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的重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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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山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
随着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展开，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纠正“左”的错误的
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受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理论的影响，特别是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
住纲》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
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言论，设下了新的禁锢，中山县纠正“左”
倾错误步履艰难，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时，遇到了很多思想阻力。有些人对
落实干部政策缩手缩脚，认为党组织作了“结论”的不能动，上级领导讲过
的不能改。有的干部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建立生产责任制，不敢理直气
壮地去抓，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过去所批判的。许多问题仍然按照“文化大革
命”以来的办法去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使拨乱反正工作难以全面开展。
1978 年 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文章，强调指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发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七、八月之后，真
理标准讨论在广东省初步开展起来。中共中山县委领导听取中山县委宣传
部对当时干部思想状况的汇报，敏锐地认识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
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尖锐的政治方向问题，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
的流毒，恢复和坚持我们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推动“四
个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10 月 2 日至 3 日，中山县委
常委召开了由县的部委办和公社、镇党委负责同志共 60 多人参加的真理
标准问题讨论会，在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真理标
准的论述的基础上，中山县委正副书记 3 人、县委常委 3 人带头发言，联
系“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山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实际，批判和清算极左政
策的危害。陈振光联系农村工作状况，说：我县农业学大寨，做了不少错
事、笨事，盲目推行大寨式民主评分，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践检验这是
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是不正确的，不能再搞下去。中山县委带头发言，
冲破了禁区，使大家很受启发。会议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这些年来，这个问题被林彪、“四人帮”
搞乱了，他们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流毒所至，不仅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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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给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现在，我们
讨论这个问题，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真正高举毛主席
的伟大旗帜，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需要，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会议强
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说要以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中山各项
工作的开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抓好
经济工作，调整国民经济，落实好侨务政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经济，抓
好经济工作。在加快农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用总结经验、
典型对比等方法，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进一步肃清极左理论的流毒。学
习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思想活跃，各抒己见，在如何推进中山县现
代化建设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归纳了三条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上，弄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领导要带头，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一边讨论，一边联系实际，同时提出拨乱反正的意见，效果立见。
为了更好地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向深入，培养骨干，根据中山县委的
安排，10 月 11 日至 14 日，中山县委宣传部和党校联合召开宣传系统学习
讨论会，各公社、镇党委宣传委员和县部委办政工组长、各大厂和重点学
校宣传干部共 63 人参加。针对部分干部担心“反对两个凡是，会不会被当
作砍旗”的顾虑，会议宣布，讨论真理标准坚持“双百”方针和“四不主义”，
即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记入档案）。这样，参加
学习的干部都能解放思想，提出了很多问题，使长期禁锢的思想，如决堤
的洪水般倾泻出来。大家在讨论中说：“两个凡是”是个人迷信的继续，是
禁锢头脑的“左”的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再迷信“语录标
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随后，讨论很快在县属机关和 90%以上的公社、镇开展起来。至 1979
