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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

许珍芳，杜雪晖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

由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

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而且还牵动亿万城镇居民和为数众

多的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于这场运动兴起的时间，目前学

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

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 1968 年。但笔者认为这场运动

萌发于 20 世纪 50 年代，而兴起的时间应该是 1964 年。

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各方面有组织、有目的

而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因此，一场运动的兴起必然具

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有组织、有目的；第二，规模较

大；第三，广泛的群众性。用这三个特征去考查知青上山下

乡运动的时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运动应兴起于

1964 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第一，从群众性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城市

知识青年到边远地区，到农村进行生产、生活，而不是指农

村知识青年回乡。历年来，对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统计都没

有把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计算在内。据统计，截至 1958 年

9 月，全国有 200 万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

生产[1]。然而，这 200 万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家住农

村的知青，而城镇知青却很少。因此，在这一时期，城镇知

青受影响还非常小，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涉及城镇青年，不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在 1964 年以前，城镇知青下乡

人数很少，还不能称之为一场运动，最多只能作为前奏。据

统计，截至 1958 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

安家落户的人数约只有 1.5 万余人[2]17- 24。随后是“大跃进”

运动，过热的经济使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很多原来下乡

的知青又回到城镇。所以，这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小

规模的，而且是断断续续的。

第三，从组织上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知青上山

下乡还没有具体的政府机构来组织,也没有具体的政策。这

一时期政府主要进行号召和实验。1955 年毛泽东同志在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发出号召，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

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3]。不久，团中央进行了“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试

验”。1955 年 10 月 15 日，一支由 98 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

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

新生活。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

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总的来说，1964 年以前的

知青上山下乡还停留在部分知青响应政府号召，自觉自愿

上山下乡阶段，可以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试验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应兴起于 1968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

出“再教育”口号之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形式上被赋予

了政治意义：消灭三大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反修防

修”。很多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这场运动应开始于 1968

年。但实质上 1968 年及以后的运动与 1964 年及以后的相

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是“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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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继续，只是加入了一些绚丽的政治光环。

第一，从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上来看，1968 年及以后实

行的方针、政策与 1964 年相比基本相同。在知青上山下乡

方面，党和政府在 1968 年以后并没有制定或施行新的方

针、政策。比如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经费、安置方式及物

质补助等，都沿袭了 1964 年以来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从组织工作来看，相对于 1964 年，1968 年以后

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趋于松散。“文革”爆发后

到 1968 年，全国约有 1 000 多万初高中毕业生。1968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全国

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但是如此庞大的知青队伍，

从中央到地方却没有专门的领导管理部门。比如，作为最

高职能部门的中央安置办公室，转为军代表控制下的国家

计委劳动局下的一个小组，直到 1970 年初，这个安置系统

的中枢部门只有 3 个人；各省、市、地、自治区、县也没有专

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和领导人[4]。“文革”爆发后，直

到 1973 年 6 月 22 日才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方针政策[5]。

第三，从根本目的来看，仍然是缓解城市经济压力，解

决就业问题。经济原因仍然是其根本原因，当经济过热“高

涨”时，下乡知青就少；当经济处于调整“紧缩”时期，运动

就处于高潮。70 年代初，经济建设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第三次“过热”，接踵而至的就是运动的大滑坡：1970 年，

全国共有 106.4 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仅相当于上年

的 39.8%；1971 年减至 74.8 万人，1972 年再减至 67.4 万

人。由于盲目招工，结果造成了“三个窟窿”，国家又进行调

整，经济“紧缩”，接着又是运动的高涨：1974 年下乡人数

172.48 万人，1975 年高达 236.86 万人[4]2。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兴起于 1964 年

第一，从组织上来看，1964 年知青上山下乡正式纳入

党和国家的制度化轨道。196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个纲领性、指导性文

件。196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1]250。《决定》

发布后, 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

青下乡运动,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知青下乡指导小组”和

“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同时，中央局、各省、市、地、自治区

和有任务的专区、县随后相继组成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的

专门领导小组[1]28。这些部门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下放计划

与接收计划上报中央, 然后由国家计委制定出详细的全国

性安置计划并计算出所需经费, 再将动员人数及经费层层

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及学校、街道。可见，知青上山下乡

从 1964 年真正成为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的运动。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1964 年以后上山下乡知青的人

数激增，规模宏大。1964 年初，《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

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发布后，广大

知青热烈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奔赴农村。加之党和政府随

之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和措施，使得知

青上山下乡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前。据统计,仅 1964 年就有

32 万知青上山下乡。此后, 知青的规模不断壮大，1965 年

1- 8 月份，就有 25 万知青下乡；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时，全国下乡知青超过 129 万人[5]；1967- 1968 年，有 199

万城镇知青下乡[4]3；到 70 年代规模更大，1970 年为 106.4

万，1974 年为 172.48 万，1975 年为 236.86 万。可见，1964

年后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铺开，参与人数越来越大，在规

模上可称之为运动。

第三，从群众性来看，1964 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具

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社会影响力。1964 年初，《决定（草

案）》发布后，《人民日报》从 2 月至 5 月连续发表社论，对

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途径、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阐述。

1965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又从政治高度肯

定了知青上山下乡的作用和意义。社论指出，知青上山下

乡“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

义的大事情。”“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

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政策的颁布和广泛的宣传，一

方面使得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人数激增，受影响的家庭

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使各行各业的群众包括农民都知晓

并了解、支持这项运动。可以说，1964 年后的知青上山下乡

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妇孺皆知的社会运动。

总之，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府组织的运动，不管

从运动的组织性还是从运动的规模和群众性来看，都应该

兴起于 1964 年，主要标志是 1964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的决定（草案）》。此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这一运动的试验

期，是它的前奏；此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

虽然加上了一些政治光环，但从运动的目的、意义和组织

来看没有质的变化，是 1964 年以来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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