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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广泛争取农民支持,围绕土地改革、恢复发
展生产和支援前线作战开展了一系列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
觉悟,而且激发了农民参与生产积极性,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当下农民思
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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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Famer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Rong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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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centering on land reform,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supporting the front to figh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united front and win extensive farmers'
supports. This work not only improved the farmers' cultural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farmer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which laid a significant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bu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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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
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挑起内战威胁的同时,

1.2农民群体自主意识淡薄、文化素
质低下

逐步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又在土改运动中遇到农民群体改革意识

由于农民长期生活在半封闭的封建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

薄弱、生产积极性不高、改革行为过偏

社会中,思想意识被他们固守的道义经济

措施引导农民提高其思想觉悟,积极投

等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成为

观所限制,对现存社会制度、地主有着很

身革命实践,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为

当时我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强的依赖性,甚至存在着“地主拥有土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人力支

1.1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天经地义,农民交租交税理所当然”等糊

撑和充实的物质基础。本文以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

涂思想,导致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当家作主

时期的土改运动为背景,探索和总结解

转变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

意识,甚至把地主富农等视作“衣食父母”,

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

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

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力也很难得到进一

启示。这些经验启示对于新时期如何做

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依仗美帝国主义

步的发展。此外,由于条件限制,农民没有

好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好农民在

加紧部署内战,并且得到了大量的经济

条件接受文化教育,文盲率高。在这种情

乡村振兴战略中主力军作用提供了必

和军事援助,拥有庞大的正规军,武器、

况下,导致农民接受和理解新事物的能力

要的保证,也为当下进一步落实党在农

装备、物资等方面都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受到了极大限制,党的方针政策也难以在

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各项工作有着重要

面对新的斗争形势、新的任务以及新的

农民群体心中生根发芽,不解决这一问题,

的指导意义。

挑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发动农民,争取

土地改革也就难以顺利开展。

1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广大农民的支持成为扭转时局、巩固已
有阵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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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运动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不深。对此,党采取各种措施对农民开展

2.3呼吁农民参军参战,巩固人民解

先后出现了“左”、右等错误偏向,严重

了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教育工作,

偏离了土改运动的正常轨道。在各个解

力争土改运动人人皆知,方针政策家喻

为了保卫家乡、巩固土改果实以及

放区都存在“左”右的体现,而且基层尤

户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

解决前线士兵补充等问题,农村的青年

为左倾和激进。其原因在于农民存在绝

各解放区党组织分别抽调工作人员组成

积极响应“参军保田”的口号,纷纷加入

对平均主义思想、某些干部的“宁左勿

土改工作组深入农村群众,通过开展“一

人民军队；对此,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的

右”的思想观念以及自身缺乏土改工作

封信活动”以及拉家常、讲道理、讲座

开展了对入伍新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以

经验等。具体表现为：大搞成分论,侵犯

等形式详细解释党的土改政策,讲述土

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端正他们的入伍

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和富农

改方针的前因后果；二是通过访贫问苦、

动机。在此过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

采取偏激行为等,甚至出现了采取肉刑,

挖苦根、讨论土地是谁的、谁养活谁和

送子参军,妻子送郎参军、兄弟相争参军,

乱打乱杀等现象。与此同时,党内干部也

算剥削账等方法,以引发农民的痛苦回

村干部带头参军等动人情景。农民群体

出现了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组织混乱

忆,追溯其痛苦根源,帮助农民摆脱陈旧

的积极加入,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后方,

等现象,这些错误思想与行为的出现使

观念、树立自主意识,从而激发农民参加

使解放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和

土地改革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革命的积极性；三是通过召开会议、下

物力支援；另一方面,我军还与地方政府

2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发指示、与领导人谈话等形式完善和说

协同努力,共同做好支援前线入伍新兵

明土改的政策策略,确保了土地改革朝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入伍新

着平稳、正确的方向展开。

兵的实际困难,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主要根据土改运动、恢复发
展生产以及支援前线为重心展开,体现

