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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供澳农产品对节日民生的影响
*

———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澳门冬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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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的供给对澳门市民的节日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各种应节鲜活农产品更被赋予浓厚的精神和民

俗意义。从新中国成立后至 70 年代，本地农产品产量受城市化影响不断缩减，而内地供澳农产品也经历了一个从

紧缺到丰裕的过程。在澳门民间重要传统节日冬至期间，20 世纪 50 年代部分年份内地供澳农产品货源不稳定，降

低市民节日团聚的欢乐气氛;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农产品不仅供应充足，而且出现了价格“不涨反降”的现象，

改变了一般意义上节日期间供需差距导致价格上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澳门民生并千方百

计向澳输送农产品，为丰富市民的节日生活以及稳定社会、促进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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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虽长期受葡萄牙殖民统治，但和内地其他

地区一样，其赖以生存的人文根基仍然深深地植根

于祖国的母体内，“民情风俗与内地无殊”［1］( P1) ，在

各种农历节日中仍要依照传统习俗进行聚餐和拜神

等活动，各类应节鲜活农产品( 主要是猪、鸡、鸭和

蔬菜等，以下简称农产品)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澳门农产

品市场的一个特殊时期，本地和内地农产品供给经

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受 20 世纪 40 年

代至 50 年代初的战争、外部封锁和边境争端等方面

的影响，澳门外来食品渠道受阻，经常出现农产品短

缺，物价飞涨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澳葡政府

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到发展，但

到 60 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时的日产蔬菜上市量也仅

占全澳蔬菜市场供应量的一半。本地生产的农产品

受各种条件限制［2］，无法完全满足市民的消费需

要。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没有一个

市场是孤立的岛屿”的理论［3］( P119) ，澳门市场农产品

货源离不开邻近地区特别是祖国内地的供给。到了

70 年代 后，澳 门 郊 区 进 入 了 类 似“诺 瑟 姆 曲 线”
( northam curve ) 界定“S”型城市化演进规律中的

“加速发展期”( acceleration stage) ①，土地利用明显

从此前填海地上的农业用途向商业或者商业 /居住

用途转变［1］( P11) ，农业日渐衰落②。与之相对应的

是，内地克服种种困难，供澳农产品逐渐占据市场主

导地位③。那么，在这一特殊时期，澳门节日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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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学术研究奖励金课题“碰撞与变迁: 二十世纪城市化进程中的澳门菜农”( 项目编

号: 82 /AH /2010) 的研究成果。
该曲线分为开始期( initial stage) 、加速发展期( acceleration stage) 、终端缓慢期( terminal stage) 3 个阶段。由国际知名

学者 Ray M． Northam 提出。参见 Northam，Ray M，Urban Geography( 2nd．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79，pp． 65 － 67．
例如，1972 年澳门半岛农地面积为 0． 6564 平方公里，到了 10 年后的 1983 年仅剩 0． 1264 平方公里，比 1972 年下降 80．

74%。参见 Richard Louis Edmonds:“Land use in Macau: Changes between 1972 and 1983”，Land Use Policy，1986，No． 1，p． 54．
例如，1980 年内地供澳生猪占 90%，本地占 10% ; 内地供澳蔬菜占近 80%，本地约占 16%。参见《内地牲口鱼菜供澳

近年来大幅度增加》，《澳门日报》1981 年 4 月 6 日第 9 版。这些内地农产品主要由澳门近邻的广东省提供。参见 C． Duncun，

“The Macau City Region，A Priori Urban Concepts and Macau Development”，in Victor F． S． Sit ( ed． )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ide Angle Press，HK，1984，p156 ．



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足? 价格是否稳定? 对市民的节

日生活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迄今尚未受到学术界的

关注。
受篇幅限制，本文拟选取澳门冬至节日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其因在于: ( 1 ) 冬至是我国传统社会

