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
与边区社会发展

黎见春

内容提要 改变落后的社会环境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各种类型展览会的主要动

机。展览会内容涉及到边区生产建设、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方面。边区的展览会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和根据地特色: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动员贯穿

于展览会的筹备组织过程和展览内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

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了科学知识,更新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的了解;

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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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主题不一、形式各异的展览会,在当时这些展览会无论是对边

区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持久抗战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关注,近年

开始有学者关注,研究者主要从生产展览会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事实

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展览会类型非常丰富,除了生产展览会外,还举办了文化艺术、医疗

卫生、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展览会。展览会是边区社会生活的缩影, 中国共产党通过展览会这个平

台,进行了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有力地配合了边区当时的中心工作, 推动了边区社会的发展。本

文主要就陕甘宁边区展览会缘起、展览会与社会动员以及与边区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

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态与展览会的缘起

在红军到达之前,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况,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极其落后,  是中国最贫瘠、长

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所以谈起这个地方,商旅  人人摇头、个个裹足!。应该说,陕

甘宁边区政府最初所处的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这种落后和恶劣的社会环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

边区本身的封闭和经济文化落后,二是边区的外部环境极为不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由于长期以来封建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连年

不断的战争的破坏,边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农业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农村金融枯竭, 致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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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敝不堪。在工商业方面,边区的  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和盐池、炭窑,

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外来纱布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 !。

边区初创时期不仅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且文化、教育、卫生状况也非常简陋, 曾任边区政府秘书

长的李维汉有这样的记忆:  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

文盲高达 99% ;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 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 穷人子弟入学无

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

达 60%,成人达 3%;全区巫神多达 2000多人,招摇撞骗, 为害甚烈。!∀林伯渠也指出, 边区的  知

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及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 再如华池等县两百

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 识字的人只占全 (边区 )人口的百分之一 !。& 边区政府成立以前, 全边区

医生只有 1200余人,平均 1200人一个医生, 且多为中医。巫婆神汉多于医生, 有 2000多人。延安

县统计,全县民众一年消耗于巫神的费用达 3000多万元, 有 278人死于巫神之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抗战初期, 由于日寇大兵压境,国共合作还算

融洽, 国民政府承认边区政权, 边区政府尚能从国民政府手中得到一笔稳定的收入。而且由于共产

党坚持抗日,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通过多种渠道向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捐款。因此, 外援成为 1937

年至 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占边区财政收人的 50%到 85%。( 1941年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在制造摩擦的同时,停止军费拨款,并且重新对边区进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各种外援渠道也

被切断,边区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时期, 边区军民基本的生活设施都难以保障,  曾经弄到几乎没有

衣穿, 没有油吃, 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靴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 从内部生态来说, 主

要是随着中共坚决抗战主张的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抗日力量不断涌入陕甘

宁边区,使延安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力量中心,因此, 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人数不断增加,抗日武装力

量也不断扩大。这种内外环境要求边区政府提供相对充足的物质资源以解决边区军民的生活和持

久抗战的需要。

面对边区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和严峻的内外形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忧心如焚, 毛泽东认为摆

在边区面前的路是三条:一是解散, 二是饿死, 三是动手。他说,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解散

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 战胜日本侵略者, 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39年 2月, 中共中央在延

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  自己动手, 生产自给!。1940年 2月,中共中央

军委向全军发出 ∃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部队  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一面学习!。毛泽

东号召:  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 自己弄衣穿, 衣、食、住、行统统自

己解决。!+

以什么方式来动员呢? 单纯的宣传、生硬的行政命令等方式段显然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对于当

时文化素养较低、眼界狭隘的民众来讲,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是他们普遍的心态,因此, 用群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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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乐见的方式,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为展品,来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就是一个宣传、教育、动

员民众的好办法。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展览会就是为鼓动民众生产、传播科学技术、提高文化

卫生水平、改变民众落后观念而举办的。事实上, 边区政府在发起展览会时就明确了这个意图,

 为着更广泛的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 ! ,  由此来探求怎样来改进边区的农业, 使落后的农业日益

前进化、科学化!。∀ 陕甘宁边区的各类展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的。事实上, 这个动机从

展览会的内容和类型就可以看出。据不完全统计, 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 陕甘宁边区举办大小展

览会近 70起。展览会的内容涉及到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防军事、妇女生产生活等

