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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

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

这种想法，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一个独立、统一、

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它面

对的考验依然十分严峻，考验的重点已不再是军事问

题，而是与之相比解决起来更为复杂、艰难的经济问

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全国性的以及大城市中的

经济问题以往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国内外对共产党管

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出怀疑：国内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

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

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来自国外的质疑更为普遍，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

中这样写道，“当共产党的军队于1949年进军战胜国

民党时，他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不过他们的斗争

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使之现代化

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

昙花一现而已”。10 然而，中国共产党仅用短短的三年

时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为

“韩战”）——就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主

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

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交出的这份“经济答

卷”令世人惊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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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废

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根

本谈不上体系，工业产品少得可怜；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

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数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

输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邮电、通信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电话、电报多用手

工方式操作，约有一半左右的县没有自动电话，约有四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

和长途电话，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

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总崩溃，使得原本就十分落后

的工农业生产更大大倒退。从工业生产的状况来看，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

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50％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

品减少了25％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50％。再看农业生产，

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经陷入破产境地，水旱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

食产量比抗战前下降21%，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

了16%。各地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由于长期的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

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

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

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此外，战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在国内战争后

期被大量转移。1948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

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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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12月1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把第一批黄金

200万两运往台湾，随后又南运银元1000万元至广州。1949年1月，再运黄金

57万两、银元2200万元至厦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前

夕，又卷走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19.8万两、银元146万元。上海解放后，国民

党中央银行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时，只剩黄金6180两、银元1546643枚以及少

量外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领域的29家垄断企业撤

到香港，这些企业的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大量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

专业人员，也被国民党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资金、物资和人才的大量转移，

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的难度。

由此，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和

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种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萧条，在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上

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

企业甚至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

之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

消费。全市1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

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

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经济

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艰难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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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中国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的第一只“拦路

虎”就是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和7月，就有过三

次物价的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

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接连不断的物价上

涨风潮，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若不能成

功遏制物价飞涨局面，不仅恢复国民经济无从谈起，就是新生政权能否站住

脚也会成为疑问。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是上

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

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

到1800多元。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平息了这场

银元涨价风，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

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

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

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趁物资极其匮乏之机，大做投机生

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

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了1.8倍。有些人发出

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粮食、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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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

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

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

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

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

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

灵，囤积的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

在1952年反对资本家行贿、偷

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

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简称“五

毒”）的“五反运动”中，上海仁

丰机米厂的工人当面揭发老板

（左）的投机违法行为。

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

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

想不到的。”这是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取得的成功。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

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但是，打击投机资本虽然使市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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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趋于回落，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军政费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不断加大，

物价的波动仍不可避免。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

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然而，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原解放区财政工作的

分散状态尚未改变，地方政府征收的公粮和各种税收等，主要用于地方的

支出，没有上缴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担负着还在进行着的战争费用（新

中国成立时，尚未实现全国解放，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行

政开支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和足够的收入。如果财政收入不集中统一

于中央，继续各地为政，中央靠发钞票来维持，那么稳定物价就会落空，全

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没有稳定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统

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

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

一计划、令行禁止。统一财经，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

货膨胀的势头。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重拳出击，到1950年4月，全国的财政收支出现了

接近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

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

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

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奇迹。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有10

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

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经济稳定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

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经济稳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平抑物价、统

一财经的意义，认为其“不下于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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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四面出击”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这一出乎人们意料

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

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必须

先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和部署，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国共战争还在进行的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向

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

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

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

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

济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一个多月后，针对各方有关如何恢复和发

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

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

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

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

同纲领》，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

针。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

民经济基本恢复。

“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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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对矛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

社会稳定和前途。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丧失经济基础，劳资矛盾处理

不好有可能使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

固，内外关系处理不好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贸易发展迟缓。

而在统筹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当时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

关系及其他关系，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合力。

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临重重阻力的

事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及建

国后社会经济面临的改组，各阶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

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生产和

经营上步履维艰，加之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

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时，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

工业者对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样苦？”大

部分农民，由于没有实行土改，又要缴纳公粮，也有意见。而由于革命的胜

利，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如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有

人提出：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而在实践

中，许多地方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

所。这些有悖“四面八方”政策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改善

工作。有鉴于此，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在

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

坚持“四面八方”。他还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

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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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比如，实现了对国营经济和私

人经济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一视同仁，调

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

而且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了

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舒畅，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获得的利

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

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再如，对国民党政府遗

留下来的包括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在内的600余万公职人员，中国共产党也

采取了“包下来”政策。这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提出，宁可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也不能不管旧人员。这项富有远见的措施，虽

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使

天下大定、人心凝聚。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击”政策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即使在

1956年，全国私营企业都实

行公私合营，实际上很快就

被改造成国营企业。图为

上海信大祥绸布店挂出公

私合营的喜报和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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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也牢牢地抓住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

经济建设经费在全部国家财政预算中，1950年占25.5%，1951年占29.5%，

1952年占45.5%。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每年都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中

国共产党在打这样一场大仗，又在国内开始建设工作，而财政赤字比原来并

没有增加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经济建设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

如此高的比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事。

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经济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就在其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

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解决吃饭问题就要靠农业，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

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恢复农业就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

变革。从1950年秋收后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

分批、分期地陆续展开，至1952年冬、1953年春，有3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

区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获得经济

利益的农民欢天喜地地讲：“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

为我们的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中到处呈现一

派兴旺的气象。因战乱而荒芜的大片耕地重新得到开垦，以华东地区为例，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总播种面积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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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农民