中的一种重要节日。澳门民间普遍流传“冬至大过

年”的俗语，并普遍将其称为冬节。时至今日，冬至

当天仍然是澳门特区的公众假期。( 2 ) 农产品消费

在冬至期间被赋予重要的精神和民俗意义，使其在

“人心目中就是吃的节日”。例如冬至当日早晨“多

煮汤圆，围台共食”，傍晚“盛备三牲酒点，柑果，拜

祭后共谋饱醉”［5］。而“店号亦宰鸡杀鸭，旨酒佳

肴，东西家尽情欢宴”［6］。通过“劏鸡杀鸭，大快朵

颐，共叙天伦之乐”［7］。由此可见，各种应节农产品

消费成为市民冬至节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

鉴于此，本文拟按照经济学相关理论，从新中国成立

后冬至节日澳门市场农产品供给和价格变化，以及

内地为此所做努力的角度，探讨内地供澳农产品对

节日民生以及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从紧缺到充足: 冬至期间澳门市场农产品供

给变化趋势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冬至期间，澳

门市场农产品供给显示出从紧缺到稳定再到充裕的

变化趋势，由此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也呈现出从波动

到稳定的运行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内地的应

节农产品供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关应节农产品

供给和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 一) 五十年代: 供给不足

尽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的澳门农业取得

较大发展，但市场的农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

内地供给。由于 50 年代一些年份的冬至及其前后

期间，内地农产品供应不稳定，使得应节农产品价格

出现波动和上涨现象。
例如，1953 年冬至前的 11 月，“石岐猪停运本

澳达数十日”，使得 26 日的生猪每担 ( 司马担，下

同) 批发价达 330 元—340 元( 以下除有注明外，均

为澳门币) ［8］。2 年后的蔬菜供应也发生了类似现

象，这就是 1955 年 11 月下旬以来，“内地出口蔬菜

剧减，加上香港菜商高价向本市采办蔬菜，形成求过

于供”，而澳门“菜田作物普遍被风摧残，目前本市

蔬菜产量不及平时三成”，致使“蔬菜市价迭涨”，11
月 27 日的白菜和萝卜每担批发价 20 多元，菜心、芥
蓝 30 多元，“菜价之贵，为入冬以来所少见，街市零

沽价更昂，一般主妇莫不大伤脑筋”［9］。
到了 1956 年 11 月初，内地供澳生猪货源不稳

定，每日仅运到 30 头—40 头，因此“本地猪又成奇

货”，每担批发价 240 元，比内地生猪高近 50 元。而

猪肉零售价方面，肥、瘦肉每斤( 司马斤，下同) 分别

为 3 元和 5 元，由于零售价比香港便宜，还出现了

“港客到澳搜购，致将售价牵起”的现象［10］。这种情

况持续一周后，内地生猪仍未大量运来。供货商不

得不转向本地菜农收购，使本地生猪每担达到 255
元［11］，数日后升至 270 元左右［12］。这种涨价态势

持续了一个月，当内地生猪大量供澳后才得以停止。
上述现象在接下来的 2 年内并未彻底好转，

1958 年冬至前“内地生猪，停止运澳，又达六七天之

久”。直到冬至前一天( 12 月 24 日) 情况仍未改善。
而“牲口为应节重要食物，惟鸡猪牲口，内地昨日全

无运到”。这就导致冬至期间菜农饲养生猪“又复

吃香，售价大起”，冬至当日( 25 日) 每担批发价 230
元，比 23 日涨 30 元; 26 日达到 240 元。这一价格

“比未起价前，涨百元之巨，售价之飞涨，为年来所

仅见”。肉店为了应对市民过节需求不得不屠宰高

价本地猪出售，其结果必然是市民需要花费更多货

币购买猪肉。直到冬至后，本地猪售价才跌至 215
元［13］。这股涨价风延续到 1959 年 2 月，在内地供

澳农产品恢复正常状态后才结束。
( 二) 六十年代: 供给稳定

20 世纪 60 年代的澳门，人口增加，加工工业、
对外贸易的兴起［14］，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15］。为

满足这种需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内地克服

3 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影响，对澳农产品恢复正常供

应。因此，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反，60 年代的冬至

呈现出“应节物品供应无缺”，售价“一片稳定”的

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内地输澳农产品供应开始恢复稳定。一般而

言，为满足市民过节团聚的需求，冬至的节前一天以

及当日全澳生猪屠宰量会大幅度增加。1960 年、
1966 年、1968 年冬至节前单日屠宰生猪量分别为

300 多头、290 多头、400 头，比平时增长一倍以上。
因此，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也“毋须捱贵货”。至

于“一般贫苦大众都可以尝到肉味”的原因，有记者

认为“主要是内地生猪供应充裕，不虞缺乏”，使得

“猪价平稳，售价便宜”［16］。事实正是如此，内地有

关部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广泛采购货源，加大供货

力度，以满足澳门市民应节的需求。例如 1966 年、
1968 年和 1969 年冬至前，内地均分别运来数千只

201



鸡鸭、7 卡车左右蔬菜。内地充足的供澳货源，成为

平抑澳门市场物价的坚实保障。
2． 应节农产品售价稳定。例如，20 世纪 60 年

代初的 1960 年冬至前夕，生猪每担批发价 175 元，

生鸡每斤批发价 3． 6 元—3． 8 元; 本地菜心每担批

发价 10 元—20 元，芥蓝 5 元—10 元。各种应节产

品“价钱平稳，并不昂贵。”［17］到了 60 年代中期的

1966 年冬至前夕，12 月 21 日的大鸡项( 没有生蛋

的母鸡，下同) 每斤批发价 3． 75 元，大鸭 1． 5 元，肥

鹅 1． 5 元; 莲藕、粉葛每担批发价 25 元，菜心、西洋

菜 10 多元［18］。农产品价格延续了此前的平稳势

头。当进入 60 年代末期 1969 年的冬至前夕，内地

大鸭、肥鹅每斤零售价均为 4 元，毛鸭 2． 8 元。蔬菜

方面，菜心每担零售价 50 元，白菜 7 元。肉类及蔬

菜经销商纷纷表示，“冬节物品，供应充足，售价亦

不过昂，庆节居民，可大快朵颐”［19］。
( 三) 七十年代: 供给充足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澳门城市化步伐加快，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此“并不意味着对农业