领域。其中关于边区工农业生产的 24起,文化教育的 21起,医疗卫生方面的 10起,妇女儿童方面

的 8起,其他包括军事、防奸、部队建设等方面。&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 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边区

军民的文化素质,改善边区社会生活,使之为持久抗战服务是边区政府举办展览会的主要动机。

二 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社会动员

举办展览会对坚持持久抗战和解决边区现实生存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为

了办好展览会,边区政府从展览会的筹备到宣传、从征集展品到组织展出、从展览主题的确立到具

体展览形式的选择,都密切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服务持久抗战这个第一需要, 进行了广泛的社会

动员, 实际上展览会举办本身就是一个边区社会动员过程。围绕展览会,边区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

来进行动员。

(一 )筹备组织过程中的动员

筹办展览会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件大事,尤其是一些全地区性的大型展览会, 都是在边区政府主

持下, 动员各方面力量完成的。 1938年举办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筹备委员就有包括边区

党政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在内各方面负责人共 43人。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征集展览物品,筹委

会分别召集延安各工会委员会小组长联席会议动员大会,并举行个别谈话, 使大家充分了解举办展

览会的意义。为筹备第一届边区农展会, 边区政府专门制定了 ∃筹备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

举行计划纲要%和 ∃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宣传大纲 %两个文件,对筹委会如何举行筹备、动员

民众参展的动员方式、举办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意义的宣传等作出专门的指示, 提出:  不论各级
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都要把这个工作认为是自己本身工作而作出深入的讨论, 并且在每个议程上

把它列为首要的工作 !,  各机关团体展开各种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去动员广大的群众热烈的参加

这个展览会。!∋1944年 7月,为了更好地举办边区  建设展览会 !,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发出了 ∃关
于筹备展览会的指示信%,对展览的时间、内容、注意事项等有明确指示:  各分展单位接此指示后,

应在一个月内制定展览计划和预算, 报告本府备案 !。要求:  各级政府机关学校, 应以展览会为推

进生产的重要办法,在筹备期间,应加强工作检查与推进。!(边区参议会与政府联合作出了 ∃关于
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的决定 %。并由边区政府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调集展览会工作人员、征集展品、选择会址、布置展览等各项工作。

展览会能顺利开展,与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广泛动员分不开。边区政府为办好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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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大小的宣传队,利用一切办法, 如讲演、唱歌、化妆宣传、街头戏剧等, 并利用群众的各种集

会、庙会,或下乡作更广泛的宣传。这些宣传工作一般与其他抗战动员工作 (如边区议会的选举、

秋收运动、自卫军的检阅等 )同时进行,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极大地鼓励了边区军民参加展览会

的热忱,很多群众响应政府号召,从几十几百里外, 带着自己生产的产品,交给政府,精神感人至深。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开幕式的讲话提出:  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两包面送来

展览,这对打日本大有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 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 由于边区

政府高度重视,并举行认真的筹备,使每次展览会都收到极好的效果,从动员民众参展、促进了边区

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角度讲,每一次展览对群众就是一个很生动的教育, 也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

(二 )以生动鲜明的展览形式吸引民众

为了更好地激励民众参加生产和社会革新运动,政府在举办展览会时非常注重展览举办方式

的选择。

第一,运用前后对比展示进步的方式,使人民了解到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如 1943年边区生产展览会就运用了大量的图表,  各种图表有边区阶级变化统计表、开

荒面积统计表、耕地面积统计表、植棉统计表、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成绩比较统计表等近百幅 !。∀

这些图表直观地说明了一年来, 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方针指导下, 生产建

设各方面的进步和成就。展览会还用实物对比,说明社会的进步, 如绥德分区王家桥乡开小型展览

会,展览会上,  一样是王明贵家婆姨在旧社会讨吃穿的破皮袄, 一样是王明贵婆姨现在织的两匹

好布和戴的银器,真叫人一看就看出:以前和现在, 真是两个时代, 在新政权下边, 穷老百姓翻了

身! !& 1944年延安市展览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的进

步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两年来延安市的进步和发展, 参观的群众说:  今天会上陈列的东西,以往在

延市上没有的,这说明我们的进步。!∋正是这些直观的对比,使民众对边区的前景充满无限的信

心,从而更加积极主动投身边区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改造运动之中。

第二,以实物与文字图片相结合的直观方式增强效果, 达到动员教育民众的目标。如 1943年

的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展出的展品有 230多种, 包括蔬菜类产品 32种、衣服类 12种、手

