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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部參考》的內容：以1953-1955
年的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為例 

    1953年7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新華社記者採寫內部參考資料的規

定〉，對《內部參考》的報導內容作了如下的規定： 

（1） 黨的政策方針在各地貫徹執行中的情況和問題，特別是那些對於領

導機關有參考價值的實際工作中的困難、偏向、錯誤和缺點的情況。 

（2） 各階層人民當前的政治思想情況，各階層人民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

件的意見，各階層人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對於領導

機關的意見。 

（3） 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問題。 

（4） 工作中一些尚不成熟、帶試驗性質的不宜公開報導的工作經驗。 

（5） 各地自然災害的詳細情況和反革命份子活動情況。 

（6） 其他不宜公開發表的重要情況
1
。 

    可見《內部參考》的報導重點是在揭露政府的缺失，並且反映輿情，提供省

委以上級別的領導參考。由於中共一方面對新聞進行控制，以免「顛覆性」訊息

觸發人民的騷動；一方面又要幹部了解這些「顛覆性」訊息，來改進施政中的缺

失，而作出這樣的設計。 

不過，這只是中共理想中的安排。在實際情況中，新華社是否有可能受到中

共新聞觀的影響，將《內部參考》視為一種用以說服幹部，宣達上級決心的媒介

呢？若《內部參考》發生了這種「越俎代庖」的現象，則必然與其設計初衷－「下

情上達」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真實存在嗎？ 

為了解答這些問題，必須觀察《內部參考》的報導內容，來看看在實際情況

下《內部參考》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由於《內部參考》內容資料量大，限

於篇幅及時間，無法一一作詳盡分析，本文選擇1953-1955年間糧食統購統銷政策2

                                                      
1
 〈中共中央關於新華社記者採寫內部參考資料的規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工

作文獻選編》（北京：新華出版社，1990），頁251。 
2
建國之後，由於國內戰亂大致平息，加上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的生活逐漸改善，糧食消費量大增，更

有許多農民紛紛囤積糧食，使國家收購糧食的比重大為減少。同時，城鎮人口迅速擴大，國家

負擔的糧食供應面也隨之增大。中共為了讓手中可以掌握更多的糧食以應付此一危局，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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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報導來進行探究，選擇原因除了這項政策為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進行奠基

之外，更由於中共為防止社會騷動，禁止公開報導3。因此在剛實行時（1953年11

月到1954年3月），公開媒體如《人民日報》上完全沒有任何有關糧食統購統銷政

策的報導。這就提供了一個機會，看看《內部參考》在糧食統購統銷政策不能公

開報導的情況下，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到了能公開報導之後，《內部參考》所扮演

的角色是否又有變化？ 

    糧食統購統銷政策自1953年11月開始，一直實行到1985年。本文僅擷取

1953-1955年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行，且是政策波動最大的三年為研究對象。

在此一共將這三年分為四期。第一期是統購統銷實行前（1953年1月至10月）、第

二期是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行（1953年11月至1954年3月）、第三期是統購統銷再

度實行（1954年10月至1955年3月）、第四期是三定政策及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

辦法的實施（1955年3月至1955年12月），共分四小節來進行探究。這四期的三個

分界點及劃分原因分別是：（1）1953年11月：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行。（2）1954

年3月：自此之後，《人民日報》可以公開報導糧食統購統銷政策。（3）1955年3月：

糧食三定政策及市鎮糧食供應暫行辦法開始實行。為了能更了解《內部參考》所

扮演的角色，這裡將利用《人民日報》作為對照。在每個小節一開始，會先以同

時期《人民日報》針對糧食問題的報導作為參考點，之後再觀察《內部參考》的

報導，來回答上述問題。 

一、統購統銷實行前（1953.1-1953.10） 

由於糧食的收穫是有季節性的，人們的需缺程度也因市場的供給充足與否而

                                                                                                                                                 
1953年11月1日施行〈中共中央關於實行糧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主管其事的陳雲

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作出了如下的說明：「我們要在農村中採取徵購糧食的辦法，在城鎮中採

取配售糧食的辦法，名稱可以叫做“計畫收購＂、“計畫供應＂，簡稱“統購統銷＂。」詳見：

陳雲，〈實行糧食統購統銷〉，《陳雲文選》，下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17。 
3
 毛澤東在1953年10月2日於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要大張旗鼓地宣傳糧食統購統銷政策，

但報紙一字不登。」詳見：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六巻（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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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變化。因此，再將以收穫期開始的6月為分界，分為二期。 

1.1953年1月到5月 

1953年4月，《人民日報》刊登了華東糧食局針對山東萊陽專區糧食情況所作

的調查，指出產糧區糧食生產超過抗戰前水平，農民富裕，糧食的消費量也隨之

大增，但許多農民還有儲糧備荒的打算，不願出售糧食。文末要求重視農民出售

餘糧工作4。春夏之交，長江以北及部分南方地區出現旱災，受害面積達861.6萬公

頃
5
。5月，《人民日報》刊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增產糧食和救災工作

的指示〉，除了要求幹部幹部積極救災之外，並強化對糧食生產的領導，以達成增

產糧食的目標6。 

相較之下，《內部參考》卻早在1月至3月不斷報導中南區糧食市場的失序情況

－國營糧食公司購少銷多，市價高於牌價。記者除指出原因是農民生活日漸安定

後，惜售餘糧的心理日漸普遍，但華北地區糧價比中南地區高44﹪，也予私商可

乘之機。而地方的糧食交易所大多關閉，農民只能售糧給私商7。5月份在中央發出

加強增產糧食和救災工作的指示後，《內部參考》又揭露了一連串的問題，如4月

份陜西關中地區由於政府並未具體掌握糧食數量及需求，形成混亂，農民連續排

隊三夜還買不到糧食，糧價隨即出現嚴重波動，迫使政府從甘肅調糧給關中，直

到5月15日左右才解決問題8。5月25日，湖南省調整糧食季節差價後，私商趁此機

會哄抬價格，使得民眾產生糧食價格即將大幅波動的錯覺，進而造成民眾的恐慌9。 

                                                      
4 〈山東省萊陽專區糧食情況初步調查〉，《人民日報》，1953年4月29日 ，第2版。 
5 1949-2004年中國乾旱災事件表，見：自然災害網站http://210.72.100.6/ 
6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增產糧食和救災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3年5月17日，

第1版。 
7
 〈中南糧食市場呈現緊張混亂局面〉，《內部參考》，1953年1月22日（北京：新華通訊社，1953），

頁353-354；〈中南糧食市場上市少售出多〉，《內部參考》，1953年3月23日，頁555-556。 
8
 〈陜西關中各地糧價混亂暴漲〉，《內部參考》，1953年4月9日，頁190-191；〈陜西關中地區農

民買不到糧食造成嚴重局面〉，《內部參考》，1953年4月25日，頁515-518；〈陜西關中糧荒

基本解決〉，《內部參考》，1953年5月15日，頁199-200。 
9
 〈各地糧商在湖南搶購糧食〉，《內部參考》，1953年5月25日，頁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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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時期來看，《人民日報》偏重政令宣導，即使是針對農民囤糧所作的調查