年 2 月，各单位共组织讨论会 592 场，参加者达 5.7 万多人（次），还通过
编印宣传学习资料、上辅导课、广播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使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高潮。各级党组
织紧紧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关键，密切联系当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干
部政策，发展农业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际，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和
唯心论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等方
面划清界限，分清是非，拨乱反正，不断肃清极左理论的流毒。广大基层
干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敢于从本社、本生产大队、本生产
队的实际出发，提出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具体措施，因地制宜调整生
产布局，发展多种经营，既抓粮食，又抓经济作物，一手抓粮，一手抓钱，
敢于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各公社为前几年被打成“暴发户”、“庄园
主”、“黑旗手”的 60 多个富裕农民平反，向他们公开道歉，经济上该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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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进行退赔。对那些在全面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从事家庭
副业而迅速富裕起来的社员，公开给予表扬和宣传。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
第二生产队农民黄新文一家，不仅积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且努力
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1978 年全年纯收入 6000 多元。过去，在“四
人帮”推行的极左政策的干扰下，因黄新文家庭副业的收入超过集体劳动
分配的收入，埒西二大队有些干部曾对社员的家庭副业采取限制的办法。
黄新文那时怕被扣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暴发户”等帽子，将自家副
业收入严格控制在 2000 元以下。后经过揭批“四人帮”，党的政策逐步落
实，黄新文打消了顾虑。由于劳动致富成绩突出，黄新文被评为先进生产
者，参加县三级干部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并在会上介绍经验。这件事经
报纸和广播电台宣传后，在全县造成极大的反响，在广大农村掀起劳动致
富的热潮。许多农民家庭副业收入超过集体分配部分。一些侨乡社队，根
据邻近港澳的特点，落实侨务政策，搞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切实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打破了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
中山县各项工作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中山县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1979 年 8 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召集各地委宣传部长到中山石岐开
现场会议，交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中山县委书记在会上作了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有必要》的报告；板芙公社革委会主任在会上
作了介绍，通过对比本社几类生产队所走的不同道路，得出用实践的效果
来检验是与非的结论。他说：板芙公社里溪大队在文化革命前是一个先进
队，但在文化革命中依照“大寨式民主评分”那一套，搞贫富一拉平，结果，
用该队社员的顺口溜来说是：“种禾不生谷，种蔗盲公竹，养猪不生肉，养
鱼养到眼碌碌”。而四联大队顷二生产队 1976 年偷偷实行甘蔗联产责任制，
甘蔗亩产由 1975 年的 3.7 吨，升到 1977 年的 4.6 吨，升幅高达 24.3%。用
实践的效果来检验，就觉得走联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才是正确的脱贫致
富道路。
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越平作了讲话，认为中山县对真理标准的
讨论抓得早，效果好。会议肯定了中山县委重视这场大讨论，领导带头、
解放思想，联系实际的经验，并且肯定县宣传部门积极主动当好中山县委
的参谋和助手、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做法，“生动地说明了开展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何等重要！它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多么好的效果。”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现场会议，使中山县委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重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全县党员、干
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奔向“四个
现代化”。理论一旦为人们所掌握，以之来指导实践，就会变成无穷的力量。

在农业生产上，全县在大讨论中，积极调整生产布局，抓好科学种田；1979
年，全县推广板芙公社联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很快
得到落实。

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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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强烈希望能够改
变现行的农村政策。中共中山县委领导开始从中山县的实际出发，陆续对
农村政策进行大胆的调整。
首先是减轻农民负担。中山县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解决减轻社队和
社员负担的问题，让农民休养生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1978 年 1 月 5 日，
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意见（试
行草案）》之后，中山县委迅速将文件向农村干部群众传达，要求各级党
组织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贯彻落实。同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
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