2.2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大力支援
前线

放军后方力量

而提升军队战斗力；于此同时,军队里还
提倡思想互学、生活互助、技术互鉴,

了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特点。强有力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

互帮互学,以老带新,以长补短等。党对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提升了农民

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目前数年内,

入伍新兵的思想政治教育采取解决思想

的思想觉悟,确保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

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对

行,而且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使人民

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适应解放战

于补给前线人力资源和提高军队战斗

军队的群众基础更加巩固。

争形式的发展和解决军需物资的需要,

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土改后迅速将主要精力放

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对随军民

2.1启发农民觉悟、发动农民开展土
改运动

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开展对农民的思

工建立起同军队类似的思想政治教育

农民的根本问题要依靠土地问题来

想政治教育,着重向农民解释发展农业

制度,以充分发挥民工在解放战争中的

解决。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发展

生产、支援前线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

作用。首先是对民工中的领导骨干进行

生产,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满足农

因果关系,引导农民积极投入生产；另一

了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

民土地需求的政策。随着减租减息运动

方面鼓励农民通过积极生产来发家致富,

经过层层宣传教育,加强了民工的坚决

的深入开展,农民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企

各解放区通过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发

意志和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其

盼也日益高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

展变工互助组进行互助。又通过兴修水

次是对民工中有突出贡献的及时给予

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

利、开垦农田、发放农业贷款等,解决了

奖励,并通报原籍政府给予嘉奖。若民

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的土

农民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使解放区的农

工在战争中牺牲,要尽可能对其追功,

地政策调整为“耕者有其田”政策。由

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

做好对家属的慰问抚恤工作。再次,对

抗战时期削弱封建剥削制度转变为变革

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在山

民工中有困难者及时给予体贴关怀,并

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标志

东解放区,1946年生产粮食62.5亿公斤,

尽力解决其实际困难,形成了农民与军

着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农民土地问题方式

人均达到222.5公斤；在晋冀鲁豫解放

队的浓厚情感氛围。最后,对随军民工

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极大地激发

区,1946年生产棉花1.25亿公斤。这表明,

的换岗做好欢迎欢送、总结鉴定、评功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解放战争形

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推进下,农

奖励工作,既总结了经验,又振奋了民

势的发展,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施行《中

民生产意识和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工与军队的士气。

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没收地主

干劲儿空前高涨,支援前线的活力更加

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

强劲；粮食的生产、军服和棉被的制作

3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启示

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所有权

有力的解决了解放军军需物资供给问题,

归农户所有。”由于农民思想觉悟和文化

为解放战争的防御作战奠定了充足物质

育工作,要不断向历史学习、认真总结党

素质低下,对土改的道理、土地政策了解

基础。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启

6

新时期做好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教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示。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

合的原则在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教育过程中开展榜样示范教育,激发老

农民增强自身本领的重要途径。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解放战争时期,党根

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实现中

据农民需要的特点对其开展思想政治教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汇聚起源源不

育,以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基础,围

断的力量。

3.1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历来随着党的工作重

绕着土地改革、发展与恢复生产而展开,

4 结语

心的转移而转移。解放战争初期,我党的

不仅从个人利益上关心、救助农民,更从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

中心工作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

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与实际相符

当时战争形势和农民阶级特征实行土地

卫战争。因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主要是

合的方针政策,不仅满足农民对土地的

改革,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的对农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升农民思想觉悟,

需求,而且协调了农民利益关系。在纠正

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赢得了农民的

从而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为取得

“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的整风运动中,

广泛支持,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当

革命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农民的

不仅纠偏了土改中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的

前,“三农”问题作为是全党工作的重

思想政治教育也都是围绕这些任务展开

狭隘思想行为,而且对土地改革的政策

中之重,我们依然应当借鉴历史上的成

的；在新时期,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

和策略作出了完善和说明,使土地改革

功经验,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农村的

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

接续加强和改进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

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

党还采取以思想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全面

略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

的方式,引起了农民对土地改革与解放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治保障和精神动

事业的重视。因而,解放战争时期党围绕

群众基础。

力。通过对农民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土改运动为农民分配土地,并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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