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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

业，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关

系到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周

恩来生前十分关注我国的农业建

设，曾提出了许多深谋远虑的战

略思想。这些思想是他留给我们

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

一、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

基础

马克思指出：“超越劳动者

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

切社会的基础。”[1]p855农业是人类

社会一项古老的经济活动，是人

类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它“是整

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部门”[2]p169。

在人类进入近代，利用、改造、

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之后，

农业的发展仍“是资本发展的基

础”[3]p23。

“民以食为天。”中国这句古

老的俗语朴素地道出了农业问题

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

总理，周恩来十分了解农业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在其任政府总理的 27年中，

他不仅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

础”，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

期、不同阶段，结合当时的情

况，多次重申和深化这一认识。

1949年12月，面对当时全国百废

待举的局面，周恩来指出：“农业

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

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没有办

法。”[4]p5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农业，

有利于我国尽快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一五”期

间，我国工农业以及国民经济各

部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

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周恩

来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1956
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在

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时

说：“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

重视和安排不够。”[4]p2351957年 12
月，他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

深刻地指出，农业和工业是国民

经济的一车两轮，必须有很好的

配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向是

要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工业的发展上，必须工农业并

举，农业必须有更好的配合，否则

工业也上不去。”[5]p108遗憾的是，

周恩来这一合乎“二五”计划需要

的经济建设思想被否定了，中国

上上下下开始了一场以热情取代

理性、个人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

以蛮干、浮夸为特征的空前绝后

的“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

年代里，周恩来受到了错误的批

评，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但他对

农业的基础地位仍不敢忘怀，仍

多次指出“农业是发展经济的基

础”[5]p160，提醒全党要重视农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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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1958年12月，面对当时凯歌高进、

万众欢腾的局面，周恩来指出：

“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筑在客观

可能的基础上”；“必须遵守有计

划、按比例的法则”[5]p198。“大跃进”

的恶果明显显现之后，1959年 6
月，周恩来说：“少搞点工业还不

要紧，农业搞坏了就不安定，对农

业必须重视。”[5]p2337月，在党的八

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他更

明确提出：“今后三年要把农业放

在第一位。”[5]p241这后来也成了他

指导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思

想。熬过了“大跃进”的风雨之

后，1960年 8月，周恩来和李富春

等人率先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 2月，

他极富感情地说：“农业是一切国

民经济的基础，这句话是完全正

确的。”[5]p3911962年 3月，在中央财

经小组会议上，周恩来总结新中

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大跃

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意味深长地

说：“必须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

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

批是综合平衡”[5]p462。对农业的殷

殷关注之情溢于言表。1964年12
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

来正式把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

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向全国

人民提出。“文化大革命”中，他硬

是以个人生命的缩短为代价，苦撑

危局。他反复强调经济基础不能

乱，“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

拾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

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6]p561975
年1月，他抱病参加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重申了在三届人大提出的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现包

含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

是他临终前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

的不是遗嘱的政治遗嘱。

“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

础”。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

础地位，周恩来侧重阐述了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的发展关系着我

国几亿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俗话

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这七件事除了盐之外，哪样

都和农业沾着边。中国是一个贫

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

业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几亿人的吃

饭问题，关系着与人民衣食住行

相关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周恩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6]p446，

“没有粮食，人心就不稳”[5]p233。只

有“首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

的问题”[5]p654，人民的生活才能安

定，生产才会发展，社会才会进

步。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第二，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

的基础。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没有工业

的发展就无法建立比较完整的国

民经济体系，也就没有中国的工业

化和现代化。但工业的发展不能

是空中楼阁，“农业发展了，工业才

有基础”[7]p295。在中国这样的落后

国家，“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

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

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

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

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料和其他

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

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

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

市场是农村。”[4]p137所有这一切，归

结到一点，即“没有广大农业的发

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4]p89，

“农业过不了关，要迅速发展工业

总是有困难的”[5]P388。

第三，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

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现代化是

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力达到一定

水平的综合概念，与工业化相比

较，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它着眼于

整体与全方位。新中国初期和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表述中国

经济发展目标时一般用工业化这

一概念。他虽多次强调要重视农

业的基础地位，但此时农业发展

的全部意义还局限于它是加速实

现工业化，“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

变为工业国”[4]p23的一种工具、一种

动力。随着苏联、东欧诸国忽视

农业后果的显现，中国“大跃进”

破坏农业灾难性恶果的暴露，周

恩来越来越感觉到，在中国这样

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的发展应

该具有独立的意义，即农业发展

的意义不应只是工业和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的基础，农业的现代化

和工业的现代化一样，本身就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周恩来指

出，包含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

术四个方面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

化必须“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绝

对“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

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

科学技术现代化”[4]p412。1959年12
月，他首次把包含农业在内的四

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目标提出。之后，内涵日渐

丰富，目标愈加清晰。1964年 12
月，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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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

