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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中国建立初期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带了较大的影响, 造成了大量

人口非正常死亡、盲目流动与迁移;部分灾民被迫变卖家产和卖送儿女;灾民心理结构受到严重

损伤;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党的土改、剿匪工作以及工业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为此, 党和政府

实施了一系列救灾举措,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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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数千年来灾荒不断。因此, 重视灾荒史的记载和研

究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

就此指出: 灾荒, 饥馑是毁灭人口的一种强大力

量,而在科学不发达和抗灾能力不大的古代,灾荒的

破坏力更是格外强烈。不幸的是一部二十四史,几

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

生, 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

牍。
[ 1]
但史书关于灾荒的记载关注的是如何赈灾

和防灾,尚不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范畴。直到 1980

年代,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灾荒史才成为学术研

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古

代及民国时期灾荒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加

深了人们对历代灾荒及社会变迁的认识。但有关新

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 多是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灾

情与救灾举措的一般性描述, 无论研究的深度、广

度,都远远滞后于中国古代与近代灾荒史的研究。

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认为:新中国建立前, 由于

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制度的桎梏和阶级利益的冲

突,妨碍或破坏着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时,人们便不得

不俯首帖耳地承受着大自然的肆虐和蹂躏 , 而这

种情况, 在剥削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力的条件下,是

屡见不鲜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规。
[ 2]
李文海的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灾荒形成的社会条件。中国自

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条件是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社

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形势下, 自然条件的支配力更为

显著。但自然条件向来不是导致灾荒发生的唯一决

定因素。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

力量,它的发生及影响的大小、破坏程度的高低还取

决于人类社会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政治条件和

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

果也有了很大差异。这或许就是学界对于新中国灾

害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原因之一。但应该指出的是,近

代中国长期的战乱、西方列强的入侵及统治阶级的剥

削压榨所造成的积贫积弱和人们抗灾救灾能力低下

的局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尚不可能迅速得到改观,

灾荒的发生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仍不可避

免。因此,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灾荒史,不应只停

留在一般性的灾情描述上,还应深刻指出灾荒对中国

社会的影响,这是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的应有之意。只

有这样,才能丰富人们对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个特殊时

期的认识,加深人们对当时社会变迁的了解。

此外, 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

人们注意。叶宗宝先生和夏明方先生最近撰文指

出, 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存在非人文化的倾向,在灾荒

史研究中无视 人 的存在, 涉及灾民生活往往以冷



冰冰的数据加以说明, 涉及赈灾过程多侧重于论者

心中的 国家 与 社会 ,导致政府等救灾主体成为

研究热点,而灾民则成了沉默的多数。而所谓自然

灾害, 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

的事件或过程。如果只有自然力量的变化 (成灾

体 )而没有人类和人类社会 (承灾体 ) , 也就无法形

成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因此,在灾害史的研究过

程中, 应给予承载体 人类社会以极大的关

怀。
[ 3] 16
为此,本文力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对新

中国建国初期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几点分

析,以期丰富这段灾害史研究的内容。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灾情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增强了人们抗

灾救灾的能力,但自然灾害对人们的侵袭和破坏并

没有因此而敛迹,依然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

成了严重威胁。 2005年,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和民政

部国家减灾中心合编了 1949 2004重大自然灾害

案例 一书, 对新中国建立以来 55年间 53个重大自

然灾害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灾害造成的损失等

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涉及 1949 1956年的

重大自然灾害就占 7例, 分别是: 1949年发生在上

海、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的第 6号台风; 1949年江

淮及华北地区洪涝灾害; 1950年淮河流域洪涝灾

害; 1951年云南剑川地震; 1954年江淮流域洪涝灾

害; 1956年洪涝灾害; 1956年第 12号台风。 1949

1952年的中国自然灾害状况见表 1。

表 1 1949 1952年中国的自然灾害

年份 水灾 旱灾 蝗灾 雹灾 风灾 霜冻 地震 瘟疫

1949 特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严重 一般

1950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1 一般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2 一般 严重 严重 严重