工业类产品 72种,还有畜牧类、矿产类、种子类、土药材类产品近 3000件。除了丰富的实物让参观

者大饱眼福之外,更有各种图表和照片。据当时的记者描述:  展览室四壁张贴各种图表,如农业

生产之总数字,如纸厂质量增高之绘图,如各机关丰衣足食之比较图,如各机关粮食节省之比较表

格等, 图表设计、色彩,均别出心裁,颇得观众称道。!( 1943年陇东分区生产展览会,展出各类产品

非常齐全,当时的参观者这样描述:  米棉瓜菜、纱布绸缎、煤炭钢铁, 一应俱全 !,  最值得一看的,

是各类美术图表。这上面有边区农工业发展的情形,革命前后人民生活的比较,以及各种大画、连

环画。如:刘玉厚、马柸恩的故事,二流子的转变等。!)实物与文字图表相结合生动地展现了边区

军民在艰苦岁月生产建设的成就,这种直观的方式对文化程度很低的民众来讲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和极大的感召力。

第三,展示成绩与奖励模范结合进行,培育劳动光荣的观念。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之所以越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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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于每次展览都非常重视展品的评定工作。边区每举办一次展览会, 都评定展品等级,确定奖

励名单,给予荣誉与物质的奖励,表彰各种类型的英雄模范。如 1938年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

览会, 评出了一批个人和团体劳动英雄, 毛泽东在奖状上题字, 称他们是  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

得奖的个人和团体高兴得了不得,纷纷表示:  我们还要努力, 更加努力下去。! 1939年边区农产

品竞赛展览会,获奖农民 2000余名,获得特等奖的有 5种人, 第一种是开荒最多、种地最广的劳动

英雄, 第二种是牧羊最肥的农民,第三种是棉花产品最好的种植者,第四种是纺纱织布的女工们,第

五种是种了很好谷子的农民。∀ 1943年边区政府将劳动英雄大会及生产展览会两大盛会同时举

行, 3万多群众热烈参加, 200多劳动英雄受奖。展览会给劳动英雄极高的荣誉,在主席台悬挂有吴

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赵占魁、郭凤英等劳动英雄的肖像。  在喧天的锣鼓声中, 劳动英雄们

被沿途的群众不断投以羡慕、赞美的言辞 !。& 会后, 毛泽东接见了 17位劳动英雄,  与冯云鹏、安

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李长青、梁显荣、刘玉厚谈变扎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 与李位谈

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 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 !。∋ 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励了民众投身

到生产中去,为抗战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 )配合中心工作、动员激励民众

战时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抗日的大后方, 也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模范根据地。

作为大后方,为持久抗日, 需要为前方抗战提供充足的衣食武器装备;作为模范根据地,需要在工农

业生产、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楷模。为此, 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

来动员民众、激励生产和文化建设,而边区各种类型的展览会就是为配合当时边区的中心工作而举

办的。如 1938年 9月, 武汉保卫战已经进入到关键的时期,日寇正准备包围西北夺取西安, 而进攻

边区, 所以动员全边区一切抗战力量保卫边区、保卫西北, 成为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  因此为了

奖励边区农村生产,改善民生, 保证战时的粮食自给,以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边区的 −边

区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 ,就是应着这个需要而举行!。( 展览会举办日期, 正是边区首届议会成立的

日期, 不仅边区党政军领袖在此聚会,中央政府派人视察边区及全国各界闻人名流前来边区视察参

观,因此展览会的举办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如 1939年 5月举办的边区工业展览会, 重要的原因

是  中共中央为倡导边区工业生产,确立抗战国防建设, 最近决定在延安举行边区工业展览会 !),

举办工业展览会就是要使边区工业发展成为全国的模范,推动全国工业。另一方面, 谋边区工业与

全国取得密切联系。∗ 1940年举办的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是  有着总结与检查一年来生产的收获,

及动员与推动一九四〇年生产建设计划实施的重大意义 !。+ 1941年  三八 !展览会, 就是为了配

合庆祝  三八 !妇女节,宣传妇女解放,展览会的内容有  妇女与儿童 !、 妇女生产的成绩 !等实物、

图表、照片。 1943年举办的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边区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留守兵团直属

队生产展览会、边直生产展览会、边区工农业展览会等配合  大生产运动 !, 检阅生产成就,展现新

民主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正是由于边区各种类型的展览会密切配合当时革命中心工作,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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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军民的战斗生活,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协助,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展览会才越办越红