产品需求的减少，相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是会

对农业产品提出更大的需求”①。与此相适应，内地

供澳货源稳步增加，并逐渐主导澳门市场，使得澳门

农产品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1． 鸡鸭供应充裕，部分价格“不涨反降”。“一

般应节货品因供求关系，在节前多涨价”。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冬至时往往出现“因供应充裕，大部分

应节货品价格较为平稳”的现象。例如，1970 年冬

至前的 12 月 20 日、21 日分别从内地的江门、中山

运来活鸡 6，000 多只，鹅鸭 2，000 多只。由于节前

来货量大，“因此三鸟( 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对鸡、
鸭、鹅的俗称———笔者注) 价格应涨反降”［20］。这种

情况尽管是反常现象，却无疑更有利于市民欢度

佳节。
2． 节前生猪屠宰量进一步增加，价格无波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冬至期间生猪屠宰量普遍超过平

时的情况得到延续。1970 年冬至前的全澳日均生

猪屠宰量比平日增加约一倍，屠宰生猪 402 头。由

于内地生猪供应充裕，价格保持稳定。而在 1980 年

的冬至前一日，全澳生猪屠宰量达到 550 头，“较平

日的 380 多头大为增加”［21］。
3． 应节农产品货源地的多元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冬至期间，内地供澳农产品货源地主要集中

在澳门近邻广东省中山、珠海等地。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货源地范围向内地中部的湖南、湖北、

河南等省份拓展。以生猪为例，“由于口岸多，生猪

运澳供应未有断绝。故此，内地猪只供应本澳，货源

充足，价格也稳定”［22］。
从上可以看出，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内地农产

品供给不稳定，而本地农产品又无法完全满足市场

需要，因此部分年份节日期间的应节农产品价格高

涨，市民被迫“捱贵菜”。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内

地在冬至期间对澳门应节农产品的供给保持稳定，

物价恢复常态。而从 1968 年后的一些年份，内地在

节日期间调动各产地集中供应澳门市场，使得节日

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异常的“不升反降”现象，市民的

购买也得到了更多实惠。

二、从困难到宽裕: 应节农产品供给对民生的

影响

就“应节重要食物”的农产品销售而言，其价格

保持平稳有利于市民的购买，提高节日生活质量、水
平以及欢乐气氛; 反之，其价格上涨则使市民不愿购

买或减少购买，必然会对节日氛围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就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冬至期间与农产

品供给有关联的民生状况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转变:

( 一) 市民农产品消费: 从“咬菜根”到“利口

腹”的 转变

由于前述冬至期间应节农产品供给发生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时期的市民节日农产品消费也

有不同的感受。20 世纪 50 年代冬至期间农产品市

场呈现出的“连锁反应”，给市民节日消费带来困

难。这是由于内地在冬至期间减少生猪供澳甚至断

供，导致节日供应出现缺口。而本地生猪产量无法

填补缺口致使价格高涨，供货商被迫屠宰价格较贵

的本地生猪应市。因此，猪商往往将成本转嫁给消

费者，使市民过节“捱贵肉”，生活“百上加斤”。
这种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节假日市场和民生的影

响，1958 年的冬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 1958 年

冬至前开始，因内地农产品来源稀缺甚至断供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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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纲:《序 城市化是个系统工程》，载樊纲、武良成

主编:《城市化: 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北京: 中国经济出

版社，2009 年版，第 3 页。此与 20 世纪的美国相似，由于城

市人口的增长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城市消费在范围和程度上

不断拓展。参见 Samuel P． Hays，“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o the History of the Urbanized Societ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August 1993 19: p． 17．