要求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从各方面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根
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7 月 29 日，中山县委作出《关于贯
彻执行中央三十七号文件，坚决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决定（草案）》，强
调：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是“当前农村的重大决策”，“是调动农民积极
性，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关键性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中共中央 37
号文件作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任务，立即行动，不能等待观望；发动群众，
揭露矛盾，采取有力措施，落到实处，取信于民。中山县委并明确：“力争
在夏收预分前，把几项明显不合理负担作为第一批处理；兑现县主办的七
大工程不合理抽调非受益社队的劳动力所欠下的 18.3 万元，以及长江（水
库）工程欠下的 3 万元”。
随后，中山县委在港口公社开展贯彻中共中央 37 号文件试点工作。在
试点基础上，9 月 10 日，全县召开了有公社干部、农民代表和县机关干部
1000 多人参加的政策兑现大会，在会上宣布退赔、整改的意见：退回平调
生产队劳动力的部分欠款；回收和处理一批质次价高、不能使用或效能不
好的农机具，补回短秤水泥和化肥；退回少数拨给公社的民办教师工资；
补发应发未发的供销社、信用社股金分红；减收生猪收费，质次价高的中
小农具要降价处理，降低维修、管理收费和部分机械的出售价格，清退金
额共 103 万元，并在会上当即发给各公社《兑现政策通知书》，受到群众
的热烈欢迎。同月 11 日晚，全县召开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的广播大
会，将全县兑现政策大会的实况向全县转播，使中共中央政策进一步扩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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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县委强有力的领导下，大规模落实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政策的
工作在全县迅速展开。从各战线到公社层层发动，全面开展“四查”活动，
即查一查各级加重农民哪些负担；查一查为农村、为农业工作做得怎么样；
查一查影响农业大干快上的主要是什么；查一查落实整改措施、兑现政策
还存在什么问题。小榄公社从十个方面减轻生产队负担，包括：减收水利
费，增加公社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改革农田基本建设的组织形式，实
行受益工程联队合办的原则，谁受益，谁负担；对农具重新核价，将削价
2.8 万元退回生产队；低价收费或免费为生产队维修农机具，工交部门拨
出水泥 106 吨、钢材 40 吨、木材 152 平方米、水泥桁 5000 条、煤 136 吨
支持生产队的农田水利和蚕房建设；支持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以不赔不
赚的原则，为生产队供应猪苗、
“三鸟”苗、菇类菌种；建立和健全财务、
物资管理制度，堵塞财力、物力的浪费漏洞；帮助 12 个后进生产队发展
生产；增拨文教卫生经费，减轻生产队在这方面的支出，增拨金额比上年
增加一倍，达 14.5 万元；认真抓好清退欠款工作，全社已收回欠款 68 万
元，占总欠款数的 83.3%；办好社队企业，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农闲务工，
农忙务农，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至 9 月 10 日，全
县清退金额（包括实物折款）124 万元。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像及时雨般，
滋润着中山农村大地，使农民得到实惠，为农业复苏增添了活力。
第二项政策调整是改变生产管理制度。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社队干
部和农民强烈要求改变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方法，取消“大寨民主评分”
制度，推行包产到户。随着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深入，许多社队根据
自己的实际，暗地里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小榄公社埒西二大
队实行“任务、工分到组、组内活评到人”的方法；浪网公社推行“五小”管
理，农活实行“小段计划、小段排工、小组作业、小段检查、小段评分”，
计提报酬；板芙公社孖冲大队实行任务定额到人，多劳多得，同时，还执
行奖罚制度。这样一来，生产面貌马上发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孖冲大
队，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从 1975 年的 55.25 元，提高到 1977 年的 105 元，
人均月口粮从 20 公斤提高到 25 公斤。1976 年该公社的里溪大队粮食产量
不超过 400 公斤，人均分配不超过 100 元。1977 年里溪大队党支部推行“联
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在统一播种、统一育秧、统一耕田、统一时间施
肥杀虫、统一晒谷、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按产量计
提分配，超产部分为农民所有。实施了“联产到劳”责任制后，里溪大队
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社员收入增加。1978 年秋，中山县委、县革委会充分
肯定里溪“联产到劳”的经验，里溪很快成为各生产队的学习样板，对调
整农村政策、改变生产管理制度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根据这些大队生产变化的情况，中山县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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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从 1978 年下半年开始，
《农村工作简报》陆续刊
登有关劳动管理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上述这些大队的做法。9 月下旬，
中山县委专门召开社队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经过讨论，会
议明确：一、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
作业组，需用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五边地也可以分到农户，实
行产量计分，按比例分成；二、整顿物资管理，农艇和中小农具可以由农
户保管维修使用；三、整顿财务管理，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定期会审制度，
接受社员监督；四、整顿计划管理，把计划与社员的物质利益挂钩，将计
划指标落实到农户，分配指标与农户的贡献连起来。会议精神传达后，立