研究，文末的結論仍要求各地幹部鼓勵農民出售餘糧。之所以選擇此調查研究刊

登在《人民日報》上，除了顯示農民囤糧是一個帶有全國性質的問題之外，另外

也有教育農民的意味；相對而言，《內部參考》披露中南、關中地區的糧食危機，

並分析產生原因有三：農民存糧、私商收購、政府失誤。但內容並未指導幹部該

如何解決，純粹反映問題。 

2.1953年6月到10月 

6月之後，中國各地先後進入收穫期，農作物紛紛上市，《人民日報》隨即刊

載中央糧食部的指示，要求各地糧食部門及合作社系統大力收購小麥10。並報導河

南、浙江農民踴躍售糧11，其中部分地區更是超額完成
12
。9月，《人民日報》刊登

中央糧食部的通報，再一次要求各地糧食部門集中最大力量收購秋糧13。 

6月，《內部參考》則揭露了私商的活動，報導私商利用農民青黃不接時以低

價預購農民的麥子，或是提高買價爭購，以囤積糧食，使得小麥的上市量減小14。

7月，《內部參考》轉而反映幹部在收購糧食工作上的種種缺失： 

（1） 受到私商活動的影響，加上農民也囤糧，幹部對收購小麥出現消極情

緒，加上之後又有公糧任務（徵農業稅），幹部深怕收購太多形成排

擠15。 

                                                      
10
 〈西南、中南等地加強運糧組織工作，第一批糧食已經運到河南江蘇等災區〉，《人民日報》，

1953年5月22日，第1版。 
11
 〈中央糧食部和全國合作總社發出聯合指示，大力展開收購小麥工作〉，《人民日報》，1953年6

月10日，第1版。 
12
 7月份的糧食收購計劃西南區已完成248.15﹪，華東區已完成172.05﹪，見：〈南方各地早稻大量

上市，糧食部門和合作社正大力展開收購工作〉，《人民日報》，1953年8月8日，第1版。 
13 〈中央糧食部向各地糧食部門發出通報，集中最大力量收購秋糧〉，《人民日報》，1953年9月

18日，第1版。 
14
 〈江蘇糧商搶購新麥的花樣〉，《內部參考》，1953年6月11日，頁176-177；〈陜西小麥上市量

很小〉，《內部參考》，1953年7月6日，頁86-87。 
15
 〈運城專區幹部對收購小麥存在消極情緒〉，《內部參考》，1953年7月7日，頁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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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南、湖北、湖南均發生糧食部門與合作社互相排擠的現象，糧食部

門利用行政權力壓制合作社，深怕合作社搶了糧食部門的收購「地盤」

16。 

（3） 江蘇高估災情，藉此壓低收購計劃，但卻造成政府手中的糧食過少，

供應不足，連帶造成脫銷17。 

9月份，《內部參考》顯示上述的問題顯得更為棘手，湖北省糧食部門並未到

各地鄉村的初級市場收購，以致糧食大多被私商收去18；幹部的「重徵稅、輕收購」

的現象仍未得到糾正，農民還有惜售思想；加上部分地區受災，糧食減產，使得

河北、湖北、浙江皆未完成收購計劃
19
。 

綜觀此一階段而言，《內部參考》揭露了幹部在進行糧食收購工作中的種種缺

點，諸如「重徵稅、輕收購」、不想進入偏遠農村收購、糧食部門與合作社互相排

擠等。 

這裡可以看到《人民日報》與《內部參考》兩者間最大的不同：《人民日報》

「報喜不報憂」，透過農民踴躍售糧的報導來營造前景一片光明的意象，並積極催

促幹部及農民完成收購糧食的計畫；《內部參考》則集中反映幹部工作的缺失，並

於9月時表示河北等省已無法完成收購計畫。這個消息自然不能公開報導，以免造

成農民更為惜售糧食，甚至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但是這種情況又不能不讓高層

幹部知曉，只供地委級以上領導幹部閱讀的《內部參考》，遂成為傳遞這類顛覆性

訊息最好的渠道。 

《內部參考》中的報導是否影響了中共糧食統購統銷的政策醞釀？據薄一波的

回憶，毛澤東在1953年上半年便發覺糧食問題有進一步惡化的現象，並要求中財

                                                      
16
 〈豫、鄂、湘部分地區糧食部門與合作社互相排擠，影響收購工作〉，《內部參考》，1953年7

月22日，頁324-325。 
17
 〈江蘇省糧食部門夏季收購供應計畫不切合實際〉，《內部參考》，1953年8月12日，頁124-125。 

18
 〈湖北省忽視廣大農村初級市場的糧食收購〉，《內部參考》，1953年9月17日，頁234-236。 

19
 〈河北省採取緊急措施解決財政收支不平衡和糧食市場緊張問題〉，《內部參考》，1953年9月16

日，頁219-222；〈湖北省忽視廣大農村初級市場的糧食收購〉，《內部參考》，1953年9月17

日，頁234-236；〈浙江目前未完成糧食收購任務的幾個原因〉，《內部參考》，1953年5月25

日，頁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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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拿出具體辦法。8月，陳雲指示糧食部準備有關資料，拿出很大的精力研究解決

方案。9月，陳雲連續十天召集中財委有關負責人開會，最後決定實行農村徵購，

城市配售的方法。10月1日，陳雲利用國慶大典的機會直接向毛澤東匯報這個方

案，提出了四點必須實行的原因：（1）收購少，銷售多：從7月1日開始的新的糧

食年度要收購糧食340億斤，但只買到101億斤；同一時期全國銷售124億斤，已超

過原訂計畫19億斤。（2）有大批糧販子活動於小集鎮與鄉村之間，不少地方已開

始混亂。（3）京津的糧食只能供應10億斤，而7月以來已賣出5億多斤，配售麵粉

勢在必行。（4）原訂東北上調42億斤，因為受災，只能上調14億斤20。陳雲的方案

當即得到毛澤東的支持，糧食統購統銷政策於焉定案21。 

回顧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醞釀的過程可以發現，毛澤東並不是透過《內部參考》

才了解到糧食危機，因為《內部參考》在1953年上半年對糧食問題的報導數量不

多，也不密集。《內部參考》在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醞釀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影響力，

《內部參考》甚至在決定糧食統購統銷的10月7日指出，透過幹部積極安排農民所

需要的貨品，並穩定糧價不作變動，就可使農民自願拿出糧食，完成收購任務。

有報導指出透過幹部的積極安排，也可以完成購糧任務
22
。總之，影響毛澤東作出

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的，並非《內部參考》，更多的可能來自於農業合作化的需要。 

二、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施（1953.11-1954.3） 

1953年11月1日，中共以「城市統銷先行，農村統購為後」的順序，開始在大

城市實行糧食統購統銷。陳雲描述了當時他決策時的心境：「我現在是挑著一擔

“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不到糧食，整個

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兩個中間要選擇一個，

                                                      
20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267-272。 

21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270-271。 

22
 如〈山西省太古縣完成小麥收購任務的幾點經驗〉，《內部參考》，1953年10月7日，頁57-60。

報導指出透過幹部積極安排農民所需要的貨品，並穩定糧價不作變動，就可使農民自願拿出糧

食，完成收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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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危險傢伙23。」陳雲選擇了危害較小的「黃色炸藥」－糧食徵購，但也預知到