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市场繁荣，从

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也开展了多方

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

改革。旧中国的工矿企业，普遍地存在着封建把头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

了不打乱原有的生产机构、便于接收，中国共产党对工矿企业中的封建势

力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随着国营经济的逐步

建立，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放

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企业中进行了系统的、有组织的、比较彻底的民主

改革。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讨论通过了废除各地搬运行业中封建把头制

度的决定。以此为先导，在煤矿、纺织业等工矿企业中也相继废除了这类制

度。与此同时，又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委员会，吸收工

人参加管理，还把一批有经验的工人提拔到行政和生产负责岗位上来。在

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又进行了生产改革，其

主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建立生产管理和

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等。国营

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大大提高和加强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

翁责任感。

青海省民和县磨沟村回族雇农冶金财

在土改中分得土地二亩五分，这是他第

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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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兴修水利和改善交通是恢复工农

业生产的基础。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

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

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另一个

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

但是水患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为此，

1950年中国共产党重点治理了连年泛

滥成灾的淮河。随后，把防洪防汛、减

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新

中国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与国民党政

府水利经费最高年份相比，1950年相当于他们的18倍，1951年相当于他们

的42倍，1952年相当于他们的52倍。在三年内，全国有2000万人参加了水利

建设，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荆江分洪和官厅水库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

1950年全国各地秋粮丰收，总产量超过原

计划产量6%。

20世纪50年代治理淮河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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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1日，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上的第一列火车由重庆开出，在2日

上午11时5分到达成都车站，受到各界人民5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是在这时开工建设的。相当于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的水利工

程修建了起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在兴修水利

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点加强了以铁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经过惊人速度

的抢修和建设，至1952年，全国共修复了受战争损毁严重的津浦、京汉、同

蒲、陇海等铁路近1万公里，新建了成渝、天兰、宝成等铁路1473公里。三年

间，修复的公路有3万多公里，新建公路2000多公里。内河货运量，1952年

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解决的“行

路难”问题，为工农业发展和城乡交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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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恢复国民经济是同建设一个新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社会，许多

贫苦民众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虽受尽种种磨难，但有冤无处申、有苦无

处讲。这种状况不改变，恢复国民经济也就无从谈起。为改变这种情况，中

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为恢复经济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但是在男权至上的旧社会，她们所受的灾难

异常深重，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一时的《妇女自由歌》所唱：“旧社会

好比那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呦，妇女在最底

层。”以强迫包办、男尊女卑和漠视子女权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

是旧中国妇女饱受磨难的重要原因。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家法律制度并不

完善。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

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

的健康。”但是封建制的婚姻制度还没有彻底根除。这一纲领的贯彻虽起到

了一定的规约作用，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早婚、虐待妇女等一些

封建积习，仍广泛存在。为了从制度源头上彻底改变这种情况，1950年5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颁布实

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颠覆性的作用。它以法律的

形式，将婚姻稳固在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

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上。婚姻法颁行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贯

彻婚姻法运动，婚姻法宣传队深入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乡村，进入每一个家

“新旧社会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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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讲解婚姻法的要旨，并告诉广大妇女：她们自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制度，仍然在危害着妇女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从而成为当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封闭妓院的决

议》。决议通过后，在12小时内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

国各地也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对妓女进行收容和教养，帮助她们治疗

疾病，学会一种生产技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重新走上社会。在短短

的几年时间之内，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了娼妓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大批不

幸的妓女获得新生。

鸦片烟毒，也是旧中国遗留的相当普遍的社会丑恶现象。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约有2000万人吸毒，占当时总人口的4.4%，即每25人中就有1名吸

毒者。为了彻底根绝烟毒之害，割除这一旧中国的痼疾毒瘤，中国共产党领

导开展了一场全民动员的禁烟、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公布《关

北京市第十四区农民袁荣和杨淑英情投志合，于1951年10月8日在新婚姻法的保障下举行了正式结

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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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于禁止鸦片烟毒的通令》，严格规定：“在军事上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

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

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

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

还须从严治罪。”“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

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各地方按照通令的要求，相继制定和

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这些地区性法规的实行，保证了禁烟、禁毒工作的

顺利开展。在大力整肃之下，贻害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的清除工作，在全

国范围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震惊世界的奇迹。

建政伊始，中国共产党迅疾地扫除了压迫妇女、娼妓盛行、烟毒泛滥等

社会丑恶现象，这些都是民众深恶痛绝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未能解决的

问题，由此民众切身感受到这种社会进步，由衷地发出“新旧社会两重天”

的感叹。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封闭一切妓院，将昔日被蹂躏的妓女集中到

妇女生产教养院，为她们治病并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图为教养院的学员在扭秧歌。



42

经过大力建设，至1952年年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

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1%，农业

总产值增长53.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在工农

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不但达到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不仅

保证了战争的需要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开始了对重点建设的投资。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1952年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加

60%～120％，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已达到或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整个

国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百年来备受欺凌的中国人民

不仅切身感到了生活的安定，而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这一切的实现，是在

没有现成答案的情况下取得的，全体中国人民正是从这些亲眼目睹的事实

中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能领导人民打碎一个旧世界，也有能力领导人民

建设一个新中国。

1953年年底，中国第一座无缝钢管厂——鞍钢无缝钢管厂投入生产。图为工人们在生产出第一根

无缝钢管时，满怀喜悦，争相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