火。

三 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一 )展览会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展览会在展示边区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艺术各个方面

的成绩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边区军民投身生产建设的热忱,推动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

业的大发展。

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之一。边区的展览会独特示范作

用刺激了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仅以农业生产为例:粮食产量, 1936年与 1944年相比, 由 103

万石增至 200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棉花产量, 从 1940年到 1944年,增长了十几倍,棉田由 15000

亩增加到 30万亩,产量达到 3000万担,可织三八布 150万匹,已达到边区需要的 2 /3。畜牧业, 以

1938年与 1943年相比,羊由 76万只增至 203万只,牛由 10万头增至 22万头, 驴由 7万头增至 16

万头。 1944年, 粮食产量除去军民用粮, 可节余 28万石,粮食生产基本上达到了  耕三余一 !,有的
地方达到了  耕二余一 !。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火柴、袜子、陶瓷、纸烟、铁铣等已能全部自给或

部分自给。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给水平的提高,农民的负担逐年减轻, 1943年征收公粮 18. 4万石,

占收获量的 10. 16% , 1944年征粮 16万石,占 8. 83% , 1945年征粮 12. 4万石,占 7. 75%。 这些

数字有力地说明了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  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口号,努力所取得的成就。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之一。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为从根本上改变边区的面貌, 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展览会也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据 1944年边区第一届文教展览会的统计: 全边区民办学校 555处, 连公办的完小中小普小共 1081

处,中等学校 6处,大学有延安大学和医科大学,干部学校有中央党校和抗大,另外还有民族学院及

日本工农学校。全边区有秧歌 994队,音乐班 114班, 皮影 62班, 旧戏 25班,地方职业剧团 7个。

其中 1500人有一所学校, 450人有一个读报识字组, 1500人有一秧歌队, 每 70人有一份定期的报

纸,每 770人有一名通讯员。这些数字演示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而展览会在这一发展

历程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

(二 )传播科学知识,改变民众价值观念

陕甘宁举办展览会之所以为群众喜闻乐见,就在于它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传播科学文化

知识, 使民众从展览会中获得教益。每一次展览会就是一个生动的课堂。一般来讲,农民富于  保

守性!, 他们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展览会却是一个教育农民群众的最好场所。正如陕甘宁边区

农产竞赛展览会宣传大纲所指出,  因为我们不但征集了各地各种各样的产品,不论是农业、园艺、

畜产、副业、林业、狩猎品等,在这里做一个优劣的竞赛与展览,而且这也是一个广大的集市与一个

规模宏大的物品介绍所,要是所参加竞赛物获得了奖品声誉,就可以高标市价以求善买,广开销路,

以教育群众激励群众,改良产品,提高生产以达到改善民生, 发展农业 !。∀ 很多农民就是通过展览

会,知道了如何改进耕作方式和改良品种,使边区生产不断发展。因为  它自始至终, 都抓紧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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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代表, 对他们灌输改良农业和手工业的知识 !。 如 1940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次边区工

农业生产展览会,  便可见到铅印的植棉小册, 内容也根据气候与土壤各方面证明边区某些地区植

棉的可能,以奠定人民植棉的信心,同时并具体的指出与解决了选种、种棉、施肥、培土、剪枝、收获

种种问题,内容详细具体, 不但鼓励了边区棉业和种植, 并给了广大群众以一般农作物常识的教

育 !。∀ 展览还与技术座谈相结合, 开展交流与汇集工农业的生产经验的活动。展览会经常邀请

农村有经验的老农和工厂、作坊中技术熟练的工人现身说法, 介绍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推广先进

的生产技术。与各方面人士进行交流, 成为展览会的又一种深受群众喜爱的形式。

展览会还传播了科学知识,改变了人们落后的观念,尤其是一系列卫生医疗展览和妇女生活展

览,使群众大开眼界, 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如 1940年妇女生活展览会, 对妇女生理、婴儿

受孕、妇女生产、产后保养等知识,由专门的讲解员对参观的妇女进行讲解。此外, 对怪胎、胎衣及

妇女生理上所需要的物品与药品也进行了说明,使参观的群众深受教育。 1942年中央医院三周年

纪念展览,对怎样预防霍乱传染,怎样治疥疮, 寄生虫是怎样生存的,以及像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应

怎样治疗等以图表的形式作了介绍说明。 1943年举办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对牲畜的喂养 (如饲料、