就 1949年的水灾来说, 全国受灾面积约 12 787

万亩, 受灾人口约 4 555万人,倒塌房屋 234万余间,

减产粮食 114亿斤, 灾情分布在 16个省、区, 498个

县、市的部分地区。而到了 1953年, 全国农作物受

灾面积达到 35 123万亩。
[ 4] 1

1949 1952年详细的

因水灾损失情况见表 2。
表 2 1949 1952年中国因水灾损失情况

成灾人口

(万人 )

倒塌房屋

(间 )

死亡人数

(人 )

死亡牲畜

(头 )

1949 4 555 2 066 940 8 109 26 762

1950 3 384 1 391 740 22 985 3 562

1951 6 068 693 934 9 828 4 824

1952 2 760 283 073 4 433 5 163

除水灾外,当时还遭受了春荒、旱灾、农业病虫

害、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在当时百废待兴、千疮百

孔的社会条件下, 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严重制

约了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三、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发

展的影响

(一 )自然灾害对社会机体的破坏

自古以来, 灾害就是相对于人的生存而提出的

命题,是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对水、旱、地震

等自然现象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
[ 5]
灾害中有社会

性的内容,是一种社会性事件。因此,研究新中国建

立初期的灾荒史不能不研究灾荒对社会的破坏

作用。

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然

力, 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是灾

难性的,如导致大批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和加剧

各种社会动乱, 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 导致疾病流

行、家庭破裂, 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 最

终导致社会机体破坏,影响或中断社会的现代化进

程。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人民同自然灾害斗

争的历史,党和政府把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当作

一件大事来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由于新

中国建立初期特殊的社会条件, 以及缺乏对灾害的

预见性,灾荒还是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1.自然灾害造成部分人口死亡和盲目外流

由于新中国救灾及时和得力,灾害造成的死亡

和外流人口,与近代社会相比,已大大减少, 但灾荒

还是引起了部分灾民死亡和盲目外流。据统计,

1949 1956年, 全国因水灾死亡人口共计 79 025

人。
[ 6 ] 354
其中死亡人数超过 1 000人的大水灾有 3

次, 分别是 1951年辽河洪水、1954年江淮洪水和

1956年浙江风暴潮。关于盲目外流人口, 从全国来

看, 1949年的春荒造成了 179万盲目外流人口,

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 35万之多, 直

到 1955年, 由灾荒引起的盲目外流人口数字仍达

52万。
[ 4 ] 267
内务部 关于处理灾民逃荒问题的再次

指示 指出: 去年有灾地区,曾发生灾民盲目外逃

现象,前后竟达二百万人之多。
[ 7] 155
从各地来看,

1949年 10月, 华东财委如此报告灾区情形: 山东

灾情很重,台枣区域灾民已开始大批逃荒 , 皖北

长江决堤河水泛湿, 淫雨成灾,灾民 450万, 救济不

及, 大批逃荒 , 苏北发生水灾、风灾, 淮阴分区大

批难民开始向南逃荒。
[ 8] 51 52

逃荒现象在华北也非

常普遍, 1950年 1月,宁河三区的逃荒户 占全区人

口百分之三十三。且仍在继续 。1950年,仅路经

南京一地的逃荒者每日达 340人。
[ 7] 155
人是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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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盲目外流对正处于恢复和过渡时期的中国社