農民的抵抗，由此可知這項政策實行上的艱困。 

為了實施的順利及防止民眾恐慌，中共高層早已在實施前要求各新聞媒體不

准對糧食統購統銷工作進行公開報導24，而視為機密級的《內部參考》，此時便成

為地委以上領導及省第一書記獲取民間反應及政府施政等相關訊息的重要渠道。 

大致說來，這個時期依序可分為幾個階段：政策布置、城市統銷、農村統購、

結尾工作。以下便將審視在這四個階段中，《內部參考》有何報導，又負擔了哪些

角色。 

1.政策布置 

《內部參考》在11月1日中共開始宣布實行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後才出現有關此

一政策的報導，對北京的準備工作進行介紹。自10月25日起，就由上而下由黨內

到黨外連續開會動員，29日夜幹部即到全市五百多家私營糧店登記他們存留的麵

粉，30日普遍向廣大市民進行宣傳25。透過《內部參考》的報導，北京之外的地委

級以上幹部遂了解到城市執行統購統銷的具體程序。各城市大致皆依照此一步驟

推行。 

然而在這個階段中，《內部參考》突出地報導了幹部的疑慮，農村幹部認為：

「沒法向農民張口26。」、「寧得罪毛澤東，不得罪老百姓27。」、「幹部有中灶、小灶，

為什麼對農民每人每天一斤糧都不留給他們28？」、「徵購一定要影響農民的生產積

                                                      
23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273-274。 

24
 毛澤東在1953年10月2日於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要大張旗鼓地宣傳糧食統購統銷政策，

但報紙一字不登。」詳見：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六巻（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頁297。  
25 〈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畫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49。 
26
 〈湖北省黨代會上幹部對糧食統購統銷重要性認識不足〉，《內部參考》，1953年11月3日，頁23。 

27
 〈河北省統購統銷會議上部份幹部有農民思想情緒〉，《內部參考》，1953年11月10日，頁130。 

28
 〈江蘇省委佈置糧食統購統銷工作的經驗〉，《內部參考》，1953年11月19日，頁273。 



1950年代中共新華社《內部參考》的功能與轉變 

 31

極性29。」，大多替農民說話，紛紛為農民抱不平；而城市幹部、黨員了解到此一

政策後，有些開始私自囤積麵粉，如北京市宣武區利中鐵廠工會副主席自己買了

五袋，給工廠買了四十袋，帶動同院買了四十袋。磚道公司有22人買麵粉，其中

黨員就占12名30。幹部的思想混亂，自然不利於工作的推展。透過《內部參考》，

幹部思想混亂的情況浮出檯面，為日後中共解決幹部問題留下伏筆。 

2.城市統銷 

在城市統銷方面，《內部參考》反映了政策初實行時市民的恐慌及混亂，如北

京在10月30日剛開始宣傳時，許多合作社、糧店門口有很多人排隊搶購麵粉，銷

量突然暴增。崇文區一家零售店，平日日銷大米四十斤，當天則銷出一千五百多

斤。很快地兩天之後，政府連夜給各合作社送糧，穩定了群眾恐慌情緒，排隊搶

購的現象才大致消失31。《內部參考》強調政府積極準備送糧的措施的重要，如瀋

陽市南市區永華東胡同的劉居興（三輪車夫）看到糧食公司用大汽車往合作社送

糧時，拍手大笑說：「好啊！我昨天還不相信呢，認為會像偽滿那樣，實行配給呢。

這回好啦，粗糧還大量銷售，不用擔心了32。」。不過若政府宣傳工作未做好，又

限制市民購糧的的額度，市民恐慌的情緒則持續較久，如成都33。市民由各行各業

的人組成，《內部參考》在反映市民輿情上也注意到此點，分別報導工人、私商、

熟食供應者當時的反應。 

工廠工作的工人則是此一政策的受惠者，由於各個城市均規定在大企業工作

工作的工人，能分配到最多的糧食34，因此這部分的工人最支持此一政策35；相對

                                                      
29
 〈湖北省黨代會上幹部對糧食統購統銷重要性認識不足〉，《內部參考》，1953年11月3日，頁23。 

30 〈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畫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0。 
31 〈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畫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49。 
32 〈瀋陽市各界人民對暫時停售細糧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9。 
33
 成都的宣傳工作未徹底實行，加上最初實行時，每人限購三天糧食，以致居民有許多顧慮，紛紛

排隊搶糧，糧食銷量大幅增加，從十一月一日售出稻米8、9萬斤，到十一月十四日則售出29萬8

千多斤。後來每人購米限額增加後，情況才告穩定。見：〈成都市糧食統銷後各階層的反應〉，

《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322-323。 
34
 以北京市為例，主要將麵粉計劃供應分成三等。第一等：鐵路職工及職工在一百人以上的公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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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小規模企業工作的工人，只能領到較少的糧食，如天津工會幹部就認為

此事不合理，沒有辦法向工人解釋36。不過這些小廠的員工所配給到的糧食仍比資

本家來的多，因此雖然有些不滿，但也還算可以接受37。 

私商的反應則令人矚目，因為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政策不僅規定私商必須

要向國家登記所有貯存的糧食，也不允許私商再到農村收購糧食38，因此私商的不

滿是可以想見的，他們表示：「政府手段真狠，這次可把我坑苦了！39」也有部分

糧商抗拒，將存糧隱藏、虛報或轉移給親友代存40；或者是關門拒售、不開發票，

以逃避市場管理，做場外交易41。 

同樣受到影響的是熟食供應業，一時之間，大家都為了節省糧食，紛紛上館

子吃飯，使得館子生意暢旺42；但由於每家館子之後必須逐月造具計劃，上報工商

行政機關審查、批准43，無形之中限制了它們的經營規模與營利額度，部分商家為

求利潤，縮減每日麵粉用量，開始減少燒餅、饅頭的重量44，或提早關門45，以對

                                                                                                                                                 
礦企業、現代化的交通企業職工、裝卸工人，每人每月可以供應十八市斤；第二等：公私企業

職工、國營農場職工、合作社職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等學校以上學生、手工業者、三輪

車工，每人每月可以供應十二市斤；第三等：其餘城市居民（農業人口除外），每人每月可以

供應八市斤。見：〈北京市麵粉計劃供應實施辦法〉，《內部參考》，1953年11月10日，頁133-135。 
35
 如同仁醫院工地建築工人聽到百人以上企業每人每月十八斤，全場大鼓掌。見：〈北京市各階層

人民對實行麵粉計劃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0。 
36
 〈天津市各界人民對糧食統銷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3日，頁27。 

37
 如北京市私營企業工人店員聽到自己是十二斤，資本家是八斤很高興，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大都

表示擁護。見：〈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劃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

月5日，頁51。 
38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實行糧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63。 
39
〈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劃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2。 

40
〈北京市各階層人民對實行麵粉計劃供應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2。陜西

渭南地區的私商有一個油坊經理共存了兩萬一千斤麥子，他把六千多斤麥子用泥封在一個非常

偏僻的小窯洞內，三千多斤埋在牛草裡面。見：〈陜西渭南專區私商疏散和隱蔽了大批糧食〉，

《內部參考》，1953年11月24日，頁338。 
41
 〈成都市糧食統銷後各階層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322。 

42
 〈北京市實行麵粉計劃供應後飲食業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1月6日，頁76。 

43
 〈北京市麵粉計劃供應實施辦法〉，《內部參考》，1953年11月10日，頁134。 

44
 〈瀋陽市各界人民對暫時停售細糧的反應〉，《內部參考》，1953年11月5日，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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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供應表示不滿。 

