浙江省响应国家号

召，先后动员近10万名青年及随迁家属前往宁夏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移民来自浙江全省绝

大多数地区，主要安置在宁夏北部川区。这场移

民运动在浙江和宁夏当代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篇

章，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笔者在走访

浙江、宁夏十多个档案馆，爬梳各类相关档案的

基础上，发现浙江支宁档案分布广泛、数量可

观、内容丰富，但尚未被充分挖掘、利用。本文

试对浙江支宁移民运动及相关官方档案作一概括

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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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浙江支宁移民”，指1959年、1960年浙

江省动员青年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移民事件及移民

群体。这一移民运动虽是当时全国性支边移民潮中的一

支，但在浙江和宁夏当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一篇。两

年近10万人的迁移量使之成为1949年以来浙江省官方组

织的迁移距离最远、外迁规模仅次于新安江水库移民的

省际移民；对于宁夏而言，这一移民则是建国以来该地

区农垦移民的最主要来源[1]。有关这场移民，虽已有了一

些初步研究，但大多是对移民历史过程的概述，系统、

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2]。毫无疑问的是，官方

档案是系统复原移民史实、开展深入研究时最为重要的

史料，但目前对浙江支宁档案的利用还很有限，主要局

限在地方志工作者，大量档案无人问津。笔者在前期收

集、梳理档案的基础上，对浙江支宁移民运动及浙江、

宁夏两地相关官方档案作一简要介绍。

一、浙江支宁移民概述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激荡起伏、沧桑巨变的时期，其

间的人口迁移亦相当频繁、剧烈[3]。1949年以来的人口迁

移以改革开放的开启为界标，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

年以政策性组织迁移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则以经济性自

主迁移居多。“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官方迁移人口

“大进大出”，主要有两股迁移潮：一是大量招收农村人

口进城务工；二是从内地动员大批青年迁往边疆和少数民

族地区。但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大量城市农民职工被

“精简”回原籍，支边移民则在实施两年后不得不停止。

如前所述，浙江支宁移民是这一时期边疆移民的一部分。

1958年夏，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做出五年内动员370万青

壮年支援边疆的决定，其中浙江去宁夏30万人[4]。这一

支边决定涉及全国十七个省、自治区，涉及面之广、迁

移人数之多，在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据记载，1959

年、1960年两年间，共实际从内地迁送青年及退伍士兵

144.3万人（含随迁家属）[5]。

浙江动员青年支宁工作正式启动于1958年底。这年

12月底，浙江省委出台动员青年支宁的指示。次年1月中

旬，浙江省组织参观团赴宁夏参观，期间与宁夏方面商

讨了迁安事宜。4月底首批支宁人员开始迁送，5月初迁

送完毕，6月上旬至7月初完成第二批支宁青年的迁送。

1960年的支宁工作步骤基本与1959年相同。两年间浙江

先后向宁夏迁送三批支宁青年（含随迁家属）97453人，

一说97785人，宁夏的统计为96739	人[6]。全省除东北部

舟山地区、南部山区龙泉地区、景宁地区、泰顺地区等

地没有支宁任务外，其他地区都先后分配有任务，换言

之，浙江支宁移民几乎来源于全省各地。移民的主要迁

出区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东南沿海平原等人口稠

密地带。从专区层面而言，移民主要来自温州专区和金

华专区，具体来说，主要来自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及

吴兴、绍兴、东阳、温岭、瑞安、平阳等县。支宁移民

以农村青壮年农民为主，兼有少部分非农行业人员，

家庭成分以贫雇农、中农为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大多数为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这些移民绝大多数被安

置在宁夏北部条件较好的引黄灌区的县、市。1959年采

取“大集中，小分散”的方式，移民主要安置在农村社

队；1960年按系统安置，移民集中在各国营农林牧场。

此后，因环境不适、受“双反”运动影响等原因，支宁

青年陆续返籍或外流他乡。据宁夏方面的统计，到1962

年8月，返籍、外流的浙江青年累计达8万余人，到1990

年1月还有4640人[7]。

二、浙江支宁移民档案的分布

从档案形成的角度讲，浙江、宁夏各级有支宁、

安置移民任务的地区都存有相关档案。因官方档案保管

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所以在确定档案分布时，应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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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政区变迁。1959年、1960年浙江支宁任务分配在当

