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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
——— 以江西省为例
江光亮
（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新中国政权的巩
固和社会改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对土地改革运动产生重大的
影响，不仅大大加速了土改运动在新解放区的进展，而且促进了“和平土改”向“斗争土改”的转变，强化了土
改中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为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创造了政治和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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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the Campaign to Ｒ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s on the Land Ｒeform in New China
———Taking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ANG Guangliang
（ 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Land Ｒeform and the Campaign to Ｒ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ere the mass movement in the new China，which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 born regime and the social reform． The Campaign to Ｒ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nfluenced the movement of Land Ｒeform both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It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the Land Ｒeform movement greatly in the new liberated areas，and promoted the change from peaceful land reform to the reform with struggles． What’s more，it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of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nationalism in the Land Ｒeform，and provided
the political and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the thorough Land Ｒeform．
Key words： Campaign to Ｒ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Land Ｒeform； influence
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是建国初期的两大运动 ，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变革都产生极
其重大而深远影响。周恩来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大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
主义的精神，无限地加强了我国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实际上保证并促进了我们社会改造和
［1］（ P278 － 279）
。而与之相伴随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
经济恢复的事业的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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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一 ” 。 这两大运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研究的热点，单就抗美援朝运动或土地改革进行研究的成果颇丰 ，但关于这两大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

则鲜有学者论及。本文以江西省为中心，结合这两大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就抗美援朝运动对新中国土地
改革运动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抗美援朝之前普遍出现的“和平土改”现象
1950 年 6 月 30 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五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 此后 8 月至 10 月，江西在万年、上饶、南昌等地 82 个乡展开土改试点工
［3］（ P5）

作，

其中普遍出现了“和平土改”现象。
首先，照顾地主过多。土改试点工作中，只偏重于“和平划阶级，和平没征收，和平分田 ”。 在没收

地主财产时，对地主的农业副产物，如棉花、油类、烟叶、蓝靛等搞得不彻底，一般都没算细账，甚至有的
地主多留口粮房屋，以致留好屋，“过分照顾地主 ”。 其次，对地主势力打击镇压不够。 土改干部“对宽
大与镇压政策有片面的了解”，除万年县处决了一个恶霸外，“其他试点区都没有及时镇压坚决反抗与
破坏土改的地主恶霸及反革命分子 ”。 再次，没有真正发动群众。 由于土改干部在工作中做法过于谨
慎，群众没真正发动起来，导致进展缓慢，两个半月到 3 个月也没搞彻底。因此“土改变成了冷冷清清，
［4］
群众斗争情绪提不起来，而不能造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
普遍出现“和平土改”的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干部对土改的认识方面来说，干部普遍认为，全
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掌握了政权，新的《土地法》又较为宽大，地主阶级不会抵抗、破坏，会
大批“投降”、“守法”、“开明”，认为地主已是“纸老虎”了，因此在土改之始遇到地主的抵抗破坏也不打
［5］（ P418）
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刘俊秀分析，由于“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依
击。
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充分满足贫雇农的政治经济要求 ，表现干部思想麻痹，对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的打击
［4］
不狠不深，而造成和平土改的严重偏向”。
进一步分析可知，普遍出现“和平土改”现象与中共中央所持的土改战略思路以及土改政策有密切
关系。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地法大纲 》颁布后，中共在解放区推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方曾发生了
［6］（ P64）
“乱打乱杀”的现象。
建国后，毛泽东对于土改中所产生这些现象较为重视，“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
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
［7］（ P102）

因此，对于新区土地改革，毛泽东曾主张要“更加
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 ”。
谨慎”，强调“少犯错误”。在 1949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 “因为这次土
地改革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 ，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
［7］（ P55）
。
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
可见，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整体上是采取较为缓和、稳健方式推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这种为中共中央所强调的缓和、稳健的基调也是造成“和平土改”现象出现的基本原因。

二、抗美援朝运动对中共土改政策的影响
当 1950 年 9 月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国内外时局变得日趋紧张。 就江西而言，省内各种反
动势力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策划“反攻大陆 ”计划遥相呼应，赣南的李治彬等和抚州的廖荣昌等集众结
股，妄图借机作乱。境外国民党特务如冯兰国、王可成等从香港潜入湘赣边区，组织“华中反共救国军
［8］（ P3）
全省“变天言
第 1 纵队司令部”，“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威胁新生政权和人民的胜利果实 ”。
［9］
论”流传，民众思想普遍波动，“怕战争，怕美国，怕原子弹，怕蒋介石回来，几乎成了普遍现象 ” 。 崇仁
［10］
县八仙乡有群众就说： “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打不赢”，“毛主席坐不稳了，地主会反把” 。

鉴于时局变化，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毛泽东决定加快推进土改运动。1950 年 11
月 22 日，他在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报告》的批语中，强调“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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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
［7］（ P246）

