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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军、被俘

到郁郁而终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在陕
北安塞县城真武洞召开祝捷大
会，庆祝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
砭、羊马河、蟠龙大捷。5月14
日，会场上掀起了参军热潮。吴
满有当场表态：要求参军打胡
儿子（作者按——— 指胡宗南）！
激动的王震当场接受吴满有从
军。由于吴满有是“名人”，一参
军便被任命为王震的西北野战
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1948年5月8日，吴满有在
西府战役中不幸被俘。关于吴
满有被俘的细节，作家郝在今
的《中国秘密战》一书中引用了
当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干部梁济
的一段回忆：“这老兄当了高级
干部还是不改农民本色，作战
胜利，乘马驮满了缴获的布匹，
还不时下马拣拾战利品。部队
突然撤退，别人跑得快，吴满有
舍不得马背上的物资，结果被
敌军俘虏了。”

吴满有是俘虏中级别最高
的干部，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
露身份。吴满有被俘后化名王
文亮，被编入胡宗南的“爱国青
年训练总队”第五中队，在劳动
中被一个被俘的通讯员指认
出。胡宗南认为吴满有奇货可
居，用飞机将他送到南京。9月，
吴满有与另一被俘的中原军区
第5师14旅旅长杨经曲，由国防
部安排召开记者会。吴满有表
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

“深怀悔意”。不久，吴满有在国
民党电台三次公开发表反共讲
话。不过，1995年李锐发表文
章，认为吴满有没有叛变。他指
出，国民党在广播时做了手脚。

“我是吴满有”第一句由吴满有
说出，后面的反共内容由青训
总队第一大队训育干事王铿清
代讲。三篇广播词和吴满有等
脱党宣言，以及吴满有受优待
的照片被青训总队的刊物《爱
国青年》编了“吴满有专号”，用
飞机在解放区散发。吴满有“叛
变”的消息，一时间传遍解放
区。无论吴满有是否叛变，从他
被俘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生
命已经结束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
民党在撤退之前，释放了吴满
有和杨经曲。1950年3月，吴满
有被送回延安县柳林乡。不久，
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党
员大会，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
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是个热
心人，他曾从新疆派人来接吴
满有到新疆去，遭到吴满有的
拒绝。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
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
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
个人不入社。他一个人在延安
放羊。吴满有曾三次给党中央
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
回音。1959年3月，66岁的吴满有
郁郁而终。

延安是吴满有的福地。从
横山县的一个农民，到红极一
时的“劳动英雄”、毛主席的座
上宾，学而优则仕，耕而优亦可
仕。当他离开延安后，由一个大
英雄变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
经过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之后，
吴满有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

如果吴满有没有参军，没
有被俘，他会不会是第一个陈
永贵？结果不得而知。毕竟，历
史不容假设。 据《同舟共进》

从逃荒灾民到劳动致富

吴满有，陕西榆林横山人，
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
园。初到延安，吴满有终年劳作，
却一贫如洗，吃糠咽菜，饿到啃树
皮，死了老婆，卖过女儿。

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
满有分到土地后，勤劳发家，丰衣
足食，成了劳动致富的典型。他总
结自己发家致富的经验：“我没有
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吴满有
在全村起得最早，睡觉最晚——— 天
没亮就上山放牛，天黑了才从地里
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却到
处去拾粪。庄稼出了苗，别人怕上
山，不锄草，或者只锄一次，他却至
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
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粮
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1/6。他还不
断开垦荒地，扩大耕种规模。1942

年，吴满有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
亩。吴满有不仅种田好，还会经营
副业，牛羊养得最好，经常对放牛
娃讲一些畜牧知识。他还广种果
树，种柳条编筐子。吴满有发家后，
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
时还雇用短工。

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
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
的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为了战胜
困难，1942年初党中央开展大生
产运动。1941年，吴满有家共收粮
食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000
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元。吴
满有致富不忘共产党，带头多缴
公粮，而且积极购买政府公债。他
自己是抗属，却不但不要优待，还
出任优抗主任，优待其他抗属。在
大生产运动需要先进人物鼓舞士
气的背景下，吴满有自然成为宣
传的重大典型。

对今天不少读者而言，吴满有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在抗战时期
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毛选》、

《邓选》中被多次提及，还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边区农业战线的“吴满
有运动”和工业战线的“赵占魁运动”，使两人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两面
旗帜。吴满有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毛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红色英雄”，却在1948年的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俘
虏，国民党电台发表了他的“反共讲话”。最后，吴满有被开除党籍，身
败名裂，郁郁而终。他昔日的“辉煌”，也在建国后很少被提及。从大英
雄到战俘，吴满有书写了戏剧般的人生。

中国新闻史上

第一个“典型报道”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
发表了记者莫艾的长篇通讯《忘
不了革命好处的人——— 记模范劳
动英雄吴满有》，报道了吴满有通
过艰苦奋斗最终过上好日子的故
事，这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
典型报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此前的报道均缺乏有组织的各报
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口径，更没
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相比而言，