时的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和嘉兴、宁波、金华、温州

等专区，因此应明确上述档案的现馆藏地。值得注意的

是，嘉兴地区支宁档案保存在今湖州市，而非嘉兴市。

由此可知，今杭州、湖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市档案

馆是浙江省支宁档案较为集中的馆藏点。宁夏方面支宁

档案集中在北部灌区的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卫等市

及下属有支宁任务的县、市档案馆。省级档案馆馆藏档

案具有全局性、指导性的特点，其在档案收集中的重要

性自不待言。

浙江支宁移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民政、共

青团、妇联、财政、教育、交通、劳动、商业等诸多部

门，理论上以上各部门的卷宗内都有相关档案，但就目

前笔者查阅的情况看，支宁档案主要集中在民政卷宗

内。各级党委、人委[8]卷宗中亦有相关文件，但一般是

对业务主管机构报告等的批转性文件。在档案时间上，

虽然这一移民的动员、迁送发生在1959年、1960两年，

但就笔者管见，相关档案可从1958年持续到1979年。所

以，不能将目光停留在1959年、1960这两年上。

总体上，浙江的支宁移民档案保管完善度较宁夏地

区为好，档案数量也更丰富。但因种种原因，各档案馆

的档案保管情况亦存在差异，譬如，以宁夏灵武市、永

宁县、贺兰县档案馆为例，就笔者初步查阅，三者浙江

支宁档案馆藏情况差别就较大，贺兰县档案馆有专门的

县安置委卷宗，保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等的相

关档案，较为齐整，数量亦可观。灵武市档案馆相关档

案较少，永宁县则更少。当然，不排除一些县市档案形

成时相关文件就较少的情况。

三、浙江支宁移民档案概览

浙江支宁移民档案绝大多数为馆藏未刊档案，但也

有极少量档案刊出。就笔者目及所见，已刊档案集中收

录在《银川移民史研究资料汇编》和《东阳文史资料选

辑第二十三辑：支援边疆建设史料》两书中。前书共辑

录银川市委浙江支宁相关档案7份，绝大部分为节选，譬

如《中共银川市委批转市农办关于浙江青年队并点转场

后经济问题的处理意见》等[9]；后书全文收录各级浙江支

宁相关档案7份，比如《中共金华地委批转专区支宁委员

会关于分配1960年支宁任务的报告》《中共东阳县委关

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几点意见》等[10]。

为数更多的是馆藏未刊档案。举例来说，据笔者初

步统计，浙江省档案馆相关档案主要有18卷，温州市档

案馆19卷，金华市档案馆17卷；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

相关档案主要有13卷，吴忠市档案馆16卷，贺兰县档案

馆8卷，灵武市档案馆7卷。可见，浙、宁两地浙江支宁

移民相关档案存量丰富。相对于数量而言，研究者更重

视的是档案内容的质量。当然，档案的史料价值主要与

研究者的研究范围、旨趣和档案利用方式有关。现就笔

者所见，将浙、宁两地的浙江支宁档案内容概述如下。

（一）通知、意见、批复等。此类文件为上级机关

向下级部门布置工作、答复请示时所作，大多为决策性

文件，在浙江支宁移民档案中占据不小份量。如，浙江

省档案馆（以下简称“浙江省档”）藏有《浙江省动员

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关于执行省委动

员青年支宁建设的指示意见》《关于支宁青年物资供应

的联合通知》，湖州市档案馆藏有《中共嘉兴地委关于

调整1960年支宁任务的紧急通知》，宁波市档案馆藏有

《浙江省宁波专区支宁委员会为立即停止动员返籍人员

重返宁夏的紧急通知》等；宁夏自治区档案馆（以下简

称“宁夏区档”）藏有《关于浙江来宁建设人员参加国

家企事业单位工作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关于做好浙

江省支援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人员安置工作的指示》《关

于1960年浙江来宁建设青年的安置计划意见》《宁夏回

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支边青年和移民重返要求入户报告

的批复》等。

（二）报告。这一类档案数量最多，包括各级工

作总结、特殊事件报告、工作请示、讲话稿、发言材料

等，内容涉及各地支宁各阶段的工作，如任务分配、试

点总结、动员迁送、参观慰问汇报、工作检查、移民

安置、事件处理、劝返善后、政策处理等。其中，最

值得重视的是政策处理报告、事件性报告及工作请示

等报告。具体而言，包括移民住房、物资供应、对口

安置、户粮关系等生产、生活问题的报告、迁送途中及

抵宁安置具体情况报告。譬如，浙江省档藏有《关于第

一批支宁青年迁送途中行车、供应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