的危险。”

此前的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 》中亦强调： “美军扩

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要求“各地应立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
［11］（ P436）

的宣传运动”。

11 月，江西省委在《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号召“农民做好土改与其他
［12］

社会改革工作，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各地普遍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

有了上述部署，全国新解放区土改工作普遍加速 ，并扩大土改区域即所谓“加宽 ”。 具体到江西，抗
美援朝对全省土改政策产生两大影响 。
第一，加速土改进程，扩大了土改区域。1950 年 11 月，江西迅速扩大土改地区，即全面实现土改、
［3］（ P37）

400 万亩
部分土改（ 14 个） 达 51 个县 375 个区，人口约计 970 万，土地面积 2，

。 相比 3 个月前制

定的计划，全省土改区县增加 15 个，人口增加 280 余万，土地面积增加约 700 万亩。
由于朝鲜战争江西土改骤然加速并曾出现“赶任务 ”的被动局面。 时任省委书记陈正人坦言： “由
于朝鲜战争的发展，以及中央提出： ‘争取小打，准备大打’。12 月初，在省委扩大会上，决定将 600 多万
人口扩大到 1，000 多 万 人 口 的 地 区。 因 为 准 备 的 不 够，就 陷 于 被 动； 为 了 赶 任 务，就 产 生 了 急 性
［3］（ P112）

病。”

1951 年 1 月省委对土改作了“缩短战线 ”的调整，但到当年 4 月，全省仍然在 72 个县
为此，

375 个区，完成了 3，
812 个乡 900 万人的土改［13］。
此后，江西省分别于 1951 年 7 月至 10 月和 11 月至 1952 年 4 月展开两次大规模土改，先后完成
910 个乡 160 万 人 口 地 区 和 2，775 个 乡 500 万 人 口 地 区 的 土 改，到 1952 年 4 月 全 省 土 改 基 本 结
［3］（ P12）

束。

原本毛泽东预计全国土改“要搞三至五年全部解决”，提前到 1952 年底完成，此时除部分少数
［14］

民族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外，全国大陆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

第二，推动“和平土改”向“斗争土改”的转变。 在朝鲜战场美军一度胜利的影响下，江西部分地主
等反共势力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积极破坏土改运动，公然与新政权对抗。 南昌县小蓝乡地主交
地契前对地契拍了照，并声言“分我东西的人我都记下了名字，将来算账”，“分我东西还不是给我保存
［3］（ P86）

一下，将来还得还我”

。他们还组织假农会、黑党、暗杀团等，并勾结土匪特务，杀害共产党干部以
［8］（ P419）

及亲共群众。抚州专区仅一个月就杀害了村干部 7 名、积极分子 8 名。

这给基层干部造成了普遍

压力，部分基层政权受到了严重危胁。
1950 年 11 月江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有力支援朝鲜战争和巩固新政权，
批评 “和平土改”偏向，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严厉镇压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的反抗，摧毁封建统治，在合
［15］（ P59）

理合法的原则下满足农民特别是贫雇农要求 ”的土改方针。

随后，江西在短时期内展开了暴风骤

雨般的“斗争土改”，但在部分地区发生了“乱捉乱打”现象。在这些地方，干部和农民对“地主不加区别
对待，采用吊、打、用刑、扫地出门等斗争方式”； 再加上江西许多来自东北的干部“严重的包办代替命令
主义的作风，并有少数干部仍然存在相当严重的恶霸作风 ”，促成土改中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 比如抚
州分区 1792 名斗争对象中，已被吊打的有 510 余人，其中由干部亲自打的有 267 人； 新余县一个工作干
［3］（ P192）

部打了 30 人。
［3］（ P118）

人左右

这在一些地方导致了严重的地主自杀现象 ，全省在很短时间内已逼死了地主达 800

。

在“斗争土改”政策导向下，江西各地放手发动干部和群众展开对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对地主恶
000
霸、反革命分子、土匪等实行严厉镇压。在 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的土改中，仅 2 个月间全省处决 3，
［3］（ P107 － 108）

000 多人，扣押几千人，总计处决、判刑及在押达 1 万人以上。
多人，判处徒刑 3，

对此，陈正人

强调，“抗美援朝的胜利形势鼓舞了我们的土改 。反革命所捏造的谣言起不了作用”，“初期土改中虽发
［3］（ P109、
107）

生了偏差，但大喊大闹的叫嚣现象还没有”。

总体上来看，从快土改、“斗争土改”毫无疑义地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后土改运动的突出特点 ，也大大
推动了土改运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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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美援朝运动对土改舆论营造的影响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与土改的关系 ，刘少奇曾经有这样的表述： “抗美援朝有很多好处，使我们很多
事情都好办（ 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 ） ，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了起来，响得很厉
［16］（ P184）