的菜肉价格暴涨，一直持续到 1959 年春节前夕，在

此期间出现了市民因猪肉贵而改用肉类罐头来“佐

膳”的情况［23］，而蔬菜价格高涨也让市民感叹“咬菜

根亦不易”，民生疾苦，可见一斑。就应节农产品价

格高涨对市民生活影响比较贴切的描述，当属《华

侨报》的下列报道: “由冬节节前以迄现在，副食品

市价一路上涨，比月前一般贵了两、三倍，这次涨风

时间之长，涨势之凶，近年来所仅见，不仅饮食业生

意大受打击，而民生方面困难情形，也因肉菜价涨而

严重，入市主妇和‘将军’( 到集贸市场采购农产品

的男士们———笔者注) 们，举目肉菜都奇贵，难免彷

徨失措，因为每餐的菜钱，无法与肉菜相对的调整，

迫得谋而其次，以下价品替代。要想保持原日食料

水平，非增加副食费不可，即是说，以往月每膳费 30
元的，除 10 元柴米外，余 20 元买菜，现在要享回同

样菜式，那就要付出伙食费 50 元以上，在富有者，因

不当一回事，在小市民，则有百上加斤之感了。”［24］

上述情况表明，对处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市民来

说，在节日及前后也只能通过改变日常饮食安排方

式来过日子。此不仅对市民生活以及乃至饮食业都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使得一般市民被迫节省冬

至消费，降低欢乐气氛。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内地对澳门的农产

品供给恢复稳定，此前困扰澳门市民的节日期间农

产品价格暴涨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因此，市民在节

日买菜的时候也“毋须捱贵货”。这同样体现在有

关媒体对于市民节日购置农产品的报道上。1966
年《华侨报》记者使用了“今日冬节主妇易商量”的

口语化标题来介绍冬节农产品市况，意指市民上街

买菜时价钱“好商量”。此充分说明了当时菜肉供

应充足，价钱便宜。3 年后的 1969 年 12 月 22 日，该

报在对冬至的报道中采用了一首打油诗“今日冬至

难免俗，应节物品上市足; 鸡鸭果蔬陈满目，祭神更

兼利口腹”为标题。此既反映了当时农产品供应充

足、价钱便宜的市况，也体现出市民购买应节食品时

的心声。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在冬至期间

部分鸡鸭产品集中上市，更导致了各种应节农产品

价格在节日期间“不涨反降”的独特现象。这对于

市民来说不但不用“捱贵肉”，反而可以买到比平日

更便宜的应节农产品，无疑有利于欢度佳节。
( 二) 市民饮食偏好: 从“捱贵肉”到“挑肥拣

瘦”的转变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冬至节前生猪屠宰

量不如平时的反常现象，例如，在 1958 年冬至前仅

屠宰生猪 70 头，比平日的 120 头还要少［25］。而在

此后，随着内地应节农产品的供给量的增加，节日前

后屠猪数量普遍超过平日。如前所述，有许多年份

冬至屠宰生猪的数量达到了平日的一倍左右。冬至

期间生猪屠宰量的增加，既体现出节假日期间市民

对肉食产品的旺盛需求，又反映出不同时期人口变

动情况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报道指出，因为“内地生猪供应充裕，

不虞缺乏”，使得“猪价平稳，售价便宜，一般贫苦大

众都可以尝到肉味”［26］。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市民过节不再满足于“尝到肉味”，而且在饮食习惯

上开始“挑肥拣瘦”。而内地的充足供应，正好满足

了市民节日期间对该类产品消费需求的偏好。按照

经济学的理论，偏好( Preference) 是个人生理上及后

天养成的对物品“要求习性”，是影响需求主要的要

素之一［27］( P25)。澳门市民饮食偏好的改变，表明其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此恰似 1978 年的一篇报

道所总结的: “据老工友回忆，十多年前，饮食业仍

未兴旺时，年尾宰猪仅百多头。近年来生猪屠宰量

不但日增，而且由于居民生活有所改善，比较讲究饮

食卫生，对猪肉大多挑肥拣瘦。因此，瘦肉吃香，售

价也较前大为提高。”［28］

三、满足需求: 内地为供澳农产品所作的努力

如上所述，冬至期间澳门市场的农产品供给经

历了一段从紧缺到充足的过程，受其影响，澳门市民

的节日民生也经历了从困难到宽裕的转变。造成这

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大力向澳输送农产品，

此不仅弥补了本地农产品无法适应市民日常消费需

求的不足，而且丰富了节日期间市民的“菜篮子”和

“餐桌子”。就此角度而言，内地为保障澳门同胞欢

度佳节所作出的贡献值得进一步探讨。从笔者接触

到的资料来看，尽管尚未发现内地针对冬至节日而

加大输澳农产品的档案，但节日农产品消费也是日

常生活消费的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

和政府有关部门对部署日常以及其他节日供港澳农

产品活动的材料中，可以发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

澳农产品的供给，并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各种应

对措施，为满足澳门市民的消费需求作出了不懈

努力。
( 一) 五十年代: 节衣缩食供应货源

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年份出现供澳货源不稳定

带来的困扰民生问题，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例如，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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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5 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在《关于市场