即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拥护。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条就是“推行生产责任制”。
在不准分田的前提下，中山县委提出的以“联工计酬分配形式”为主的生产
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长期以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迅速改变面貌。
此外，中山县委还调整了农业生产布局。中山县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是广东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但自 1958 年公社化后 20 年来，长期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整个农业生产要按照国家计划开展，农民种植什么受到很
大的限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说成
是“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是“资本主义道路”，导致农业生产路子越来
越窄，形成了以粮为主的单一生产经济。由于粮食生产投入大、生产成本
高、收购价格低，造成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中山县委办公室于 1978 年 8
月整理的《中山县粮食情况和有关政策问题的分析》指出：一亩甘蔗年收
入 320 元，还有化肥奖售；一亩香蕉年收入约 300 元；而水稻每亩收入仅
有 40 元；农民交售国家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按牌价收购，而供应给农民的
生产资料有牌价、议价、高价，增加了生产成本。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中山县委深刻总结人民公社化以来农
业生产的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贫穷，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
总体经济搞好，种什么，不种什么，要因地制宜，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1978 年下半年，中山县委从实际出发，在权力范围内，结合中山实际，对
生产布局进行初步调整，既抓粮食又抓经济作物，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扩
大出口贸易，一手抓粮，一手抓钱，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分配水平。
1978 年 6 月中旬，中山县委召开全县多种经营经验交流会议，中山县
委领导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刻不容缓，历史证明，什么
时候这个方针贯彻得好，农业发展快，工业发展也快，群众生活就好，市
场就活跃，人民就高兴。但从现在情况来看，几年全县春收小麦、油菜、
蔬菜都减产，荔枝、水果大多都减产。中山是鱼米之乡，但从年头盼到年
晚也吃不到一只鸡，水果店不是卖水果，而是卖蚊香、卖烂雪梨、卖烂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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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经济，不但要种好粮，而
且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
会议强调要全面清理和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重点研究多种经营有什么
障碍，有什么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受广大群众
欢迎的，都要敢于肯定和恢复，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为加强对农业生产布局调整工作的领导，中山县委决定成立多种经营
领导组，由县长李斌任组长；健全畜牧领导小组，由梁祥胜任组长。其间，
根据中山县委领导指示，中山县委办公室、农村工作部及有关公社，对如
何恢复和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写出《粮产
区农民为什么吃不饱饭》
《粮食生产单一的经济状况非改变不可》
《政策不
调整、塘鱼难发展》
《大胆拨乱反正、支持社员发展正当家庭副业》
《正确
对待农业、正确对待农民、正确对待集体所有制》，提出一系列建议，为
中山县委政策制订提供依据。
根据中山县委调整农业产业布局的部署，县革委会和计划、财贸、农
业等主管部门适时适度进行引导。一方面，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明确在
完成国家派购任务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将多余产品到农贸市场出售；育肥
鸡奖售化肥给到私人；生猪实行“购五留五”，留五部分由饲养户自由处理；
供销社收购黄豆价格，实行随行就市；允许聘请有经验的老农种植香（大）
蕉、菠萝、龙眼；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饲养母猪和牛，允许私人出海打
鱼。另一方面，制订好规划，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目标；鼓励发展专业
化经营模式，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抓好技术培训和科技经验交流；着力解
决种苗繁殖和孵化，搞好肥料、饲料和有关生产资料的供应；做大资金的
支持和投入，增加对多种经营的贷款；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
在中山县委这一重大政策的指引下，干部和群众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南朗公社仅用半年时间，就把家庭副业重新发展起来，近山
的农户上山采药，濒海的农户出海捕鱼捉虾，有养鸭习惯的大队，大养群
鸭，肉鸭的数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全社生猪饲养量达 29965 头。浪网公
社采取九项措施发展多种经营，小麦种植面积由 3500 亩扩大到 5500 亩，
冬种蔬菜 500 亩，饲养育肥猪 600 头，办好 29 间砖窑，烧砖 232 万块，
种植蘑菇 3 万平方尺，开展短途运输等。1978 年下半年，全县种下优质香
（大）蕉 7600 多亩、果蔗 300 多亩、荔枝 300 多亩、龙眼 150 亩、柑橘
橙 650 亩。由于建设起一个农产品出口基地，调整生产布局，多种经营得
到初步恢复和发展，尽管当年遭遇长期低温阴雨和寒潮台风的袭击，致使
晚稻收成受到严重影响，全县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 5.3%，但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增加 3.14%。
推进发展社队企业经济。1975 年以来，中山县根据广东省委提出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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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至 1977 年，全县社队企业员工有 6.2 万多人，
产值 1 亿多元，粮食加工场、副食品加工场、小砖窑、小型农机维修站、
铁木农具社等小型工业企业分布在各镇区，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