這幾種職業分別具有代表性，工人在此項政策受惠最大，代表政策的支持方；

私商及熟食供應商則是受害最深，代表政策的反對方，顯見《內部參考》力圖蒐

集正反兩方的輿情。 

這些報導是否對於糧食統購統銷工作產生影響？答案是有的。陳雲在11月25

日簽發了北京、天津兩市糧食統銷工作情況給各省財委，並報中央，指出： 

……在一些必要的地點，可適當增設公營或公私合營的公共食堂，以解決

搬運工人、旅客等流動人口的飯食，防止私營麵食業減料、抬價等投機行

為。……對於私營糧商，採取各種辦法讓其維持下去46。 

可以推論《內部參考》反映私營糧商的經營危機及不滿聲浪，促成陳雲提醒

各地幹部需照顧私商。同樣，政府也對收熟食業減料、抬價的問題著手加以解決。

民間的輿情的確透過《內部參考》得以反映給中共最高層，中共的確也據此作出

執行面的微調。 

3.農村統購 

12月開始，糧食統購統銷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統購階段。《內部參考》也隨之

集中報導農村統購工作，幹部的情況再一次被突出報導，反映了農村幹部心態上

的轉變及工作上的缺失。剛開始對於政策頗有微詞的農村幹部現在面臨到政策的

付諸實行，現實的政治壓力及指標迫使他們不得不低頭，只好依循過去工作經驗，

用當年「土地改革」的方式完成任務，如滿城東村鄉民兵隊長李文義，計劃回村

後先鞏固貧僱農、翻身戶，團結中農，孤立（也就是打擊）三十六戶囤糧戶47；熱

河省少數縣級幹部就認為這工作必須強迫命令、以後再進行糾正
48
。顯示基層幹部

                                                                                                                                                 
45
 〈北京市實行麵粉計劃供應後飲食業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1月6日，頁78。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年譜》，中卷（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7。 

47
 〈河北省和湖南長沙縣區郷幹部對糧食統購統銷的思想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1月25日，

頁359。 
48
 〈東北各縣糧食統購試點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2月8日，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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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度發生單純憑藉「階級鬥爭」方式以逼出餘糧的問題，中共此時開始認真處理

此一問題，主管其事的陳雲，便在12月2日起草了中央的指示，指示指出：只有開

好縣的幹部會議和鄉的黨內外各種會議，才能很好地完成統購糧食的任務。目前

縣的三級幹部會議已結束，希望各地用極大的的力量加強對鄉的各種會議的領

導，絕不要性急圖快，簡單從事49。也就是說，中共希冀利用上至下的會議壓力來

使地方基層幹部來服從命令，來解決幹部的失誤問題。 

可能由於中央高層此時開始緊盯農村幹部在統購工作中的失誤，在這一階段

中，有相當多的報導揭發了性急圖快、強迫命令等缺失，如山東省新泰鄉採用「打

虎」的方式鬥爭餘糧戶，思想不通的農戶即刻逐出會場令其考慮，部分幹部甚至

認為：「有餘糧不賣就封門，對抗就給他穿上個眼（指槍斃）。」造成群眾恐慌發

生藏糧等現象50。12月23日甚至刊登湖北省委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各地遏止強迫命

令及鬥爭餘糧戶等情況51。讓地委級以上幹部知所借鑑，據此檢查下級。 

對所有政府來說，由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了解，在新政策正式執行前，有

必要先做小型試驗，取得若干經驗及成果。這種試驗中共稱為「試點」。早在糧食

統購統銷政策執行前，中共便已料到會引起農民極大的反彈，因此安排了試點。《內

部參考》即報導了東北各縣統購工作中農民的思想情況。 

依照〈關於實行糧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令〉，農民可分為三類：一類

是餘糧戶，這類大多是中農、富農；第二類是不缺不餘戶；最後一類則是缺糧戶，

這類主要是由貧、僱農所組成。其中餘糧戶必須將餘糧賣給國家，缺糧戶不足的

糧食可以向國家購買。《內部參考》對這三類農戶分別進行了調查與分析。 

餘糧戶算是半強迫地把糧食賣給國家，因此普遍心情沉重、抗拒，甚至想盡

辦法逃避52。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年譜》，中卷（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9-190。 

50
 〈新泰縣糧食統購中發生強迫命令現象〉，《內部參考》，1953年12月22日，頁399-400。 

51
 〈中共湖北省委針對該省糧食統購工作情況向各地繼續深入發動群眾的緊急指示〉，《內部參考》，

1953年12月23日，頁426。 
52
 如遼東省西安縣永康村餘糧戶把糧食分散在親戚朋友家裡，大量加工成米儲存起來。見：〈東北

各縣糧食統購試點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2月8日，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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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缺不餘戶則因為自己糧食夠吃，所以對購糧不關心，也不反對糧食統購統

銷政策。還有的叫喊自己受了災，希望能被劃為缺糧戶53。 

缺糧戶害怕國家把村中餘糧買盡，在村子裡買不到糧食；還有一些人是抱著

旁觀者的心態，認為統購糧食購不到他們的頭上54。 

雖說《內部參考》以「報憂」為主，但也有「報喜」的報導，介紹了幹部激

發農民賣糧的成功經驗，如西安市郊區糧食統購工作自始至終強調做好宣傳鼓動

工作，採取以點帶動面，以黨團員為骨幹帶動群眾的辦法，報多少，收多少，並

隨時入倉。以整體逼人的氣勢轟垮抗拒的零星農戶55；利用村莊中素有威望的人

士，發展他們成為積極份子，帶動並說服抗拒者，如江蘇省松江縣興隆鄉吉祥村

中農夏黎高，是村裡的「大阿哥」，不肯賣餘糧。鄉長的叔父黃友祥，年紀大、有

威信，自告奮勇的去動員，夏在黃的前面，只好答應賣餘糧56。 

《內部參考》秉持調查研究的原則，針對試點成果及成功經驗進行報導，提供

幹部施政上的參考。 

12月中旬以後，《內部參考》開始逐步報導各地農民的反映，隨著政策越來越

明朗，農民迫於形勢不得不賣糧時，態度轉趨積極，如四川部分農民聽說售糧所

得款在五萬元以上要拿出一部份款項存入銀行，且不許農民馬上提款（這是事

實）。農民寧願有現金放在家裡，因此爭相賣糧57；河北的農民則認為在國家的強

大壓力之下，糧食早晚也得賣。在開會後賣糧反而造成麻煩（如積極份子或幹部

會來家中開賣糧座談會），不如早賣了乾淨俐落58；也有部分的農民順勢操作，想

掛個缺糧戶的名義，以便將來好領救濟糧59。 

「報憂為主」這簡單的幾個字只能概略說明《內部參考》的內容特色，實際上

來說，《內部參考》偶爾也會「報喜」，介紹各地成功的經驗。更為突出地，《內部

                                                      
53
 〈東北各縣糧食統購試點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2月8日，頁157。 

54
 〈東北各縣糧食統購試點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2月8日，頁157。 

55
 〈西安市郊區糧食統購工作情況和問題〉，《內部參考》，1954年1月7日，頁81。 

56
 〈江蘇省糧食統購先行鄉的四點經驗〉，《內部參考》，1954年1月16日，頁196。 

57
 〈四川省部分地區農民為逃避儲蓄在統購前搶先賣糧〉，《內部參考》，1953年12月8日，頁155-156。 

58
 〈河北省糧食市場情況好轉〉，《內部參考》，1953年12月28日，頁512。 

59
 〈湖南沅江縣熙福鄉糧食統銷面很大〉，《內部參考》，1953年12月23日，頁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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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展現了政策執行中的複雜樣貌，反映了幹部與農民間的衝突與角力，這是

