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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通知”本不稀罕，但由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就不寻
常了。

1960 年 3 月 19 日下午，周
末，春雨绵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在正常的节目广播间隙，不寻常地
播出这样一条“寻人通知”：上海
沪光科学仪器厂的王林鹤同志注
意了，现有重要会议要您参加，请
听到广播后，立即与厂里联系。

“寻人通知”播了两次，随着
电波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 人们
纷纷议论： 王林鹤不是全国劳模
吗？他跑到哪里去了？不知是什么
重要会议要他参加？

原来，1960年初， 上海许多
工厂企业掀起了大搞技术革命、

技术革新的热潮。1960年 3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来上海视察。为支
持和鼓励技术革新热潮， 决定当
天在锦江饭店设晚宴， 邀请部分
革新能手参加。

上海市委请有关部门拟定
了一个名单，王林鹤也在邀请名
单之列。市委办公厅通知沪光科
学仪器厂，不料这天下午王林鹤

外出到一家机器厂取经，准备试制更高级的高压
电桥。厂里马上与机器厂电话联系，对方说王林
鹤已经回去了。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用手机发
短信、刷微信，怎么及时联系到王林鹤呢？情急之
下，市委办公厅请广播电台播放“寻人通知”。

王林鹤为何如此重要？原来，他在 1958年至
1965年间先后研制成功一万伏高压电桥等七种
电子产品，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空白”。1959

年、1960年，两次获上海市先进生产者称号。1960

年 4月，又被选拔为工程师，是从工人队伍中成
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科技人才。

1960年 1月 14日，《解放日报》 在头版头条
刊登“制成高压电桥 填补技术空白”的消息，报
道了王林鹤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百折不挠
攻尖端 、试验 371次终获成功的事迹，并配发社
论《攻尖端技术 攀科学高峰》。

著名作家巴金也拿起笔来，深情地写下散文
《王林鹤同志》，发表于 1960年第三期的《上海文
学》上。

3月 19日当天，《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地位
刊登王林鹤等人搞革新的长篇报道，还配发了照
片、评论。毛泽东同志抵沪前已看到报道，因而对
王林鹤印象格外深刻。

当时，王林鹤一心扑在技术革新上，不分昼
夜，没有休息天。3月 19日那天，王林鹤从机器厂
取经后，在回厂的路上经过一家常去理发的理发
店，猛然想起自己有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今天
正好有空，就进去理一下吧”。

闻名上海滩的技术革新“闯将”进店，怎能错
过这个当面请教的机会？服务员介绍，过去女顾
客来吹风，不问头发多少，总按规定的时间吹，往
往会吹痛头皮。现在他们想搞个“电吹风自动控
制器”，只要头发一干，电吹风就能自动停下来。

王林鹤是个雷厉风行的人，马上当场画起线
路图来。为集中心思，还将店内的收音机关了。草
图画了一张又一张，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一
直忙到晚上八时多。终于，一张“电吹风自动控制
器”设计图画好了———可也就是这样，王林鹤错
失了与毛泽东同志会面的机会。

但是，党和政府对技术革新“闯将”的重视一
点也没有“缺位”。当年五一前夕，138名首批工人
工程师名单登报公布，王林鹤名列榜首。接着，王
林鹤还得以进入上海科技大学 （现为上海大学）

学习，为工人群众知识化开辟了新途径。由此，为
他日后的再攀科学高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1至年 1953 年间的增产节约运动，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开支的平
衡乃至朝鲜战争的战局，发挥了不可低估的
影响。在上海，这一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

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新中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旨在应对
财政经济困难与战争需要的经济建设实践。

它的兴起有着特殊的国内外背景，呈现出鲜
明的时代特征。

在国内背景上，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
掠夺、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使我国的工农业
受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之时，整个国民
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许多工厂倒
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
民生活极其困难。

在国际背景上，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并互派大使。在苏联的带动下，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
巴尼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纷纷与新中国
建交，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不可
小视的力量。