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针对农产品在

城市的供应不足和出口减少的问题，要求“适当地

减少农村的消费量，匀一部分出来支持城市和出

口”。并要求各有关省市努力保证完成中央布置的

对港澳的出口任务［29］( P71、79)。3 月 28 日，毛泽东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李先念的汇报时说，

“过去陈云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

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

六亿五千万人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30］。
作为澳门近邻的广东省，也按照中央的部署，为

解决供澳货源不稳定问题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例，有着 3，800 万人口的广东

省在 1958 年秋已存在“买东西还要排队，猪肉还不

够吃，还要凭布票买布”的现象［31］，但针对 1959 年

初澳门市场农产品供应短缺，影响澳门同胞欢度春

节的问题，1 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利

用到珠海前山视察水坝之机，邀约澳门各界代表会

谈，陶铸表示: “决定尽可能内，恢复大量牲口副食

品运澳”。会后，陶铸的讲话精神立即得到广东省

有关部门的落实，据 1 月 26 日的澳门传媒报道，“查

昨日首批大陆生猪果恢复运抵此间，市面猪价开始

下降，同时运澳者，另有大批柴炭，及其他日用品，相

信在春节期间，物价不致有继续飞涨之虞”，“居民

渡岁减少烦恼”［32］。2 月 6 日，广东省有关部门就

农产品供应问题举行港澳同胞座谈会，陶铸在会上

表示，内地对香港、澳门同胞的生活一直是非常关心

的，从来不会拒绝应该做和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对

港澳同胞的大米、蔬菜和肉类的需要，广东省打算维

持过去的供应水平。其中，对澳门的大米需求量，按

100%的供应; 对港澳蔬菜供应量，按 60% 左右供

应。一年内供应澳门 35，000 头生猪。至于鸡、鸭、
蛋尽量做到充分供应［33］( P95、109)。

尽管中央和广东省都在想方设法解决供澳货源

短缺的问题，但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的粤澳边

境形势不稳定，中央确定的“内销服从外销”外贸方

针也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的过程。尤其是

在供澳农产品过程中，仍“存在着计划分配后不按

计划供澳，或执行不好”［34］等“严重的缺点”［35］: 一

是有些口岸因特殊困难，导致出现“原计划不能贯

彻执行，货源涌来时，则尽量发送，只要求减轻本身

压力，少存、少死亡”的情况; 二是对境外“市场情况

或口岸仓库条件考虑得不够，因此反映在外销市场

上是经常发生脱销，或突然积压现象”; 三是输澳生

猪“规格不符，包装不善，运输延误”［36］等。使得 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年份供澳农产品处于不均衡状态，

价格波动较大。
( 二) 六十至七十年代: 克服困难保障供给

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内地连续 3
年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供应港澳农产品数量下降，

港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在周恩来

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铁道部和外贸部

安排快运货物列车，每天运送鲜活农产品到港澳。
从 1962 年起，由湖北江岸、上海新龙华和河南郑州

北始发的 751、753 和 755 次快运列车相继开行。3
趟快车风雨无阻，安全准时，被港澳同胞称为“生命

号快车”。
据现有的资料，笔者发现党和政府除做好日常

农产品供应之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重视对港

澳节日农产品的输送。这方面的例子有，在 1962 年

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前，根据国务院指示精

神，结合广东省货源情况和港澳市场的需要，广东省

人委于 5 月 23 日发出《关于端午节对港澳副食品供

应的通知》，对各专区节日供应港澳副食品任务作

出安排。通知要求:“节日供应时间为 5 月 28 日至

6 月 6 日。希各地接文后，迅速布置贯彻并立即组

织力量，大力开展收购工作，妥善安排长短途运输，

压缩地销，支持出口。各地商业部门库存中符合出

口规格的商品，要尽量挤出来交外贸出口。安排表

上没有列名的其他商品，有货源而港澳市场又需要

的，应积极组织出口，保证节日供应。”［37］

到了 1962 年 10 月后，广东省根据生产上市和

港澳市民消费需要的特点，“先后采取了提前交货

奖励与计划外奖励的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地方的积

极性，各地踊跃交生猪供外贸出口”。而 1962 年底

亦由于各地按计划积极交货，生猪库存量达到 5 万

多头，为 1963 年春节港澳市场的供应“奠定了充足

的货源”［38］。因 此，广 东 省 食 品 进 出 口 公 司 在 对

1962 年的工作总结中提到，“抓好节前或旺季上市

前货源安排工作，是保证节日供应与均衡出口的关

键”［39］。
1966 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内地供应港澳

农产品带来极大的干扰，但有内地有关部门排除阻

碍，坚持抓好这方面的工作。1968 年 9 月，广东省

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向广州市、海南区、各专区、自治

州、各市、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的通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证，该通知指出，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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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内地出口农副产品数量( 包括有些产品的质量)