《人民日報》上所看不到的。 

4.結尾工作 

1954年1月之後，糧食統購統銷工作接近完成。《內部參考》仍持續對後續情

況進行報導，大致可以歸納成： 

（1）農村積極組織互助組 

    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配合「總路線」在農村的大力宣傳，「資本主義」、「為私人

利益」、「剝削」等思想和行為在農民的心目中認為是非法的、不光彩的，農民也

紛紛要求參加互助組，希望「社會主義天堂」趕快來到。如中農秦金生便把自己

一頭牛和水車等大農具，全部交給互助組使用，他說：「我的水車可用十多年，到

時候農具壞了，社會主義來了，買抽水機、拖拉機，這些舊農具就沒有用了60。」 

（2）農民生產積極性降低、大吃大喝浪費食物 

    農民認為反正生產再多糧食，都會被國家收購走；而缺糧戶卻能跟國家購買

糧食。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自然不願意積極生產。如湖北省農民賣糧後的所得大

都用來購買生活資料和浪費掉了，完全沒有投資再生產的意願。有一個貧農甚至

說：「生什麼產？吃點、喝點，死了買個棺材就行了61。」湖南省大吃大喝、鋪張

浪費的情況也較多62。 

                                                      
60
 〈沅江縣糧食統購重點鄉的工作轉入生產後的情況和問題〉，《內部參考》，1954年1月3日，頁

5-6。 
61
 〈湖北個別鄉村農民出售餘糧後生產情緒低落〉，《內部參考》，1954年1月5日，頁37。 

62
 〈湖南自糧食統購後猪、雞、鴨等上市量大增〉，《內部參考》，1953年1月8日，頁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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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幣回籠問題 

    農民賣出糧食，政府勢必要付給相符的資金。然而中國農村廣大，農民眾多，

政府積極糧食統購，當然必須準備大量鈔票。但令政府苦惱的是，若在市場中投

放大量資金而沒有回籠的話，將很可能引發通貨膨脹，而當年中共才剛剛擺脫通

貨膨脹的夢靨，因此中共必須極力預防這個問題再次發生，所以規劃了許多相應

的措施，如優待售糧儲蓄、利用工業產品下鄉回收資金、分期付款付給農民資金

等63。 

（4）大殺牲畜 

    幹部為了多購餘糧，將餵雞鴨的糧食當做餘糧一律統購，且沒有向農民宣傳

盡量用代替品餵食雞鴨，造成農民大肆殺、賣雞鴨。如湖南祁陽縣八區太白鄉四

村一天就殺了25隻雞鴨，另外還賣了20隻。祁陽縣城裡市場上，每天總有兩三百

隻雞鴨出售64。 

（5）口糧超賣 

    在統購工作中，有不少幹部、黨、團員、積極份子為了打破僵局，爭取其他

農民賣更多的餘糧，先作模範而出賣自己的口糧，因此在統購工作結束後，隨即

出現他們缺乏口糧的問題65。 

    與上時期（1953.1－1953.10）相較，《內部參考》花了更多的篇幅，以幾個主

                                                      
63
  〈鄱陽縣完成糧食統購任務中的若干問題〉，《內部參考》，1954年1月9日，頁108。農民為何

抗拒優待售糧儲蓄、不購買工業產品呢？因中共此時極力發展「一五計劃」，輕工業根本無足

輕重，所生產的輕工業產品如肥料、農具等產量很少，農民就算有錢也買不到，依賴工業產品

回收資金有限；對沒有銀行觀念的農民來說，存錢還不如存糧實際，售糧儲蓄效用不大；因此，

中共只能強迫農民分期領回自己的售糧所得，不讓資金流通過大，到頭來受到欺負的仍是農民

這一方。 
64
  〈祁陽等縣三個重點鄉轉入糧食統銷和生產後的情況〉，《內部參考》，1954年1月8日，頁95。 

65
  〈鄱陽縣完成糧食統購任務中的若干問題〉，《內部參考》，1954年1月9日，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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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密集地報導糧食統購統銷：11月時以城市統銷為主，報導了城市統銷的步驟及

各類市民的意見；12月轉變以農村統購為主，介紹試點情況及各地經驗；次年1月

則追蹤後續情況。這些報導主軸的轉移與糧食統購統銷政策推展的程序大致相

同，可見《內部參考》的報導是依循每個時期的工作重點，有系統地進行。 

    綜觀此一時期，《內部參考》發揮了三個功能： 

一是經驗介紹，由於糧食統購統銷工作繁雜，而且又是第一次施行，對於地

方幹部而言必然遭遇到許多問題，此時試點情況及若干地區的成功經驗就成為地

方幹部最好的指引了。在此時期的《內部參考》中，一共介紹了北京市麵粉計畫

供應實施辦法及宣傳工作的情況；安徽省小廟鄉及四川花園村糧食徵購工作的試

點經驗；中南區、西南區糧食統購統銷準備工作的情況；東北各縣糧食統購試點

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甚至編寫專刊，單獨介紹各大區統購統銷政策的實行

情況66。其中以〈北京市麵粉計畫供應實施辦法〉此篇最為重要，因為此篇是糧食

統購統銷政策的催生者－陳雲－所親自制定的，提供了各城市制定實施辦法的範

本67。這些報導提供了實行的初步措施、各地的實施辦法、各地的進展情況、試點

                                                      
66
 相關報導如下： 

報導時間 內容 

1953年11月6日 河北省關於貫徹中央關於糧食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的初步措施 

1953年11月10日 北京市麵粉計畫供應實施辦法  

1953年11月14日 安徽省小廟鄉糧食徵購工作典型試驗良好  

1953年11月14日 中南區各地糧食統購統銷進展狀況   

1953年11月17日 中南區農村餘糧缺糧情況典型調查  

1953年11月19日 江蘇省委佈置統購統銷工作的經驗  

1953年11月20日 西南區糧食統購統銷準備工作情況  

1953年11月21日 四川花園村試辦糧食統購工作的經驗   

1953年11月25日 中共西安市委召開擴大會議討論郊區糧食統購工作  

1953年12月8日 東北各縣糧食統購試點中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情況  
 
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年譜》，中卷，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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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等重要訊息，這些訊息提供了幹部仿效學習的模範及知所依循的實際辦

法，對身處在「壓力型體制68」下，承受上級政府的指揮及監督的幹部來說，這些

消息所包含的內容，對幹部而言相當重要，把握這些消息，避免出錯，汲取成功

的經驗，以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從而得到正面評價，才有步步高陞的前途。 

二是發現問題，如反映私營糧商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產生很大的不滿，甚至

發生經營困難的情況；私營熟食業者則趁機減料、抬價，影響市民生活。中共高

層領導也立即著手解決，陳雲便發出指示要求多照顧私商，並增設公共食堂以解

決市民的需求。 

三是輿情反應，如上所見，《內部參考》廣泛收集社會各階層對政策的反應，

如在城市方面，包含工人、市民、熟食業者；在城市方面則包括餘糧戶、不缺不

餘戶、缺糧戶。同時也報導了政策的後續影響，如農民生產積極性下降、大殺牲

畜等。 

中共深知糧食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將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劇烈影響，因此除

了承襲上一段時期反映政策實行缺失的功能之外，更深入對城市及農村民眾進行

探訪，以了解各階層對政策的意見。而中央確實也採取相關的步驟來解決遇到的

問題，顯示《內部參考》所披露的問題及輿情提供中共用以改進政策執行缺失的

依據，以使政策能執行得更為順暢。 

在這段時間中，由於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無法公開報導，《內部參考》遂成為高

層幹部獲取執行情況最重要的資料來源，連具體施行細則的〈北京市麵粉計畫供

應實施辦法〉都仰賴《內部參考》進行傳達，讓《內部參考》身兼法令宣達、傳

                                                      
68
 關於「壓力型體制」的特點，學者做出了這樣的分析：「所謂壓力型體制，指的是一級政治組織

為了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種指標而採取的數量化任務分解的管理方式和物質化的

評價體系。為了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和各項指標，各級政治組織（以黨委和政府為核心）把這些