会来说,冲击是很大的, 不仅妨碍生产自救, 增加

社会混乱,而且往返遣返,浪费钱粮, 灾民辗转道途

发生死亡现象
[ 7] 155
。内务部 关于目前救灾工作

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指出: 在有些地区发生比较突

出的问题是逃荒,闹事。逃荒人中多数是青壮年,不

少是乡、社干部、党团员, 这就不但影响各大城市和

工矿区的社会秩序, 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灾区农业生

产因劳动力出走而不能正常开展。
[ 7 ] 115
为保证工业

化的顺利进行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有序开展,也

为了更好地完成对城市各类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

稳定城市秩序,国务院和内务部曾多次发布有关处

理灾民逃荒问题的指示, 指出: 盲目外流对本人、

对农业生产、对国家建设都是有害的。
[ 7] 157

在城

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的农村人口,必须动员他们

返回原籍,并且严禁流浪乞讨。
[ 7] 158
另外,为缓解灾

荒带来的压力,有些地区采取了有计划的移民工作,

如河北省自 1949年 11月 19日至 1949年 12月 28

日,先后分 8批向东北移民 14642人。

2. 灾荒中变卖家产和卖送儿女的现象时有发生

频繁严重的灾荒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使部

分饥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变卖家产, 甚至妻子儿女。

1951年卖送儿女的数字为 667人, 1955年有了大幅

增长, 达到 3 424人。
[ 4 ] 267
仅以河北省的大城县为例,

1950年 大城一县卖女早婚者,即达一七 起, 夫妻

失散者十一起,将孩子送人者十三起 。 1950年 1

月,河北宁河三区 据五个村调查,拆房卖的五八九

户,其中狮子庄村已拆卖百分之三十五。全村集市

到处皆是卖家具衣服等物的,一根檩条换粮一二斗,

一头驴买粮一石, 狮子庄村已发生买卖婚姻三

起
[ 9] 24
。1950年初,河北省除通县专区较好外, 其

他重灾区牲口减少 40% ~ 50%。河北灾民的艰难

生活不是个别现象, 1951年的广东省, 截至 5月初,

据 6~ 7县、2市的不完全统计,处于饥饿中或濒于

饥饿线上的就有 2 755 237人 , 仅阳江县即有 16

人迫妻改嫁, 12人抛卖儿女 。
[ 9] 24
这种变卖家产和

卖送妻儿的现象,不仅干扰了 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

改革等运动,还影响了灾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3. 灾民心理的损伤

频繁的自然灾害,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条件匮乏,

当灾害再次来临时, 民众缺少救灾所需要的必要条

件,加重了灾荒的破坏程度; 另一方面, 灾荒的频繁

发生对当地民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现代社会的

骤然巨变对人类心理生活的强烈影响甚至能够使人

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张皇失措, 无所适从,

产生心理上的麻痹与震颤
[ 10]
。因生活无着, 被排

挤到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受挫

情绪,心理结构出现损伤,相比较物质损害来说这是

一种更严重的内在性灾害后果, 影响到民众对抗灾

救灾的态度。与灾荒相关的资料在记述这一问题

时, 大多用 失落 、悲观 、恐惧 来描述当时灾

民的情绪与心态。 1950年 8月,皖北遭受水灾的灾

民 干群均极悲观, 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痛哭, 干部

亦垂头流泪
[ 11]
。 1949年,河北省 大水到来, 群众

悲观失望,思想极为混乱, 夸大灾情, 依赖救济的思

想很为普遍。盲目逃荒, 出门讨要的现象也普遍发

生, 更有的想吃斗争饭, 或向中农强借粮食 , 干部

也失去信心, 青仓交县即有十九个区干部回家 (为

灾荒所吓倒脱产 )。 1950年河北雄县灾区 大多

数的村干部和群众惊慌失措,思想混乱,看到灾情严

重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情绪,叫苦连天,大多数的村

干部和群众准备逃荒和等待政府救济。 村政权

垮台,村中形成无政府状态 。这种状态无论对救

灾还是防灾都是不利的,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时

的灾情。

(二 )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必然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

大破坏。新中国建立初期, 严重的灾荒造成的一个

直接后果就是灾后耕地面积减少。 历来灾荒, 不

但使农地在灾时无法利用,而且每经一巨灾之后,荒

地面积势必增加。
[ 12]