的作用。1978 年，通过对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中山
县委进一步加深对发展社队企业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8 月中旬，召开
全县发展社队企业经验交流会议。会议认为，农业要大上，离不开社队企
业的发展；要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中山农业资源丰富，社队工业发
展大有可为，可以搞农副产品加工，可大搞造船业，也可以进行外贸加工，
只要大家都来开动机器想办法，充分发挥中山的优势，奋斗几年，全县农
村工业必然有一个大的发展。会议要求，各公社党委要深刻认识发展社队
企业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下定决心，加快社队企业的发展步伐，按照
会议确定的“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大工业、
为出口服务，积极扩大商品性生产”的方针，因地制宜，做好社队企业的发
展规划，争取到 1980 年，全县社队企业产值达到 2 亿元。
会后，中山县成立发展社队企业领导小组，由李斌、何仲云、蔡恒顺、
李华、宫玉亭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充实加强社队企业局力量。工交、
财贸、外贸等战线通力合作，给予支持，将一批产品扩散到社队企业，逐
步将社队企业的原材料、资金、技术培训纳入全县工业发展计划。并开始
采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初步
建立和健全财务、物资、质量等各项规章制度，在生产方向上，跳出支农
型产业结构的格局，根据市场需要，拓展家用电器工业、电子、机电器材
制造、塑料制品加工、服装、家具等产业，使社队企业发展进入新时期。
1978 年，通过对农村工作的拨乱反正，中山县委大胆突破“左”的政策
局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使全县农村初步出
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迈上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1978 年 12 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佛山地委的部署，中共中山县委
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学习，拨乱反正，统一思想。佛山地委常委
肖志刚参加会议。
中山县委整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 1978 年 12 月 9 日开
始至 25 日结束，中间从 12 月 18 日至 25 日，中山县委常委根据参加会议
干部的意见，进行交心通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
整改措施。第二阶段从 1978 年 12 月 26 日开始，首先，中山县委主要负
责人代表中山县委作整风检查和整改意见的报告。接着是各小组讨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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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举行闭幕会。参加会议的共有 250 多人，分别是县直各部委、办、
局主要负责人；各公社、镇党委常委。整风会议初定的议题是：贯彻执行
党的十一大路线，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弄清中
山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以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
总方针，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促进安定团结，以适应全
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会议第二阶段，恰逢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发表，为整风学习明确了指导思想，为中山县
委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
言，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形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集中批判“左”
倾错误的会议。
会议先由中山县委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指出为迅速将全县工作重点
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把“文
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林彪、“四人帮”捆在
一起批，解决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
风，关系到中山县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希望到会同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帮助中山县委把作风整顿好。
到会同志热烈拥护中山县委开展整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决定。大
家一致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就无法开展现代化建设。当前，首先要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正本清源，
端正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路线。大家指出：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过程
中，总认为“左”比右好，总认为“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认为搞大队核
算，才是体现社会主义的集体优越性。1976 年又搞一大批大队过渡到大队
核算；在经营方向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
本主义来批，限制社队和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民吃了不少苦头。其次
是必须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四清”运动将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一大批
干部遭到残酷打击与无情斗争。“文化大革命”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
民主派思想”，许多基层干部挨整，大伤干部队伍的元气。到会同志强烈要
求，对长期以来“左”的政策进行彻底清理，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
中山县委常委交心通气会，根据与会干部提出的意见，结合 1978 年
12 月 23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从
几个方面总结中山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一是增强理论学习，