但是，美国没有放弃反共立场。1949 年
1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我们不能同一
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 面对如此严峻
的形势，新中国“联苏抗美”便成为自然的
选择。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半岛内战爆发，

美国出兵干涉；27日， 美国海军第 7舰队侵
入中国台湾海峡， 企图制造中国的分裂。当
年 8月，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上
空轰炸扫射；9月底，美国地面部队全线进抵
三八线，并准备向中朝边境进攻；10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战略决策。

在此大背景下，财政经济困难成为困扰
新生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 为了走出困境，

人民政府作出了增产节约的决定。 大体来
看，新中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分为两个阶
段： 一是民众自发的劳动竞赛和生产捐献，

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号召的有组织的增产节
约运动。

民众自发生产捐献

先来看民众自发的生产捐献。

1949年底，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东北地
区开始出现了劳动竞赛。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为了响应抗美援朝的决定，民众自发行动起
来，增加生产、捐献武器。

在上海，民众情绪同样高昂。新中化工
厂的全体职工订出捐献长期计划，决定每人
每月增加夜工两天， 将所得工资全部捐献；

轮渡公司南陆、东东等线工友，把奖金也捐
献出来了。

当时，很多节日都以生产捐献的形式用
来庆祝。 私营荣丰第二纱厂周慧芳小组认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许多艰苦
斗争，烈士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大家得到幸
福生活。为此，大家决定在小组内加强团结，

搞好增产捐献， 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生
日。新华书店华东分店全体同志展开增产节
约捐献热潮，图书发行部推广科同志决定绘
制领袖油画像并义卖捐献。

上海一些民众还通过订立家庭爱国公
约等形式，来实践生产捐献。最先订立家庭
爱国公约的有闸北区农会大组长谢全山、普

善路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委员陈昌起等人。他
们先把全家成年人召集在一起，以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方式，检查每个人的缺点，讨论出
克服缺点的计划。

家庭爱国公约内容则因人而异， 包括
今后不烧迷信纸， 省下的钱过年时买鸡一
只、毛巾一条送军属；又如夫妻和睦、生产
发家，菜圃每天浇水二次（过去浇水一次）；

还有保证不赌钱、戒烟戒酒，以及每天学会
写字三个，等等。爱国公约订立后，夫妻之
间更和气了，生产更积极了，恶习也都戒掉
了。邻居们认识到订立爱国公约的好处，也
纷纷学他们的榜样， 订立了自己的家庭爱
国公约。

随着生产捐献活动不断高涨， 一些组
织、单位也积极行动起来。格致中学教工在
学期结束的时候筹备举办暑期补习班，并号
召全体教职工参加暑校工作。数学教师黄松
年的太太即将分娩，本想把暑校的一笔收入
列入生育费。后来他想到，今天能过上这样
和平幸福的生活，自己的太太能安宁地住到
医院去生育，都和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是
分不开的。于是，他责问自己：“志愿军为了
祖国不惜流血牺牲，我在后方为祖国多流一
点汗都不能吗？”

中央计划的中心工作

再来看政府发出号召后，生产捐献升级
为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

1951年 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
以及如何应对财政困难。 会议研判，1952年
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 必须要求各地从 11

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节约，

严禁浪费。

10月 23日， 毛泽东同志在政协一届三
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抗美
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增
加生产，厉行节约，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这一次会
议的中心任务。”由此，生产捐献正式升级为
增产节约运动， 成为 1951年底中共中央计
划的中心工作。

11月 7日，《文汇报》 发表署名文章指
出，苏联在革命之初，苏联人民可以说是精

疲力竭， 但苏联人民靠了什么能渡过难关，

恢复并发展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没有别
的， 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以俄
为师”这句话。

21日，《文汇报》进一步全面阐释增产节
约运动的原因，即为了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
的力量， 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支持前线，支
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不过分加重人
民负担的条件下， 保证对前方的物资供应，