主义强国”[4]p439。这是他对农业是

国民经济基础这一认识的深化和

升华，也标志着他的农业发展本

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思想

的成熟。

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

础，但它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工

业及其他各经济部门共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恩

来指出：“在我们国家，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

导”[5]p298；“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

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

下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4]p10。以

农业为基础必须与以工业为主导

的方针相配合。要重视农业的基

础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对农业的

投资越多、越大就越好。要照顾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特别

是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平衡。“工业

的发展是很重要的”[5]p447，“独立了

的国家如果不搞工业，长期依赖

农业，就不能摆脱在经济上对外

国的依赖”[5]p383。只有发展工业、

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比较独立、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只有发

展了轻、重工业，“才能使农业现

代化、机械化”[4]p9，才能“摆脱农业

上的落后”[5]p112。不顾整个国民经

济的平衡发展，一味地加重对农

业的投资，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得不到相应的发展，不但农

业的发展不能成为整个国民经济

发展的基础，而且农业本身也不

可能有真正迅速的发展。“没有农

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

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4]p10这就

是农业与工业发展的辩证关系。

农为基础，工为主导，“工农业同

时并举”[5]p84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

本方针。只有遵循这一方针，协

调工农业的发展，“妥善处理农、

轻、重的比例关系”[5]p595，合理安排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规模与速

度，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持

续、稳步地向前推进。

贯彻农为基础、工为主导、工

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必须以农业

为中心来计划、组织生产，决不能

削弱农业的地位。周恩来指出：

“发展农业光靠农业还不行。”[5]p449

要真正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工

业要为农业服务”[5]p241，“工业生产

要照顾到农村的需要”[4]p9。国家

在安排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

生产时，“要首先注意农业……

先搞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

料”[5]p654，要“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

生产”[4]p378。“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

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

肥、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和

建筑材料。”[4]p440

不仅工业要服务于农业生产

和农业的现代化，商业、交通、文教

等部门也应该与农业的发展“很好

地结合起来”。此外，还应“培养广

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5]p449，还应

“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民业余

文化教育”，尤其是“对文盲进行

识字教育”[7]p484。总之，只有动员

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

发展、关心农村的进步，农业这一

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抓紧粮食，多种经营；因

地制宜，全面发展

搞建设需要认清国情，搞经

济建设尤其如此。中国是一个发

展中的农业大国，建立合理的农

业生产结构，对于充分利用各地

区的自然经济资源，保持生态平

衡，推动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

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有积

极的意义。

农业生产结构是指农业各生

产部门以及这些生产部门内部各

生产项目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构

成。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

济再生产相互结合、相互交织的

过程。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状

况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中占有重要作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前，影

响和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主

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多，耕地少。我国

有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

144亿亩，但耕地面积只有 15亿
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10%，其余

为林地、草原、沙漠、荒山和坡地

等。土地多、耕地少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不能仅着

眼于耕地，不能只考虑种植业，尤

其是粮食生产。应该把眼光放

大，充分利用好草原、林地和水面

等各种土地资源，变劣势为优势，

使林、牧、副、渔各业也得到全面、

合理的发展。

第二，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

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我国东西长

达 5200公里，跨经度约 62度；南

北相距 5500公里，跨纬度 49度，

包括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

带、热带五个气候带。辽阔的疆

域，广袤的国土，加上多样的地

形、土壤，使得我国的自然经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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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仅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

各地区之间——千差万别、各不

相同，而且在较小的范围——同

一地区内——也复杂多样、很不

一致。农业生产是生物体与自然

环境的统一。复杂多样的自然条

件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必须照

顾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

各地的自然条件，发挥各地区的

优势，建立专业化农业区域。

第三，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还

没有完全脱离以经验为主的传统

农业阶段，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农产

品的商品化程度均比较低下。农

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和机械化程度，

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虽有很大提

高，但与现代化农业的要求相比还

有极大的差距。生产力发展水平

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形

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低下的

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完全合理

的农业生产结构在中国的建立将

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中国的

农业生产，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在长时间内只能是大合理与小

不合理的并存。

在中国的农业发展上，周恩

来主张抓紧粮食、多种经营、因地

制宜、全面发展。

粮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需要

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是铁，饭是钢”。粮食是人民

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我国农业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周恩来指出，“我国是一个人