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过去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对错误路线识别不了，往往受骗上当。二是认真
改进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过去总认为“左比右好”；
“左”是方法问题，是
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左”一些可以少担风险，因而，做了许多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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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蠢事。三是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许多问题都
是违背实事求是造成的恶果。四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过去中山县委
存在“领导高明论”思想，凭“长官意志”办事，听不进群众的意见。中山县
委常委表示，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采取大胆果断和坚决的措
施，拨乱反正，认真整改，推动中山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人民群众
尽快过上幸福生活。
12 月 28 日，整风会议举行大会。中山县委书记李耀祺代表中山县委
作关于整改工作的讲话。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抓好党的干部和各种人员政策的落实。粉碎“四人帮”后，
中山县委就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群众被迫害的问题。但是问题解
决得还不彻底，要坚决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干部政策落实
工作，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尽快安排好平反后的干部的工作，要抓
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战备疏散”、“两退一插”、“清
理民办教师”等案件的审查工作。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倾”、“整
风整社”、“四清”运动的案件，有申诉的要受理，没有申诉、明显错误的也
要妥善解决，冤假错案要平反，对受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要切实解决他
们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的问题。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学非所
用的科技人员归队，做到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山县委决定
加强对落实政策的领导，由李耀祺、刘文耀、谢明仁、李斌、陈振光、吴
运光具体负责，各公社、各战线也要相应成立专门机构，党委主要负责人
要亲自抓，各有关部门要顾全大局，尽快办理落实政策人员的家属安置、
住房、粮食和户口等问题。
与此同时，做好干部的生活福利工作，关心干部、职工生活，复办中
山干部疗养院，恢复干部健康检查，兴建干部、职工宿舍，建立干部年度
评比奖励制度，成立“老干部工作组”，做好老干部管理。
第二，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四个现代
化，首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不上去，就要拖其他现代化的后腿，农业要
上去，一定要努力调动社队干部的积极性。要尊重生产队在生产、分配、
交换等方面的自主权，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实各项生产责任制，采取
什么计酬形式，应让群众讨论决定。干部报酬要与集体经济效益挂起钩来；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对粮食任务和其他派购任务负担过重的，
适当进行调整，让农民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社队经济，走农副工道路，实
行农副工并举的方针，在巩固提高现有企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重点新企
业和对外加工业；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的自留地要
恢复“四清运动”后期的水平，允许社员开垦零星荒地，屋前屋后果树归农
民私有，允许社员私人添置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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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好城镇工作。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镇工作越来越重要。
要做好石岐、小榄等城镇建设规划。要切实解决城镇住房、就业等问题。
工业现行管理机构已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按现代管理模式进
行改革，会后统一作出规划。进一步抓好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切实解决好
民办教师工资福利的经费来源，加强中医院、人民医院的建设，做好公社
广播站的发展工作。
第四，改进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为顺利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
还要学习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领导水平。二、一定
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常委带头创造一种让群众
讲话的民主气氛，打掉官气，以平等态度待人，允许鼓励干部群众提意见，
让人把话讲完，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
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基层，有事与群众商量，不搞特
殊化。四、改进领导方法，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中山县委的这个报告受到与会干部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中山
县委常委的整改，主要问题抓得住，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与会人员普遍受到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山大干快上有希望。会
议结束时，中山县委副书记谢明仁对当前工作作了布置，强调各级要深刻
领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抓好经济和各项工作。为 1979 年把党的
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山县委整风会议前后开了 12 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山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山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