下降，一些国家和地区“乘机争夺我香港市场，美国

的大米、冻鸡，日本的蔬菜，丹麦的冻肉，泰国的鲜

蛋，印度尼西亚的菜牛”等等“都采取降价竞销，排

挤我货”。有鉴于此，该通知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

生产组认识到“做好对港澳出口商品的供应工作，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要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并

按照各自所担负的出口任务，采取各种有效应对措

施，“把对港澳供应工作切实做好”［40］。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内地，尽管仍处于“文

革”时期，中央政府也没有丝毫放松对港澳节日期

间的农产品供应。1970 年 12 月 7 日，广东省财贸

战线委员会“根据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指示”，对港

澳元旦春节农产品供应工作下发通知，要求广东省

属广州市、各地区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按照“分地

区要货安排表”，抓紧做好供应工作。该安排表还

强调“有些没有落实，希望各地努力搞一些”［41］。
1974 年 8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召开对港澳

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会议特别强调要遵照中央对

港澳的方针，“积极发展我对港澳的出口”。因此，

“对港澳地区出口的粮品、鲜活商品和其它土特产

品，一定要保证供应，巩固和发展我在港澳市场的优

势地位”［42］。
为了更好地践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努

力消除灾害造成运输线路中断的障碍，想方设法向

港澳组织和运送节日货源。这方面的案例有: 1975
年 7 月河南发生水灾，8 月初京广铁路“断道”，北方

各省供港澳鲜活农产品受到影响。然而，“为了做

好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对港澳市场的供应，体现祖国

对港澳同胞的关怀”，在京广线尚未通车的情况下，

外贸部门立即精心组织供港澳货源，而铁路部门则

“有货就有车，车到就装货”，“把困难留给自己，给

外贸很大的支持”［43］。其中，对北方省份短缺的某

些鲜活农产品，安排南方各省多供应。如分别从广

东、湖南、四川调运活猪、土豆等。对北方省份原供

港澳的蔬菜等，在铁道部的支持下，通过绕道方式运

送。并从新疆空运哈密瓜、无籽葡萄到香港“及时

应市”。据外贸部的统计资料，8 月份对港澳市场供

应 13，000 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1． 1%。9 月

份，包括南方在内的供港澳物资共发送 94，000 吨，

“超过外贸年度月平均计划进度”; 对港澳市场供应

15，500 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 9%，“适应了市

场需要”［44］。由于内地有关省份和部门的密切协

作，“全力以赴抓好出口”，使得节日港澳市场的农

产品供应充足。
( 三) 内地供澳农产品的效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农产品价格在内的物

价不仅既是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供求关系的反

映，而且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
因为物价平稳也是多数经济行为者除就业与收入之

外的另一项重要的需求。如果不平稳，则个人的支

出很难控制，心理上也会慌张不安［27］( P38)。所以，物

价稳定，既可以保持社会安宁，又可以促进经济发

展［45］( P511)。而内地供澳农产品的作用正好体现出

这一特征。
1． 针对短缺，按需供应。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供应港澳的鲜蛋“基本上是国货，但后来曾一度急

剧下跌”，到 1979 年恢复供应并将基本上满足两地

需求。同时，根据港澳同胞具有“无鸡不成席”的偏

好，内地有关部门特地在国庆、春节前调运著名的广

东清远鸡输澳，以满足市民过节时“享口福”的需

求。有 1973 年春节前夕的澳门传媒报道称: 清远鸡

肥而 不 腻，骨 软 肉 滑，味 道 鲜 美，“甚 受 同 胞 欢

迎”［46］。这些正如 1979 年春季广交会期间，我国粮

油食品交易团副团长冯立夫所表示的，党和国家十

分关心对港澳农产品的供应，经各方努力，很多以前

比较短缺的产品都得到恢复供应［47］。
2． 抗击通胀，保障民生。有评论认为，澳门市场

虽小，但竞争十分激烈。其因在于澳门是一个自由

港，世界各地产品都可以自由竞争。无论是消费品，

还是工业原料，如果产品质量差，款式落后，交货不

及时等，只要稍有不慎，外货就会乘机而入。加之澳

门距香港近在咫尺，如果某些产品，因交货不理想或

缺供，“他 们 在 几 天 甚 至 几 个 小 时 就 能 供 应

上”［48］( P22)。由此可见，内地农产品能够在澳门市场

占据主导地位，其因在于具有“物美价廉”以及新鲜

的特点。以 1973 年的美国生菜为例，空运到香港每

斤运费 1 元( 港币) ，售价 4 元多。而内地蔬菜既新

鲜又“不用坐飞机，价格肯定比外国便宜”［49］。不仅

如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澳门受到西方经济危

机的影响，澳门币剧跌，物价上涨给许多澳门居民的

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在港澳货币对人民币大幅度贬

值的情况下，内地有关部门规定，为免增加市民的负

担，仍可以港澳货币继续计价和结算。这样一来，正

如上述评论所指出的，内地供澳农产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10 多年涨幅不到一倍，而澳门的物