品种、疾病预防和简单处理等 ) ,农产品的改良和耕作方式的改进等进行展览。这些科学知识的传

播,改变了民众传统观念。

(三 )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了解的渠道

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陕甘宁边区闭塞的交通,外部世界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缺乏了解,视之为神秘之地。边区展览会就提供了一个外部世界了解边区社会的平台。一些外国

友人通过展览会了解了边区的真实情况, 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的事

业所感动。 1944年 12月国际友人在参观了边区部队建设展览会, 看到边区部队的粮食、蔬菜、被

服和其他日用品均大部能生产自给, 他们说:  你们能这样克服困难, 食用都自己解决, 这样艰苦的

军队是少有的。!  这个极优美的展览会,仅仅是展开了走向这非凡的地方与人民的真正 −宝藏 .的

大门。!&一位盟国友人在参观留言薄上写道:  我曾经在 −自由中国 .的九个省份走过, 可是从来没

有看到像这里 (边区 )的惊人的成绩。你们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有如此成就, 我们是应该向你

们学习的。!∋印度援华救护队成员巴士华先生,曾参加百团大战, 亲临火线, 拍摄了 500余幅珍贵

的照片,先在延安举行了百团大战照片展,其后寄往印度,广为宣传,使外界了解了敌后军民英勇抗

敌的真实场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正是通过这些展览会,使很多国民党人改变了对共产党和边区的看法, 也为共产党在艰苦条件

下致力国防建设、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一位国民党军官参观了边区建设展览会后说:  我是边

区人, 听到边区的一切,但总没有亲眼看过。这次参观了八路军的展览会后,给我的印象太多了,我

同情, 我兴奋。我觉得一个荒凉落后的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发展到这样,如果领导全中国, 将

有我想不到的进步,展览会上的展品, 可以气死那些封锁边区的家伙。!(国民党将领邓宝珊、续范

亭参观了 1943年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和生产展览会, 邓宝珊称赞了延安几年来生产事业的进步, 并

说:  能与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等握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续范亭说: 向劳动英雄代表致敬,

比向老师行礼、向家长行礼都要快乐, 他们才真正是人民的代表。  我五十岁了, 第一次才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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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

(四 )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改造

边区的展览会一个重要成绩是通过直观的方式,让很多人感受到劳动的成绩和快乐, 尤其是每

次展览会都要评出一批劳动英雄这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使大家感受到只有凭借自己

的双手辛勤劳动,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面貌。劳动光荣的观念得到空前的强化, 就连往日的二流

子,也一改原来游手好闲的毛病,积极参加边区建设之中。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  生产运动的巨
流把成百成千的二流子也卷了进来, 这给边区生产劳动军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力量。今年全边区共

有二流子六千四百二十四人,现已转变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达四千五百多人,边区三分之二的二流

子都转变了,而且三边还出现了二流子当劳动英雄。!∀ 到 1943年初, 旧有的 3万多二流子绝大部

分是自觉的变成了好的劳动者,二流子的转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一方面, 为边区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劳动力,另一方面, 不被特务、土匪所利用,消除了边区乡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正如毛泽东

所说, 二流子的改造,  不但增加了劳动力, 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 取得人民的拥护, 巩固社会的安

定 !。&

边区展览会还促进了妇女解放, 使其广泛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大量展览会宣传了妇女生

产的成绩和女劳动英雄,对长期受压迫的广大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展览会对纺织技术的介绍

和演示,推动了妇女纺织运动的蓬勃开展。陕甘宁边区一个模范村的妇女主任说:  一个小展览会

比开十次妇女会还顶事。这类小规模的展览会是发动妇女生产的好方法。!∋此外, 展览会对医疗

卫生知识的传播、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推介等对更新边区民众观念, 促进边区社会改造也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展览会是边区社会生活的缩影。抗日战争期间, 陕甘宁边区举办了 70多起展览会, 展览会内

容涉及边区生产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总体看来,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展览会占半数以上,这充分说明,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在战争环境和困难条件下,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工作, 并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关于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展览, 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边区政

府注重改善和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 注重从精神上解放民众。边区展览会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

陕甘宁地区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有力地推动了边区人民积极生产, 为持久抗战积累雄

厚的物质基础,同时, 极大地动员了民众, 扩大了边区的影响, 对边区社会改造, 边区社会的整体发

展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黎见春,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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