《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扬是党
报史上首次大范围、有体系的典
型报道。莫艾等人的做法受到了
毛泽东的肯定和表彰。于是，边区
的典型报道蔚然成风。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甚至
整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学习
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热潮。1943年2
月24日，安塞县的劳动英雄杨朝
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与吴
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吴满
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
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
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吴

满有在信中说：“我想，只是在你
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
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
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只
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
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

这件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
区政府的重视。贺龙到基层调研，
发现两位劳动英雄争夺粮食高产
的比赛，觉得很有意义，立刻向朱
德总司令汇报。朱德即向部队推
广两人开展劳动竞赛的事迹。陕
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农
民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
的热潮。1943年，包括毛泽东在
内，边区政府每个人都制订出一
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
女同志在家纺线。吴满有因此在
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
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
长等职务。

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
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
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
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
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
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座上宾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宣
传的“农民明星”，其言行水平
远远高于一般农民。陕甘宁边
区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首
先就出自吴满有之口。

吴满有是一位有政治头
脑的农民。1943年春节后，《解
放日报》发表吴满有给毛主
席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主
席代耕。吴满有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
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
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
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
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
最痛快的事。”毛泽东接受了
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
每年都把最早最好的一石麦
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
央办公厅。

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
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
给中央办公厅，自己一点也
没有留。大年初一，吴满有一
家节省地吃着糠窝窝。村里
的乡亲们感动得都流了泪。
吴满有一家交的公粮竟是
全村一半之多。当吴满有得
知毛主席爱吃辣椒时，就用
向阳的好地专门给毛主席
种了一块辣椒。到秋后，吴
满有还把种在地畔上的南瓜
送给毛主席尝。毛泽东也多

次给吴满有写信，或邀他去
交谈，帮助吴满有总结经验，
制订生产计划。同时，也了解
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
题。他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
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
送到吴家枣园跟吴满有学农
业劳动。毛岸英在延安生活
了14个月，其中7个月是在吴
家枣园度过的。毛主席把孩
子送到自己家，让吴满有受
宠若惊。他让毛岸英和自己
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热炕
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
下，说是为他们两个人在门
口挡风，其实是为了毛岸英
的安全。在跟吴满有拜师务
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学会了
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
活。吴满有见毛岸英学种田
吃苦出力，便心疼地让他慢
慢来。其间，毛泽东把吴满有
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
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
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
们农民一样了。

1946年，吴满有家生产粮
食60多石，交公粮50石，羊40
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
个边区的“状元”户。毛岸英
走后，吴满有很是怀念他，常
自言自语说：“这里有毛主席
人家娃娃的功劳啊!”

从大英雄到战俘
延安“农民明星”的陨落

新富农政策的

“标杆式人物”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
家致富也会引起非议。因为
吴满有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
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
经属于富农。有人致信《解放
日报》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
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
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
向。为了回答这种质问，进一
步为大生产运动扫除思想障
碍，《解放日报》发表了复信。
复信明确指出：“当前需要发
展富农经济，同时要保护雇
农，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
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吴满
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党员，同

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他是
“革命的富农”。对他们的经济
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
党风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
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
为光荣的糊涂思想残余。

党的新富农政策的确经
过了一个从提倡、鼓励到限
制、消灭的转变过程。按照党
的土改政策，在新起点上生
产发家的新富农应该是农村
发展的方向。毛泽东通过吴
满有，深化了对新富农的认
识，为党中央制订新富农政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
在谈到新富农时，把吴满有
作为典型提出要保护，吴满
有也由此成为解放区新富农
的“标杆式”人物。

. 延安艺术家

竞相创作的对象

吴满有红了，成了艺术
家们竞相创作的对象。

1943年2月6日，春节刚
过，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青
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三位
劳动英雄座谈会，模范农民吴
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模范
机关生产者黄立德先后报告
了翻身、生产的情况。与会者
都很激动，诗人艾青即兴写了

“欢迎三位劳动英雄”的诗。艺
术家们一致表示，要接受劳动
英雄们让他们“到农村去，到
工厂去”的意见，着手创作反
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

座谈会后，艾青来到吴
满有的家，同吃同住，体验生
活。3月9日，《解放日报》整版
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
有》。这是一首用陕北通俗口
语写成的民歌体叙事诗，将
吴满有描写得栩栩如生，亲
切自然。

后来成为中国新版画大
家的古元，在抗战时期也创
作了描写吴满有的版画作
品———《向吴满有看齐》。解
放区的烟厂，曾专门生产过
一种“吴满有”香烟。延安的
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
队”。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
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
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
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
选择当“明星”，吾宁说是选
择了他作“明星”。

⒈

11994488年年99月月，，吴吴满满有有((右右))与与杨杨经经曲曲((左左))在在南南京京国国防防部部政政工工

人人员员的的陪陪同同下下，，举举行行记记者者会会，，交交出出一一份份事事先先写写好好的的自自白白书书。。

11994488年年99月月，，被被幽幽禁禁的的吴吴

满满有有，，吸吸一一口口香香烟烟，，表表情情默默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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