1949 1956年, 全国因旱灾

造成的受灾耕地面积为 4 526 6万公顷。耕地大面

积受灾,不仅减少了耕地面积, 也降低了耕地的质

量。以汉中地区为例, 1954 1957年汉中水灾频

繁, 所造成的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 1953年全区

耕地面积 6 784291亩, 1954年只有 6 721 735亩, 占

1953年的 99 1%; 1955年为 6 709 096亩, 比 1954

年减少 0 2% ; 1956年为 6 491 469亩, 比 1955年减

少 3 2% ; 1957年为 6 366 697亩, 比 1956年减少

2%。如洋县茅坪乡 1956、1957年遇严重自然灾害,

该乡原有耕地 4 000多亩, 到 1957年只剩下 2 000

亩, 减少 50% ;宁强县大安乡 1959年由于大旱, 灾

民外逃,荒芜土地 13 110亩。
[ 13] 56

耕地破坏还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 灾民为了生

产自救,部分山区群众砍伐树木为副业生产,有些灾

民到森林附近垦种,甚至烧山,有些地方政府靠森林

弥补财政问题,甚至提倡毁林开荒,解决耕地减少,

粮食减产的问题。部分地区植树造林主要是速成

林, 解决烧柴问题, 而生态林比例很小。汉中全区

1951 1958年植用材林 2 258 636亩, 特用林 (油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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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 2864 939亩,而防护林才 1 161 397亩。
[ 13] 59
同

时,救灾中发展副业如烧炭、栽培木耳、做农具、采原

木等活动,都使大量的林木遭到破坏,其直接后果是

水土流失严重,河床升高变宽, 河流调节灾害的能力

降低, 泥石流等复杂灾害经常发生。

(三 )灾荒对剿匪、土改等工作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

鉴于灾害之频繁、规模和影响之大,以及当时所处的

特殊社会阶段和社会环境, 抗灾救灾已不是一场独

立的运动, 它 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

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

问题之一
[ 14]

,它关系到新解放区的土改能否顺利

完成, 并与农业合作化具有互动的关系。

由于灾情严重,广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无力生

产、陷于饥饿、惶惶不安、要求救济。而 匪特分子

与少数不法地主,复趁机制造谣言, 胁迫群众, 组织

暴乱, 抢分公粮, 烧毁公仓、袭击政府机关,杀害人民

团体工作人员,破坏生产, 制造混乱
[ 8] 128
。以河北

省为例, 1951年, 阜平、曲阳两县的老区灾民,面对

灾后 生活极为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

更为严重 的局面, 都抱怨党和政府 下了山忘了

山 。
[ 15]
不满情绪的弥漫和扩散导致一些 群众性

骚动事件 连续发生, 如 1950年华东灾区 六合县

南圩、五子二新区六个乡, 一月二十二日 二千余

群众, 以 穷人买吃不买烧, 天下农民是一家 的口

号,到仪征县胥浦区大安、安墩二乡投山破树, 与当

地群众发生械斗, 互伤十余政工干部 , 扬州市二

月二日下午大雪后, 城市及四乡连续发生灾民抢米

店事件十余次, 少则二十余人, 多的有二百余人 ,

泰兴城西区马甸乡发生 一万余群众抢割芦柴

事件
[ 16]

, 二月二十日,怀远县梅桥、鲍集、新马桥

等三个区九个乡八千余人抢劫公粮六十余万

斤
[ 17]
。不满情绪的存在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仅

加重了灾荒的严重性, 而且还影响到中共正在进行

的剿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分析

了事态的严重性后指出: 救荒是孤立敌人, 开展群

众性的剿匪和政治攻势的重要环节
[ 18 ]

,主张把救

荒工作提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来看待。

此外,有一些地主、富农利用灾荒, 农民无力经

营土地的机会,重新聚敛土地, 影响土改工作的顺利

进行和土改成果的巩固。在没有完成土改的地区,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由灾区农民来承