价指数却上涨了近两倍”［48］。对于内地农产品在平

抑物价方面的作用，澳门华人领袖、中华总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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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何贤在 1975 年深有感触地指出，“试想想，在今天

的不景气中，如果没有祖国源源不断的货物供应，广

大澳门同胞的生活，将是如何的困难”［50］。
3． 安定社会，促进发展。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1971 年至 1981 年的 10 年

内，澳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16． 7%，高于东南亚“四

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样一个地域狭小，既无

资源、资金又无市场的海岛型经济体系中，其经济迅

速发展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地的关怀照顾。
例如，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国货以均衡、稳定以及合理

价格的供给，减少了澳门产品的制造成本并加强其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保障居民生活，促进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此，可用以下澳葡政府的统

计数据以及澳门传媒的评论作进一步说明: 从 1967
年到 1976 年的 10 年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内地供

澳货物数量增长近 2 倍( 参见下表) 。
表 1 1967 年到 1976 年内地供澳货品数额一览表

年份 内地供澳货品总额( 万元) 增长%

1967 8，455． 6 100． 0

1968 9，108． 2 107． 7

1969 9，225． 0 109． 1

1970 10，668． 8 126． 2

1971 11，975． 4 141． 6

1972 15，384． 4 181． 9

1973 19，596． 5 231． 8

1974 16，332． 0 193． 2

1975 15，101． 7 178． 6

1976 23，329． 6 275． 9

资料來源: 转引自《国内优先供应港澳粮油副食品 十年

来供澳货物总额增近两倍》，《华侨报》1977 年 5 月 21 日第 5

版。

对于上述变化，澳门《华侨报》所作的评论如

下:“1974 年、1975 年的国内供澳货品略有下降，主

要是因为本澳经济受西方经济危机打击而衰退，对

国内货物需求减少的缘故。这一事实说明，国内货

物输澳，完全是按照本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从中也

反映了国内供澳货物的性质，是为稳定和促进澳门

经济的繁荣。”［51］

总之，“民以食为天”，农产品是维系市民日常

生活的必须品，获取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是反映民

生状况的主要指标，也是市民欢庆节日的重要元素，

其对民生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 世纪 50 年代

的一些冬至期间，由于货源供给不足等带来的物价

上涨，出现“入市主妇莫不皱眉，贫苦居民更感痛

苦”的现象，成为反映民生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

情况下，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澳门同胞的节日生活，内

地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内地人民加快生产甚至节衣

缩食扩大供澳货源，成为节日期间扭转农产品物价

上涨趋势的关键变量，不仅破解了节日期间农产品

价格上涨的难题，而且起到了维护民生，稳定社会，

促进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何大章，缪鸿基． 澳门地理［M］． 广州: 广东省文理学院，

1946．
［2］朱德新，尚慧然，朱峰． 澳门社团与灾害救助———以菜农

遭受台风侵袭为例( 1950 － 1980) ［J］． 广东社会科学( 广

州) ，2012，( 6) ．
［3］［美］保罗·A·萨缪尔森． 经济学( 上) ［M］． 高鸿业． 北

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Jonathan Por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au，Pacific Af-

fairs，Vol． 66，No． 1，1993，p11．
［5］全澳市民欢度佳节 应节物品供应无缺［N］． 华侨报，

1960 － 12 － 27．
［6］今日冬节习俗相沿市况扰攘 佳肴旨酒商户同欢［N］． 华

侨报，1958 － 12 － 25．
［7］明日冬节至大快朵颐［N］． 华侨报，1970 － 12 － 21．
［8］内地未有出口 生猪供应仍陷中断［N］． 华侨报，1953 －

11 － 27．
［9］菜蔬价迭涨 港客仍高价扯购［N］． 华侨报，1955 － 11 －

28．
［10］大陆生猪来源有限 本地猪又成奇货［N］． 华侨报，1956

－ 11 － 09．
［11］大陆生猪不足供应 本地猪价继续上扬［N］． 华侨报，

1956 － 11 － 16．
［12］猪栏商竭力搜购下 本地猪价昨续升［N］． 华侨报，1956

－ 11 － 19．
［13］冬节牲口奇缺 本地猪价复飞涨［N］． 华侨报，1958 － 12

－ 25．
［14］国务院办公厅． 港澳经济考察报告( 1978 年 6 月 16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5 － 2 － 144 － 070 －
083．