告》《关于支宁返籍人员的户口、粮食问题的报告》；

宁夏区档藏有《关于浙江支宁青年的安置问题》《关于

解决农村来宁浙江青年穿鞋问题的报告》，灵武市档案

馆藏有《国营灵武农场关于少数青年逃跑回乡情况的报

告》，吴忠市档案馆藏有《中共吴忠市委关于将两个浙

江青年大队划归国营农场的请示报告》《陈袁滩管理区

关于要求解决给浙江支宁青年盖住房所缺木料的报告》

等。这类文件反映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和主流宣传所“忽

视”的实际情况。以请求解决农村来宁浙江青年穿鞋问

题为例，无鞋可穿这样一个今天看似琐碎的“小事”，

反映的却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困难时期浙江支宁移民的现

实生活遭遇。事实上，这份1962年6月底由当时宁夏安

置办报送给宁夏人民委员会领导的报告表明，当时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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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宁浙江青年穿鞋问题已经相当普遍、亟待解决。报告

称，“据各县市报告和我们最近检查，安置在农村的

1200名来宁浙江青年没有鞋穿，目前有的仍穿着棉鞋或

干脆赤脚”[11]，请求解冻各县市补助来宁人员用布的机

动布票，拿出部分与商业部门兑换鞋票。宁夏人民委员

会在一周内迅速批准上述意见，要求及时解决困难。当

我们翻开这份54年前的报告时，不禁喟叹浙江支宁移民

生活的不易以及宁夏为安置移民所付出的努力，在深刻

反思的同时亦对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生“理解之同情”。

（三）会议纪要。包括各类会议记录、纪要。此类

档案极少开放查阅，笔者也只见到一小部分。譬如宁夏

区档藏有《安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贺兰县藏有

来宁浙江随迁干部座谈会的记录。

（四）表册。包括任务分配表、支宁青年迁送、安

置、返籍等情况统计表、生产资料统计表、财务报表、

支宁审批登记表、移民名册等。举例而言，浙江省档藏

有《浙江省1959年支宁青年安置地区规划表》等，宁夏

区档藏有《浙江来宁青年人数统计表》《浙江来宁青

年安置及建房情况》《国营农牧场安置浙江来宁人员人

数变更情况统计表》《浙江来宁青年生产资料统计表》

《1960年浙江支宁青年经费支出决算明细表》，贺兰县

档案馆藏有《60年安置浙江来宁青年任务分配表》《贺

兰县安置浙江青年建设人员分配表》等。此外，一般县

级档案馆均藏有移民名册，一些工作报告中亦附有相关

统计表。以上分配表、人员统计表等统计资料简洁明

了、信息丰富，是对移民数量、结构等进行统计分析的

重要材料。

（五）通讯。通讯是对支宁移民过程或某些具体

事件动态性的及时报道或专题报道。浙江各级支宁移民

组织机构一般均办有《支宁简报》，此外浙江团省委主

办的《思想动态》、共青团金华地委主办的《青年大跃

进》等对支宁移民工作均有所报道。通讯当中值得注意

的是动员对象的情况和支宁青年、留浙家属的思想动

态，这些记录为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声音”。

（六）宣传材料。包括宣传提纲、宣传口号、文艺

作品、事迹材料等，比如浙江省档藏有《动员青年支援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宣传提纲》、金华市档案

馆藏有银川二中编的《赞宁夏（快板）》和小演唱《未

婚夫妻支宁夏》的剧本，贺兰县档案馆藏有支宁积极分

子先进事迹材料等。

（七）其他。诸如组织关系来往文书、支宁批准

书、回乡支援农业证明书、私人信件等。

综上所述，浙江支宁档案分布广泛、内容丰富，

在浙江支宁移民研究资料中具有无有替代的核心地位。

但官方档案的本质是工作文件，其预设读者本不是研究

者，亦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同时，这部分档案因产生

于特殊时期，无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征，“标准模式

化”的行文架构又使多数文件趋于“同质化”。因此，

在充分收集、爬梳档案的同时，对这次移民过程的研究

还应广泛涉猎方志、政协所编文史资料、报刊杂志的相

关报道乃至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小说散文等其他材料。

为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触碰历史巨流中的个体经验，

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同时，

还应结合各种材料详加甄别、比勘，从而丰富对浙江支

宁移民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