任務和指標，層層量化分解，下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責令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後根據

完成的情況進行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由於這些任務和指標中一些主要部分採取的評價方式

是「一票否決」制（即一旦某項任務沒達標，就視其全年工作成績為零，不得給予各種先進稱

號和獎勵），所以各級組織實際上是在這種評價體系的壓力下運行的。」也就是說，上級是根

據指標及工作的完成與否，來對下級幹部進行評價的；其中又採取「一票否決」制，更使下級

幹部不敢大意。詳見：榮敬本等著，《從壓力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北京：中央編

譯出版社，1998），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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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成功經驗的角色。這使得《內部參考》已經開始逾越「下情上達」的角色，成

為「宣布政令」的管道。 

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政府勢必要最大限度地向農民榨取糧食以作為

積累，農民也會做出抵抗。在這個動態的不平衡中，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後續勢必

有所變化，以下便將探討在找尋平衡點的過程中，《內部參考》扮演了何種角色。 

三、統購統銷政策再度實施（1954.10-1955.369） 

1954年10月，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再度實施，《人民日報》首先在10月6日以〈社

論〉提示了今年的工作重點，糧食部認為今年遭受重大水災，為了讓政府手中掌

握更多糧食以便調運，因此要求統購任務要力爭超過70。之後的11月12日，再次利

用〈社論〉的方式宣示了「多購餘糧」的方針，成為這次工作的主軸及口號71。 

《人民日報》在同時也針對去年的工作缺失進行檢討，認為去年基於政策的首

次推出，為避免農民恐慌，主要是採取農民自報的方式，結合民主評議，購糧數

若能符合上級下派的控制數字即可。但這種辦法卻造成國家處於被動，無法深入

地多購糧食。因此這次的統購工作將徹底查核農民產量及每人用糧標準，再依據

這兩個數字決定統購數量，且富農留糧不能超過中農留糧水準72。這宣示農村統購

工作將進一步細緻深化。配合政府的宣示，《人民日報》報導若干地區農民踴躍售

糧之外73，更積極宣傳糧食統購統銷給農民帶來的好處74。鼓勵農民賣糧。 

                                                      
69
 1954年3月到1954年9月間，並非糧食收穫季節，且糧食統購統銷工作並不是此時期的重點任務，

因此《內部參考》所報導的量不多，因此本文略去。 
70
 〈努力做好今年糧食統購工作〉，《人民日報》，1954年10月6日，第1版。 

71
 〈貫徹多購餘糧的方針，爭取超額完成糧食統購任務〉，《人民日報》，1954年11月12日，第1

版。 
72
 〈正確貫徹糧食統購政策〉，《人民日報》，1954年11月9日，第2版。 

73
 包括了江西、浙江農民踴躍售糧，江西購糧入倉數已達計畫的76.33％。浙江全省也已有700多個

鄉基本結束統購工作。見：〈江西河南浙江農民踴躍出售餘糧〉，《人民日報》，1954年11月

29日，第1版。此外，四川也於12月上旬完成今年糧食收購計劃，統購入倉的稻米到了計畫的106

％。見：〈四川省勝利完成今年糧食收購計畫〉，《人民日報》，1954年12月12日，第1版。 
74
 以四川省遂寧專區為例，報導了在統購統銷之後，全區向外調出了8900萬斤糧食，從缺糧區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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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內部參考》所報導的則是完全不同的景況，農民拒售餘糧的情況

頻繁出現，普遍的情況是瞞產、藏糧，或誇大災情、假報減產。如黑龍江省綏化

縣初報產量時，全縣受災土地竟有3萬8000多响，經認真調查後，核實受災土地只

有1萬2000多响75。熱河省則出現農民趁夜打糧食，打一點背一點，打完就埋，不

讓幹部知道。並且為了不洩漏自己的產量，打糧食時不找人幫忙，退出互助組單

幹76。即使中共眼中政治覺悟高的生產合作社也有瞞產，如山西省平順縣上五井鄉

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隱瞞糧食二十多萬斤，有的社不把河灘地、坡地、小塊地

的糧食列入產量之內計算77。這除了反映出農民極力想多留些糧食自用外，更值得

注意的是整個生產合作社集體瞞產或多報受災土地。如果缺乏幹部配合，這種情

況絕不可能出現。因此，幹部在執行上過於袒護農民，又再一次成為政府頭痛的

問題。 

政府要如何解決？《內部參考》的報導中透露了相關的蛛絲馬跡。與上個階

段不同的是，此時期的《內部參考》以「破壞活動」為標題，格外突出地報導富

農、地主的抗糧活動，這些「破壞活動」包含抗糧、瞞產，最令人注目的是收買

幹部或混入農業合作社。如福建省福清縣富農余孔仁等五人先後混入糧食收購站

後，專作塗改單據勾當，先後盜去小麥、花生等一千五百多斤的款子78；山西省大

仁縣懷仁鎮東關街富農管廷珍當了會計後，就拉社長下飯館、送禮，暗地裡卻盜

竊社內財產，先後貪污社內二百八十多萬元79。若說這些人在擔任幹部之前未經過

社內審查，實在說不過去，但現在卻突然一頂「富農」的帽子下來，令人有唐突

之感。這實際上是在暗示違抗購糧的幹部，中共可以給他們扣上「富農」、「反革

                                                                                                                                                 
了餘糧區。同時，農民謀私、放高利貸等「走資本主義道路」的思想、行為，受到社會輿論的

批判，而從事互助合作成為光榮的事，促使農民向社會主義道路邁進。〈糧食統購統銷給遂寧

專區農民帶來的好處〉，《人民日報》，1954年11月21日，第2版。 
75
 〈綏化縣部分幹部和農民拒售餘糧〉，《內部參考》，1954年11月30日，頁402-403。 

76 〈熱河省餘糧戶抵抗購糧的各種辦法〉，《內部參考》，1954年11月30日，頁404-405。 
77
 〈平順縣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民抗拒購糧的方法〉，《內部參考》，1954年12月22日，頁342-343。 

78
 〈福建省地主、富農採取各種方式破壞糧食統購工作〉，《內部參考》，1955年1月6日，頁79。 

79
 〈山西省地主、富農和反革命份子破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內部參考》，1955年1月6日，

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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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份子」的帽子，打成階級敵人處理。 