口众多的农业国”[6]p4，粮食问题直

接关系着约占世界四分之一总人

口的吃饭、生存问题。“衣食住行

首先是食”[4]p230，“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6]

p446。“如果粮食要进口，就很不利”[6]

p192。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和种

植业最关键，“恢复和发展农业生

产，首先必须增产粮食”[4]p377，“争

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

花、油料的增产”[4]p376。

在农、林、牧、副、渔中，种植

业居五业之首；在粮食、棉花、油

料等各类作物中，粮居各类之

先。但这并不是说抓紧粮食可以

忽视其他方面。土地多、耕地少，

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是我国农业

资源的两大特点。在农业中以种

植业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适

当提高林、牧、副、渔在农业中的

地位，改变农业内部不恰当的比

例状况；在种植业生产上，因地制

宜，合理调整粮食与经济作物的

布局，大力发展经济作物，逐步形

成以某种农作物为主、适当照顾

其他的专业化区域。这对于合理

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提高农业

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民

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周

恩来指出，农业生产“要讲多种经

营”[6]p591，“要坚持农、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6]p446-447，“光有粮食，没

有多种经营，农民就没有多少收

入”[6]p591。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

部门。森林不仅能提供木材和林

产品，还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

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维持生态平

衡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森林覆

盖面积达 30%以上，而且分布比

较均衡，就能有效地调节气候，保

障农业生产的高产、稳产。我国

是一个少林的国家。周恩来十分

重视林业生产。他说：“植树造林

是百年大计”[4]p446，关系到子孙后

代，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

展；林业部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

在造林上，要“在全国有效地开

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

动”[4]p138。

畜牧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农业机械化

基本实现以前，耕畜“是农业生产

的一项主要动力”[7]p528。“中国内

河、外海水产丰富得很”[6]p375，水产

业能在不占用或很少占用土地的

情况下，利用我国的内陆和海域

水面生产营养丰富的食品和某些

工业原料。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可

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和农闲时

间，“增加群众收入”[4]p77。这三项

在不妨碍种植业生产的同时，也

应有恰当、合理的发展。

种植业也要注意全面发展，

不能光顾粮食，光顾吃饭，还要

“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5]p518、用油

问题等，还要照顾到多项工业发

展的原料问题。各地区都应本着

“因地制宜”[6]p21的原则，“有计划地

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

等”；“适宜种茶的山坡应该开垦

出来种茶树”[4]p77，这样“既是很好

的绿化，又可多产茶叶”[5]p37。

“发展农业是全面发展。不

仅要发展粮食，而且经济作物(棉
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也要平

衡地发展。林业、畜牧业、水产、

副业也要发展。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的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才有基

础。”[5]p503这就是周恩来合理安排

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方针。这一

方针概括起来就是：抓紧粮食，

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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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就是农业的专业化与多样

化、重点发展与综合发展的密切

结合。不顾社会分工要求，不讲

因地制宜的原则，片面强调发展

某一种农业产品的“单打一”；或

者不计成本、不讲效率、不顾农业

商品化社会化要求，只从本地区、

本单位自给自足需要出发搞“小

而全”。这些经营方式都是错误

的，是与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

构的要求相背离的。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的

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

业的稳定发展是工业和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但

要真正实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基础地位，或者说农业要良好地发

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靠

传统农业是不行的，必须实现农业

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只有这样，才

能使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真

正落在基础地位上，才能保证农业

持续稳定地发展，才能在农业发展

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和国民经济其

他部门的稳步增长。

农业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

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来装

备、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起适

合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现代化的农业体系。1949年
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