就只有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但是，更重
要的是为了准备今后国家大规模的建设，积
累各种建设所需要的资金。

文章强调， 应该认识到，“增产节约”不
只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因为建
设人民国家工业化必须有不断增加的大量
资金。由此，学习苏联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积累资金，成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两大有力理
由，人们对运动的认识更具广度和深度。

在上海，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召开
大会，号召华东全党全军以实际行动来响应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为贯彻增产节约
而斗争。各部门应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
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消灭浪
费，降低成本，增加国家财富。

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成立精简
节约委员会，并决定全市中共党员干部学习
有关文件，以便在思想上保证增产节约运动
的开展。

在政府的号召下，各界积极行动起来。

华东纺织业联合会举行二届全会， 讨论
1952年度生产计划以及如何推广郝建秀工
作法。华东工业部拟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

以便经常持久地推动工作。 华东贸易部展
开学习运动， 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为增产
节约的主要目标。 华东纺织管理局举行增
产节约动员大会， 强调必须克服现有的浪
费现象，并进一步提出 1952 年度的增产节
约任务。

一些单位制订了增产节约的具体目标。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决定翌年增产节约
450亿元。

戏曲界各剧团考虑减少服装费问题。据
记载，各越剧团普遍开始改用旧服装。玉兰
剧团上演“白毛女”，在旧货摊上买了一大捆
服装来；少壮越剧团提出“清箱运动”的口
号，号召主要演员清理衣箱，把堆积已久的

服装取出来，能改的改，不能改的卖给剧团，由
剧团供给一般演员使用。

许多工厂还创造了生产新纪录和节约成
绩。 中央邮电部核定，1953年上海邮电二局业
务收入计划共为 2339.6亿元。 从 1953年 1月
至 8月的执行情况来看， 邮局已完成 1086.27

亿元， 为全年计划的 76.9%； 电信局已完成
737.34亿元，为全年计划的 78.64%。

华东海运管理局全体海员在增产节约号
召下，超额完成今年第三季度运输任务。以第
三季度运输计划为 100计算，平均每天装吨数
为 108.03；货运量较原来计划超 18.21%，总收
入超过总成本 37.22%，都超额完成任务。

改变积贫积弱形象

新中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国家经
济恢复和财政状况的好转、 国际地位的提升、

党员干部纪律的整肃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都
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增产节约运动确保了国家经济恢复
与社会发展。

到 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
长 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农业
总产值增长 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
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

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
改善， 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 70%左右，各
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 30%以上。1949年，财
政收入只及支出的 1/3， 不得不靠发行货币来
弥补赤字。1952年底， 国家财政基本实现收支
平衡。

同时，增产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
抗美援朝。停战协议的签订，一扫中国近代
历史上的耻辱， 彻底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
形象。

其次，增产节约运动推动了党员干部队伍
的整肃。

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党员干部，一要领导提
高生产，二要保持廉洁自律。毛泽东同志在政
协讲话发表后，就敏锐地注意到：党员干部中
出现了贪污浪费行为，这严重违背了增产节约
运动的初衷。所以，解决政府部门中各级干部
贪污腐化的问题，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
的任务。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 强调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官僚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讲，增产节约运动直接推动了在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
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再次，增产节约运动塑造了一种简约健康
的社会风气。

增产节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使工人千
方百计地节约原材料， 职员想方设法地不浪
费办公用品。同时，增产节约走进家庭生活，

集中表现为制订家庭公约、 保证节约粮食物
品、 戒绝恶习陋习以及邻里之间相互影响和
效仿，从而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简约、健康的
生活方式。

最后，增产节约运动使资本家真正抛弃了
幻想，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初期，帝国主义曾断言中国财政经
济困难共产党无法克服，上海的一些资产阶级
也认为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并暗地
里扰乱市场、哄抬物价。增产节约所焕发出来
的强大生产力，干部所做的积极表率，使许多
资本家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心悦诚服地敬佩中
国共产党及其为之奋斗的事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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