在上一個時期中，已經發現中共試圖透過《內部參考》此一渠道施加幹部壓

力，如1953年12月陳雲要求各中央局、省市委加強對鄉的各種會議領導之後，《內

部參考》集中披露基層幹部性急圖快、強迫命令等情況，作為負面教材，地委以

上的領導幹部則據此檢查基層幹部，施加壓力。在此時期，中央更透過《內部參

考》，暗示幹部如果有抗糧、侵佔糧食、貪污等行為，將會被視為階級敵人處理。

希望以此為壓力來迫使幹部完成購糧的任務。由此可知，《內部參考》並不全然擔

當「下情上達」，同時也負擔傳聲筒的任務，成為「上情下達」的管道，用以說服、

驅策幹部完成購糧任務。這種經過《內部參考》透露上級領導意圖的方式稱為「吹

風」。這種透露上級意圖的功能對下級幹部尤為重要，畢竟能正確揣摩領導意圖的

幹部，政治前途才能平步青雲。 

在實際運用上，《內部參考》遂同時負擔起「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兩種

應當截然兩分的功能，違背了設計的初衷。 

四、三定政策及市鎮糧食供應暫行辦法的展開（1955.3-1955.12） 

    如前所述，「多購餘糧」及「階級鬥爭」雙管齊下，糧食統購的成果是相當輝

煌，根據薄一波的回憶，1954－1955年度在非災區多購了約70億斤糧食，全國統

算，也多購了23億斤80。能達成這樣的數字，幹部很可能多購了農民應該保有的糧

食，農民被迫出售的是其基本的口糧或牲畜糧，《內部參考》即說明這是熱河省有

些地方的情形，面對政府的需索，難怪農民出賣或宰殺牲畜，以示不滿和憤怒
81
。

農民也如同去年統購結束後一樣，生產情緒消極，認為「生產搞得好，政府買得

多。再起勁還不是搞空事，生產一點糧食夠吃就行了。」情況似乎比去年還嚴重

許多。 

約當同時，黃炎培的一位嘉定朋友來信，信中提到當地有一些群眾吃不飽，

                                                      
80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273 

81
 〈熱河省購糧中有些地方不給牲畜留糧，農民紛紛出賣和宰殺牲畜〉，《內部參考》，1954年12

月22日，頁343-344；〈山東部分地區大量宰殺耕牛〉，《內部參考》，1955年1月3日，頁15。 



1950年代中共新華社《內部參考》的功能與轉變 

 43

半夜排隊買麵粉和燒餅，這封信轉給了陳雲，陳雲隨即要求江蘇省委進行調查，

並報告嘉定、常熟等地的情況82。雖然迄今仍無法知道江蘇省委如何回報陳雲，但

從陳雲1955年1月中旬開始在家鄉上海市青浦縣針對糧食統購統銷問題親自進行

半個月的調查來看，農村此時的情況應該相當混亂。圍繞著糧食統購統銷，國家

與農民的關係也極度緊張。這種危急的情況也使陳雲在結束調查、回到北京後，

馬上提出「三定」政策，即定產、定購、定銷83，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進行改進。

另一方面他也積極擬出辦法，進行節流，控制城市統銷的數字。 

1955年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佈置

糧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決定在全國推行「三定」政策84。

並隨後於8月對城市居民施行〈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面對這一對糧食統

購統銷政策的重大修正，《內部參考》又是如何因應的呢？ 

依照時序，接下來將先審視《內部參考》在此時期關於農村的報導，而後再

來觀察城市的相關反應。 

1.農村對三定政策的反應 

   《人民日報》首先在3月14日報導了三定政策的貫徹情況，說明三定政策將在

月底陸續貫徹到鄉，而農民在知道這項政策後，紛紛擴大生產，爭取多打糧食，

生產情緒明顯提高85。 

                                                      
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年譜》，中卷，頁227。 

83
 定產，即農戶的糧食產量，按糧田的單位面積常年產量歸戶計算，自1955年起，三年不變。定購，

即國家向餘糧戶統購糧食，一般應占其餘糧數量80％—90％；按單一比例規定購率，不累進。

定銷，即對缺糧戶的糧食供應，根據何時缺糧何時供應的原則，分別評定各戶開始供應的時間

和分月供應計畫，缺糧戶買糧和糧站都必須嚴格遵守計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年

譜》，中卷，頁235。 
84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布置糧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六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76。 
85
 〈各省領導機關積極採取具體措施，貫徹糧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人民日報》，1955年3月14

日，第1版；〈糧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傳達到湖南等省農村，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迅速提高〉，

《人民日報》，1955年3月20日，第1版；〈河南湖北江西傳達定產定購定銷政策，廣大農民增產

熱情高漲〉，《人民日報》，1955年3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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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參考》則報導了此時期農村對三定政策的實際反應： 

（1）農民企圖壓低產量 

    三定政策之中，以「定產」最為重要，因為之後的「定購」及「定銷」都要

依據「定產」的數字來核定。因此農民壓低「定產」數字，藉此以獲得更多的餘

糧86。 

（2）農民的疑慮 

    由於三定政策公布的時間恰好與春耕、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工作相重疊，

為了減輕工作壓力，政府僅將「三定」控制數字落實到鄉，等到該年秋收時再將

數字落實到每戶農家。也就是說，農民只知道鄉的「三定」數字。由於以鄉為基

本單位的範圍過大，農民認為容易遭到忽略，叫人心中沒底，擔心鄉中的困難戶

會形成拖累，因此有互助組排擠貧農出組的現象87。同時，農民也認為政府政策未

落實，可能是政府對日後轉變留下空間；顧慮三定政策日後可能不算數88。 

（3）幹部的疑慮 

    有相當的幹部認為三定政策對富農、中農有利，因為富農、中農比較容易擴

大生產，在定產數字確定後，他們有餘糧的可能性大增；反之貧農受惠不大，因

此出身於貧下中農的幹部心裡感到不能接受，他們認為三定政策是對富農開了

門，中農高興，貧農消沉89。有些幹部則著眼於農業合作化運動，認為三定政策和

                                                      
86
 〈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三定」試點工作情況〉，《內部參考》，1955年3月29日，頁427；〈溫

嶺縣城北區中農對「三定」政策的顧慮〉，《內部參考》，1955年4月7日，頁94。 
87
 〈湖南省益陽縣貫徹「三定」政策的情況〉，《內部參考》，1955年4月18日，頁277。 

88
 〈安徽桐城縣在貫徹「三定」政策中發現的幾個問題〉，《內部參考》，1955年4月18日，頁276；

〈河北省「三定」指標分配到鄉後幹部的反映〉，《內部參考》，1955年3月30日，頁454-455。 
89
 〈河南省召開財經會議討論貫徹「三定」政策，有些幹部懷疑「三定」政策與農村階級政策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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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有矛盾，對富農不好限制，怕影響到運動的推展90。與農民

相同，政府未將數字公佈到農戶，一樣引起幹部疑慮，怕將來政府要增加統購數

字91。 

     要特別提出的是，這些報導均集中在1955年3月底到4月初，之後關於農民對

三定政策反映的報導很少出現。不過仍可看出《內部參考》偏重報導幹部及農民

對政策的疑慮，揭發農民企圖壓低產量的問題，敦促地委以上領導幹部注意。 

2.城市居民對〈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的反應 

相對於農民又擁護又疑懼的心情，城市居民則因推行〈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

行辦法〉，依職業每人分等定量，並實行糧票制度92，而顯得更為不安。 

城市居民雖然普遍認為比之前的「以戶定量」來的好93，但仍有工人反應不夠

吃94，也有部分居民有不滿情緒，如：「共產黨把米運給蘇聯大鼻子吃了，吃得肥

肥的，中國人要成為東亞病夫了，現在25斤，到社會主義要餓死一大半95。」囤糧

的情況在北京市也有出現96，在天津及杭州則出現居民排隊搶購熟食的情況，其目

                                                                                                                                                 
盾〉，《內部參考》，1955年3月29日，頁422-425。 

90
 〈山東部分幹部懷疑「三定」政策是否真能安定人心，農民顧慮秋天打不出糧食，有的已經退社〉，

《內部參考》，1955年3月28日，頁402-403。 
91
 〈湘潭專區鄉幹部對「三定」政策的反映〉，《內部參考》，1955年4月11日，頁166-167。 

92
 〈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規定，對於非農業人口一律實施居民口糧分等定量，依職業劃分