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

话时，便提到了农业的现代化、机

械化一词。1954年9月，他在一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强

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

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

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

贫困。”显然，农业的现代化在他

初步构想、酝酿四个现代化的蓝

图之时，已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

意义。1959年 12月之后，农业的

现代化更和工业、国防、科技现代

化一样，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独立的战略目标。周恩来

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是广泛的，

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包

括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良种

化等几个方面 [8]p114- 115。对于中国

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周恩来主张

先抓水利化、化肥化，缓步发展农

业机械化。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

在于肥。”这是农民们在实践基础

上总结出来的民谚。新中国成立

前，我国河道失修，森林被破

坏，水旱灾害频仍，给农业发展

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

害。防止水旱灾害，除植树造林

外，整治河道、兴修水利是一项

重要措施。合理使用化肥是弥补

农业有机肥不足、改良土壤，推

动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措施。

1950年 8月，周恩来在百废待举

的情况下把兴修水利和制造化学

肥料列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

基本工作。他明确指出:“要大力

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必须用大

力来治水”，“要把几条主要河流，

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

好”[4]p24- 25。1956至 1957年，周恩

来多次提出了先抓水利化和化肥

化、缓步发展机械化的思想。他

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与苏

联不同，明确指出：“农业的改造

要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合作化

加上一些增产措施；第二步，才是

机械化和垦荒”，[7]p609强调“增产措

施的中心环节是肥料和水利”[5]p69。

先抓水利化、化肥化，缓步搞

农业机械化，反映了周恩来积极稳

妥地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

大国。人口多，耕地少，地形复

杂，生产力水平低，这是中国的基

本国情。离开这一国情去盲目仿

效别人，或不顾实际，仅从理想出

发，贪大求全，都是不对的，在实

践中也必然会碰壁。周恩来指

出，搞建设一定要考虑“物质基

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

件”这四个方面，“不要急于求成，

也不要强于求成”[7]p118。农业机械

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重

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年，经过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

的努力，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

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此时中国仍

然不具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前

提：中国的钢铁还不能满足国家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

国的石油工业还很落后，还没有

甩掉“贫油”的帽子，“如果用机

器，就要用汽油，成本太高”[5]p77；特

别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还不够发达，物质基础还没有大

为丰富，“如果用拖拉机，劳动力

就多余了，没有办法解决”[5]p33。发

展农业机械化的步骤一定要与社

会各方面的发展、解决劳动力的

出路相联系。技术条件也是影响

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化不化，在于挂。”在农业机

械化中，光有动力机械还不行，必

须有品种齐全、适合各种农业生

产需要的配套农具。当时世界上

高水平的农业机械化国家配套拖

带的农具多达上千种，也没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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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全部耕作的需要。而此时的中

国，一方面，在生产能力上“还不

能生产拖拉机”[7]p609；另一方面，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大，地形

不一，在丘陵和水田使用拖拉机

还有问题”[7]p609，“我们的水稻田较

多，要用小型机械耕种，技术问题

还未解决”[5]p77。没有合适的农业

机械和技术条件，拖拉机就成了

“闲机”，其结果不会是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只能是造成国家资金、

财富的浪费。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

的方向，“是战略方针”[5]p753。它关

系着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改

造和建设。缓步发展农业机械化

并不是说可以放慢中国农业现代

化的进程。化肥工业需要的投资

不大、技术不高，应优先发展、大

力发展。在修河治水方面，中国

有“几千年的群众治水经验”[6]p240，

充分利用农闲和我国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分清缓急，由易到难，以

服务农业生产为主，综合开发，除

害兴利，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只有抓紧这两个切实可行的

方面，先行一步，才是真正的积极

稳妥，否则就是消极、懈怠，就会

延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影

响农业基础作用的良好发挥。

缓搞机械化与轻视、忽视农

业机械化是对立的。周恩来指

出：“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大问

题”[6]p48，“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机

械化”[5]p513。由于多种条件的制

约，中国暂时需要缓步发展农业

机械化，但这决不意味着思想上

可以忽视农业机械化问题。恰恰

相反，在未发展农业机械化之先，

我们“要研究机械化的问题”，“必

须很好地研究”[5]p513。只有先行一

步，先对未来中国农业机械化中

可能遇到的资金、人才、技术、速

度、步骤、战略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作通盘地考虑、筹划，才不致临阵

磨刀、误时误事。

缓步绝不是拖沓、拖延。一

时的缓行也决不能成为时机成熟

时拖延、拖沓的借口。为了把我

国的农业生产放在一个稳定发展

的技术基础上，1966年，周恩来指

出，“农业机械化要积极”[6]p26，“要

抓紧、抓狠，一直抓下去”[6]p48。

1969年，他又说：“抓农业机械化现

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6]p314。

抓住时机又与急躁冒进有区别。

在强调抓住时机促进我国农业机

械化的同时，周恩来又告诫说：

农业机械化“要一步一步地实现，

必须根据实际可能”[6]p226，“搞农业

机械化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主

观主义，应因地制宜，而不是千

篇一律”。总之，实现农业机械

化应该同做其他工作一样，“要

及时而不是拖沓，慎重而不是轻

率”[6]p48。

“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

要实现，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

另一方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

不平衡现象，就是急躁。……我

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

情绪。”[7]p310周恩来的这段话概括

起来就是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积极稳妥不

仅是周恩来谋求实现中国农业机

械化的策略方针，也是他全面推

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及其各个方面

的策略方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

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是周恩来经济

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20世纪末

叶，中国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入手引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

业革命，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

全面改革的序幕。但下一步又如

何走，目前更迫切地摆在中国人

的面前。重温周恩来以及中国近

现代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的农业

发展思想，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

继承，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意外

的发现。当然，先贤们并不能直

接告诉我们路在何方，但他们的

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求索并不是无

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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