担。地主和商人等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 所以,

自然灾害对他们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

降临的时候,他们凭借着充裕的资本积累和有利条

件, 往往趁火打劫。当饥饿的灾民没有生活来源时,

地主便开始靠手中的资本榨取更高额的利润或者重

新聚敛土地。 1951年内务部 关于防止和克服春荒

的指示 指出: 逃荒、乞讨、吃青、卖牲口农具者时

有发现,中南区遭春荒威胁的已达 120万人, 甚至有

饿死人的地方, 这是不可忽视的严重现象。
[ 7] 79
逃

荒和死亡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而卖送牲口和农具,

则意味着生产工具的丧失, 两者的丧失给地主和富

农重新聚敛土地或诈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机会。另

外, 有些富农乘机活动, 拉拢落后中农, 低价雇短

工。有些参加了互助组的中农怕困难户向他们借钱

借粮,又看到许多灾民做短工,认为忙时雇短工比较

合算,因此首先愿意散伙单干 。
[ 19]
加上部分组员各

投亲友,有的四散逃荒, 无劳力的在家等救济, 给当

时的土改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来了较大冲击。在

此情况下,党及时采取措施, 提出 以互助合作为中

心开展生产救灾工作 的口号, 教育干部和群众认

识生产救灾与互助合作的关系, 并在组织抗灾救灾

中, 巩固、发展了互助合作事业。

(四 )灾荒与党的工业现代化战略的关系

早在 19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近代工

业社会的目标。他说: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

地,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从农

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 20]
从农

业基础到工业基础,实质上是实现中国近代工业化

的过程。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党就正式提出了把中

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战略任务。由于苏联等因

素的影响和中国特殊的国情, 1950年代初期, 中共

在发展工业化方面,选择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

城市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农业和农村对于工业

化战略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工业

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来源于农业,另一方面,在当时

新中国遭到外部封锁、外销不畅的条件下,农村是城

市工业品的最大市场。 没有发达的农业, 就不可

能有发达的工业 。而灾荒的发生使得因战争破坏

而低下的生产力雪上加霜。仅以旱灾为例, 1949

1956年, 全国因灾减产粮食达 2262万吨,其中 1953

年达到了 544 7吨,
[ 6] 184
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

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也因此更加低落。著

名实业家吴羹梅在 对于辅导私营企业克服困难的

意见和建议 中提出: 靠外销的商品受封锁的影

响, 内销的由于土改尚未完成,去年又有灾荒, 农村

购买力低落 市场自然萎缩。
[ 8] 98
周恩来在谈到

救治灾荒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时指出, 农业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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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
[ 21]

, 如果防灾工作做不好,

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 只有 农业生产提

高了, 原料增加了, 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
[ 22]
。可

见,灾荒的发生不仅影响农业和农村,更重要的是它

关系到党的工业化战略能否按计划发展。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的救灾举措

(一 )大力发展副业生产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救

灾政策和措施。内务部长谢觉哉指出, 我们不是把

救灾看作只是 贩救 , 而是把它看做是一系列的对

灾荒斗争的工作
[ 23]