六大類、14等級，以人為基本單位定量，編造名冊，連同戶口證件送當地政府核發市鎮居民糧

食供應證。此外，在外用膳或旅行需憑市鎮居民糧食供應證在定量數字之內領取地方糧票或全

國通用糧票。市鎮熟食業出售的掛麵、切麵、米粉等，居民也必需憑糧票食用或購買。見：〈市

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卷，頁115-120。 
93
  糧票制度實行後，走訪親友只需帶票，不用像以前自備糧食，或是吃了親友的口糧，較為方便。

此外，從「以戶定量」改為「以人定量」，核算單位變小，更能具體落實實際需要，進而節約

糧食。見：〈天津、北京、上海市群眾對糧食定量供應辦法的反映〉，《內部參考》，1955年8

月30日，頁232。 
94
 〈天津市各界人民對實行糧食「分等定量」制度的意見〉，《內部參考》，1955年8月20日，頁154。 

95
 〈潛伏在南京市的反革命份子造謠惑眾破壞糧食統銷工作〉，《內部參考》，1955年8月20日，頁

156。 
96
 〈北京五個城區發現居民存糧四十多萬斤〉，《內部參考》，1955年9月3日，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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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為了以積存家中的糧食97。 

受影響最大的是熟食業，〈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規定居民必須憑糧票

才能購買熟食品。因此熟食業必須憑糧票才有生意可做，政府批准多少糧票，才

有多少生意，這使得營業額大受限制，當然利潤減少，業主紛紛對前途感到灰心，

如北京市前門區廣慶隆饅頭鋪經理胡光興就說；「現在就不賺錢，要糧票後就更不

行了。工人有政府幫助介紹職業，我是資本家，在銀行只有三百元，吃完了怎麼

辦98？」直到政府推行「憑票供應、國家補貼」的辦法，業主的心情才告穩定99。 

同樣地，這些反映市民意見的報導也集中在一定的時間之內（8中旬到9月中

旬）。 

與前幾段時期相較，此時期有關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報導大幅減少，且僅集

中在三定政策與〈市鎮糧食定量供應暫行辦法〉在農村、城市落實的一段期間。

1955年，中共已展開農業合作化運動，並以之作為中心工作，《內部參考》關注的

重心也隨而轉移，有關糧食統購統銷的報導遂大不如前。 

這顯示《內部參考》在報導時有所取捨，如1953年底集中報導糧食統購統銷

政策，1955年則集中在農村合作化運動。也就是說，每篇《內部參考》報導均有

其前提：以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為主軸。當然，有前提就有限制，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事已至此，《內部參考》中沒有出現糧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否適宜的討論，主張

反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報導更是從未出現過。 

五、總結 

  透過1953-1955年間《內部參考》對糧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報導，可以明顯看出

《內部參考》著重揭發工作中的問題及反映輿情，中共則據此修正缺失，如1953年

                                                      
97
 〈天津一部份居民要求增購糧食，排隊買熟食，猪肉脫銷〉，《內部參考》，1955年9月5日，頁

23-24；〈浙江省杭州等七個市糧食定量供應後存在的問題〉，《內部參考》，1955年10月8日，

頁22-23。 
98
 〈天津、北京、上海市群眾對糧食定量供應辦法的反映〉，《內部參考》，1955年8月30日，頁234-235。 

99
 〈天津對用糧行業宣傳政策〉，《內部參考》，1955年9月17日，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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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在執行初期的抗拒心態，中共利用召開各級幹部會議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

並強化對糧食統購統銷的領導工作。1955年三定政策造成熟食業的利潤減少，中

共迅速推出「國家補貼」的方式以安撫業主的心。這顯示《內部參考》在中共的

決策體系中發揮政策回饋的功能。 

    中共高層領導下達政令時，無法顧及各地情況的差異，以致執行時碰到許多

困難。中共高層也深知此點，作出這樣的安排：利用調查研究來了解當地的特殊

情況，並藉此修正原有政策以適應當地群眾，這即是「群眾路線」。在媒體的分工

上，中共安排《人民日報》進行統一口徑的政策宣傳；但賦予《內部參考》報導

各地差異，以及失敗與成功的案例，以啟發或提供幹部執行上的探索經驗及可能

障礙。這種兩者之間互補的關係或許是中共當初設計《內部參考》的初衷。 

    但《內部參考》無法影響中共的政策選擇。觀察《內部參考》報導的日期，

與決策的時間點相比對可以發現，決策的時間在先，《內部參考》針對實施情況作

出報導在後。且《內部參考》報導的主軸依循政策的推展被動地逐步轉換，反映

每一階段中心工作的執行情況和缺失。《內部參考》僅偏重政策的執行面加以報

導，因此，《內部參考》所反映的缺失及輿情並不能直接造成中共政策的根本轉變，

充其量它只能使得政策執行得更為順暢。 

    既然《內部參考》報導必須緊跟當時的中心工作，這就暗示了《內部參考》

報導有其前提及限制。綜觀所有的《內部參考》報導，從未討論糧食統購統銷政

策是否為最佳選擇，記者即使清楚明瞭糧食統購統銷必然對農民不利，也沒有對

此政策是否適宜提出任何疑問及批評，對如何決策及考量重點更是隻字未提。與

《人民日報》相較，《內部參考》內容僅就已發生的情況作敘述，而不作任何評論。

新華社也極力禁止記者透過《內部參考》抒發己意。 

   《內部參考》除了提供施政反應，以供政策進行修正外，更是中央與地方幹部

聯繫的重要管道。1953年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剛實行時，受到不能公開報導的限制，

《內部參考》幾乎成為獲取相關訊息的唯一管道，地方地委以上幹部透過這個渠道

知曉相關施行細則及各省工作情況，據此向下級幹部施壓。中央也清楚《內部參

考》擁有廣泛的高級幹部閱讀群，遂利用此一渠道向高級幹部進行政策宣傳，甚

至驅使高級幹部達到目標，如1954年《內部參考》不斷報導階級敵人的抗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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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說明階級鬥爭策略在此次實行中的重要，更暗示幹部一旦抗糧就等於被視為

是階級敵人。地方幹部對此也順勢而為，透過此一渠道探知中央高層的意圖，了

解政治的風向，希冀往上高昇。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了《內部參考》的兩大功能：蒐集輿情藉以反映問題、

傳播領導意圖。在1953年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剛實行時，由於中共已預料到情況複

雜，將會引起農民極大的反彈，因此側重於蒐集輿情及問題發掘，俾將民怨減至

最低；1954年糧食統購統銷政策深入之後，改採查核農民產量及每人用糧標準後

再進行統購，而這些工作的完成必須仰賴地方幹部，說服甚至逼迫幹部視之為當

時最重要的任務，因此《內部參考》的側重點轉往透露領導意圖，暗示將以「階

級鬥爭」的方式處理違抗者，藉以迫使幹部完成糧食統購任務。也就是說，在實

際情況下，《內部參考》並未謹守「下情上達」的設計初衷，也同時負擔起「上情

下達」的任務。 

不許《內部參考》討論政策是否適宜，限定僅就執行層面報導；以及縱容《內

部參考》越出設計初衷，驅策幹部達成目標，形成這兩種現象的根本原因來自於

中共的新聞觀。對中共來說，《內部參考》只是個有助於其進行統治的工具，前者

的安排是為了避免危及黨的統治基礎，後者的越軌是為了增進統治的便利，一切

均立基於黨的利益。雖然在1953年及1954年「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功能並

未發生明顯的衝突，但卻已露出《內部參考》性質轉變的端倪。1957年後，「上情

下達」的功能壓倒「下情上達」，甚至出現對事實扭曲的報導（此點將在後面有所

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