这一表述经典而又形象地阐述了抗美援朝运动对土
害，
土改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改的舆论营造作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江西各地组织了大规模宣传和“爱国反帝 ”游行示威，形成
000 份，宣
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仅 1951 年上半年，全省印发朝鲜地图、美国侵华史，日、美暴行图各 50，
［9］
000 份 ； 参加“五一 ”大示威游行的有 445，443 人，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有
传大纲 100，
8291073 人，抗美援朝运动“已卷入了全省 80% 的城市人口和 60% 的农村人口，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17］
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土改与抗美援朝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结合 。
第一，加强时事宣传，用抗美援朝胜利营造“爱国舆论”。共产党要求各驻村土改工作队干部“要有
意识的结合目前形势和爱国主义教育 ，打消群众怕‘变天’的顾虑，坚定斗争意志”，“搞好土改不要忘记
［18］

抗美援朝”。 比如修水县二区长仑乡土改工作队 ：
不论大小会，首先向群众讲清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 ，控诉美帝的罪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同时还把报纸上得来前线在几次战役中歼灭大量敌人取得辉煌胜利 ，和许多志愿军战士
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全国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动人事迹，向群众宣传，让大家分享
［19］
胜利的喜悦，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显然，相对普通时事而言，朝鲜战争更易启发农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热情。 因而，江西农民纷
纷用参军、缴粮 等 形 式 来 支 持 新 政 权。 在 1951 年 初 扩 军 中，全 省 各 地 反 应 热 烈，共 扩 新 兵 44，700
［20］（ P190）

人

。万年县农民提前五天完成公粮任务，而且所缴公粮都是晒干风净，粒粒饱满。 六区新华乡

李梅英说： “今年缴的是翻身粮和抗美援朝粮。 谁肯缴坏的呢，我们的谷子不但晒的干，而且还吹了几
［21］
次风。”
第二，组织诉苦，用“民族仇恨 ”强化农民阶级仇恨。 省委强调，要结合抗美援朝来组织农民的诉
，
苦 并使条条罪状通“美帝”； 把群众中分散的仇恨变为集中的仇恨，把阶级仇恨变为民族仇恨，使群众
［3］（ P136）
思想充分发动，做到三条战线———抗美援朝、土改、镇压反革命的密切结合。
在实际过程中，共产党则是根据各地情况来激发农民对美国的仇恨 ，比如“有的受日寇摧残厉害的
地方，则可由控诉日本到控诉美帝，有的如受蒋匪摧残厉害的地方 （ 如老苏区 ） 则可由控诉蒋匪到控诉
日本、美帝； 有的也可以从控诉地主恶霸，到控诉日、美帝国主义。 总之，要使群众从自身的痛苦中认识
［9］
到自己的敌人，仇恨自己的敌人。” 通过“民族仇恨”强化农民阶级仇恨，江西各地“群众的政治觉悟提
高很快”，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反帝与反封 ”意识，很多的群众张口就是“托毛主席的福”，“没有毛主席
［17］
翻不了身”，“不打败美国佬不能过好日子”。
第三，加强“保卫果实”教育，塑造农民的“国家意识”。结合抗美援朝，共产党在土改中加强农民教
育，比如崇仁县在土改“分胜利果实”时：
加强保家卫国教育，号召青壮年参军，提出“保家卫国，保卫胜利果实”“穷人天下穷人
保”，说明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有本质上的不同 ，前者是为人民服务的，后者是反动
阶级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打破群众认为“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思想，只有壮大人民武
［22］
装，穷人天下才有保障，如一区罗枧乡在分果实中有 30 个青壮年参军。
共产党从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 ”现实利益角度来展开教育，有力地导引农民把“保田保
”
、
“
家
保卫土地改革胜利果实”等个人切身利益与“抗美援朝”等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发动他们
热烈参加志愿军赴朝鲜参战。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抗美援朝大声浪之中，共产党在乡村营造“爱国反帝”、“保卫果实”、“保家
卫国”的强大舆论，使得整个土改顺利推进。整个江西土改依法没收征收的土地 1330 余万亩，占全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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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万无地少地农民，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
成土改地区土地面积的 35% ，无偿地分给 279 万多农户、
［15］（ P65）
交纳约 20 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抗美援朝运动对于建国初期土改的政策和舆论的营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参战，面对的敌人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联合国军”。在这种“大敌压境，
国难当头”形
势下，
共产党为赢得战争而加速土改进程，
并采取较为激烈的“斗争土改”方式提前完成土改任务。同时，
共产党又利用战争来灌输农民的爱国反帝意识，
把农民的阶级仇恨集中为民族仇恨，
大大强化了农民的阶
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级观念和民族主义情绪； 推动了民众意识的整合以及对新政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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