,是通过发展生产以自救。在发

展副业生产上,中央政府提出了 靠山吃山, 靠水吃

水 的口号,并提倡群众互助、自由借贷、变死钱为活

钱等办法,以解决资金缺乏的困难。对生产者采用先

行贷粮,后收成品;对贩运者采用先行贷货, 后收货

款。各地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与各方订立合同, 推

销土产。如 1949 1950年, 河北省与中央贸易部订

有贷粗粮换细粮 1 2亿斤的合同, 由贸易部先付粗

粮,麦收后再收回细粮。该省还与中央合作事业局订

有收购土布 5 000万平方尺,皮硝 3 000万斤的合同,

与东北订有收购火硝 50万斤的合同。有了资金和销

路的保障,各地副业生产开展比较顺利, 发展很快。

1951年 2月,河北重灾区 开展起副业生产的户,达

总户数的 50% 左右; 成绩特别好的村达 60% 到

70%, 个别有基础的村达到 80% 到 90%
[ 3 ] 36
。副

业生产的开展,增加了灾民的收入,提高了灾民自救

的能力。

(二 )以工代赈,使用灾民的劳力从事建设

以工代赈具有救灾和建设的双重性质, 可以实

现政府和灾民的双赢, 因此成为历朝历代赈济灾荒

的重要手段。写于将近 300年前的 康济录 , 曾对

以工代赈 有两处精辟的论述: 官府赈给, 安能饱

其一家? 故凡城之当修, 池之当凿,水利之当兴者,

召民为之, 日授其值。是于兴役之中, 寓赈民之惠

也 。 兴修水利, 令民口有食而家有粮, 非目前之

善策乎? 兴修之后,堤塘坚固, 沟洫分明, 田事赖以

不损, 非永远之善策乎? 这两段话虽然没有使用

以工代赈 这样明确的文字概括, 但对这种做法实

质上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倡导。相比较简单的

放赈 ,这是一种更注重实际效益和长远利益的积

极的救灾办法。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经济十分困难,中央政府

在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

1949年,苏北制定出兴修水利三年计划, 第一年拨

出粮食即达 2 3亿斤。这一伟大的治水工程,不但

能解决救灾问题, 而且是苏北的重大建设。皖北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大力兴修水利的决议,政

府拨出的以工代赈及救济粮截至 1950年 2月已达

2 7亿斤。山东水利与治黄工程, 仅 1950年前 3个

月份拨款粮已达 1 2亿斤。平原拨出治黄粮 3 000

万斤。中南区拨了 4亿斤粮食, 大部用在灾区的以

工代赈和救济上。
[ 24]
凡可能由灾民从事的工程, 尽

量雇用灾民,相比较单纯的救济, 这是一种积极的救

灾办法,各地都收到很大成绩。实施以工代赈的河

北省最大水利工程 潮白河下游工程、金门渠工

程, 解决六十万人一个月的生活, 灾民中有 救命

堤 的反映 。

(三 )实行节约互助

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人民解放军自动开展节约

一两米运动,有的机关甚至每日每人节约四五两粮,

有的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关于城市对农村

的支持,谢觉哉指出: 只有农村战胜了灾荒, 逐渐

达到丰足,城市才能更快地恢复起来。因此, 他提

出: 我们希望城市人民继续发扬友爱精神,热烈响

应救灾募捐运动。
[ 25]
通过在各大城市进行的救灾

劝募,以及在乡村进行的一碗米救灾运动,救灾物资

短缺的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仅以河北省为例,

到 1949年底 共募集粮 1 255万余斤, 衣、被、鞋、袜

十三万余件 。与此同时,中央及各大行政区也拨

出大批粮食,支持灾区生产和进行救济。

除了积极做好救治工作外,中央政府还十分重

视对自然灾害的根治,从源头上抑止自然灾害的发

生, 1950年 7月至 9月,毛泽东连续四次作出指示,

要求根治淮河,表明了对根治水灾的重视和决心。

综上所述,新中国建立初期, 由于党和政府领导

人民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抗灾救灾运动,自然灾害对

中国社会的破坏比较近代社会而言, 已大大减轻。

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 灾害仍然给中国社会带

了较大的破坏,研究这段时期的灾荒对社会的影响,

有利于更加全面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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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NaturalD isast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JIANG Jiw ei

( School of P olitics& Adm inistration, South Ch 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

Abstrac t: China su ffered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ear ly days o fN ew China. A ll kinds of natura l d isasters brought g reate r effects

to Ch inese soc ie ty: there were many unnatura l deaths and blind flow and m igration. Som e v ictim s w ere forced to se ll the property and

ch ildren. A nd the ir psy cho log ica l structure w as in jured. Ecosystem s we re dam aged too. The Party s' land re fo rm, suppressing bandits

and industria lized construction cou ld no t be conduc ted sm oo thly. T here fo re, CPC and governm ent took a lot o f relie f measures, wh ich

g reatly reduced the negativ e influence of natura l d isasters to the Ch inese society.

K ey words: ear ly days o fN ew Ch ina; na tura l d isaste rs; Ch inese soc iety;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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