［15］Samuel P． Hays ( 1998) ，“The Role of Urbaniza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Samuel P． Hays( ed． ) Explo-
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p76．

701



［16］去年宰猪七万七千余头 破半世纪纪录［N］． 澳门日报，

1964 － 01 － 21．
［17］全澳市民欢度佳节 应节物品供应无缺［N］． 华侨报，

1960 － 12 － 21．
［18］寒风冷雨迎冬节 牲口鱼蔬价低廉［N］． 华侨报，1966 －

12 － 22．
［19］今日冬节难免俗 应节物品上市足［N］． 华侨报，1969 －

12 － 22．
［20］今日为农历冬节 内地副食品来途充裕［N］． 澳门日报，

1970 － 12 － 02．
［21］今日冬节市民过节 生猪鸡鸭上市大增［N］． 澳门日报，

1980 － 12 － 22．
［22］内地生猪货源充足价稳畅销［N］． 澳门日报，1976 － 08

－ 01．
［23］大陆肉罐头类悉增价［N］． 华侨报，1959 － 01 － 12．
［24］市内饮食业遭受严重打击 市民生活受影响同感威胁

［N］． 华侨报，1959 － 01 － 06．
［25］大陆生猪断市 屠宰量减少及年［N］． 华侨报，1958 － 12

－ 26．
［26］去年宰猪七万七千余头 破半世纪纪录［N］． 澳门日报，

1964 － 01 － 21．
［27］蔡宏进． 经济学［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6．
［28］去年宰猪十二万头［N］． 澳门日报，1978 － 02 － 20．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2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6．
［30］李光和． 试论新中国外贸史上的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

［J］． 中共党史研究，2011，( 1) ．
［31］1958 年秋季交易会陶铸同志对港澳工商界和华侨讲话

( 记录)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04 － 1 － 23 － 39
－ 39．

［32］春节牲口免缺乏 大陆生猪昨日恢复运澳、鸡鸭腊味将

续有到 居民渡岁减少烦恼［N］． 华侨报，1959 － 01 －
26．

［33］陈昕． 澳门全记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4］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蔬菜供澳问题的会议日期

( 1958 年 1 月 3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25
－ 1 － 450 － 051 － 053．

［35］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 牲畜、家禽对港澳出口会议

总结报请核备( 1958 年 1 月 30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 325 － 1 － 456 － 001 － 031．
［36］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希详细检查输澳生猪重复发

生事故( 1955 年 8 月 8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

号 325 － 1 － 65 － 055 － 055．
［37］广东省人委． 关于端午节对港澳副食品供应的通知

( 1962 年 5 月 23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94
－ 2 － 6 － 022 － 023．

［38］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1962 年生猪收购与出口小结

( 1963 年 1 月 10 日［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25
－ 1 － 655 － 067 － 076．

［39］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三鸟小结( 1962 年) ［Z］． 广东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325 － 1 － 655 － 057 － 066．
［40］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 关于切实做好对港澳出口供应

工作的通知( 1968 年 9 月 2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29 － 4 － 11 － 024 － 025．
［41］广东省财贸战线委员会． 抓紧做好对港澳元旦春节供

应工作通知( 1970 年 12 月 7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 294 － A2． 9 － 13 － 30．
［42］国务院办公厅． 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纪要( 1974

年 8 月 16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5 － 2 －
95 － 007 － 008．

［43］对外贸易部． 供港澳节日物资的十个专列已如期发出

( 第 48 期) ( 1975 年 9 月 18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5 － 2 － 220 － 124 － 124．
［44］对外贸易部． 河南发生水灾京广线断道后及时采取措

施 对港澳供应物资取得较好成绩( 第 52 期) ( 1975 年

10 月 22 日) ［Z］．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5 － 2 －
220 － 132 － 133．

［45］关锋． 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A］． 杨允中． 澳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文选: 经济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9．
［46］年宵市况较去年畅旺 内地年货供应颇充裕［N］． 澳门

日报，1973 － 01 － 31．
［47］祖国增加粮油供应港澳 多线保障蔬菜生猪货源［N］．

澳门日报，1979 － 04 － 22．
［48］汉平． 澳门经贸发展与内地贸易前景［J］． 香港市场，

1987 － 10 － 02．
［49］在穗访问王宽诚 何贤 汤秉达 叶若林等谈港澳副食品

供应问题［N］． 澳门日报，1973 － 10 － 20．
［50］展望祖国令人感奋［N］． 澳门日报，1975 － 02 － 11．
［51］国内优先供应港澳粮油副食品十年来供澳货物总额增

近两倍［N］． 华侨报，1977 － 05 － 21．
作者简介: 朱德新( 1957— ) ，男，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学

院副教授; 尚慧然( 1956— ) ，女，管理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穆 敏

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