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共 产 党 在 盐 城 

农村变迁史之东台村史馆 
杨爱国 邹稳林(东台市委党史办，江苏东台，224200) 

人『人落于江苏省东台市五烈镇甘港村 
工 的 “中国·东台村史馆”，以独特的 

魅力闻名遐迩，自2009年底建成开放以 

来吸引了无数参观者，产生广泛影响。甘 

港村是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村史 

馆则以老村部为馆址修建而成。馆名由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题写。馆门两侧楹 

联：“开阡陌挺大地脊梁深树国本，力稼 

穑担小康重任克阜民天”，门额横书 ： 

“华夏根基”。 “农为华夏根基，民为国 

之根本”的深远寓意扑面而来。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工作 

领域，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农村工作，农业 

的发展、农村的建设以及农民的创造构成 

了生动的农村变迁史。全国反映农村题材 

的纪念场馆并不多，虽有一些村史馆，但 

大多仅覆盖一个自然村的历史。东台村史 

馆走出了传统的视角，放眼中国农村。它 

采用西柏坡纪念馆设计的建筑方案，主体 

建筑青瓦白墙、斗拱照壁，灰白基础色寓 

意普通、质朴、平凡，尽显明清江淮民居传 

统风格。馆内布展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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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媒 体 技 

术，全方位 

展示图片资 

料、劳动工 

具 、生活 用 

品的原始造 

型和特有内 

涵，多角度 

呈现农村 风 

貌 、农业生 

产 、农 民生 

活状况。同 

步建成网络 

展馆，以全新的视角、多元的触角展现村 

史馆风采。一座村史馆，浓缩了中国农村 

的沧桑巨变。上至远古时代，沿海先民的 

生存状态依稀可见。历经沧海桑田，农村 

的发展变迁、农民的命运随历史演进跌宕 

起伏。馆藏 2600多张图片 、5000余件珍 

贵实物，并配有 4450张图片文字资料辅 

以生动详实的介绍。还有一些独具特色、 

如今难得一见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办 

公设备以及地契、股票、印章、钱币等。这 

些穿越时空的一件件实物 ，一行行文字， 
一 帧帧图片，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农 

村发展的风貌。展览以新中国成立 6O年 

来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为主线，突出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就 ，同 

时具有苏北农村鲜明的个性特色。整个 

展览既有反映历史特征的广角资料 ，更 

有典型亮点的重点展示，可谓集万村于 
一

馆 ，聚甲子于一瞬，力求在有限的时空 

内体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在这些历史图片和实物背后隐藏着 

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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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烙印。旧社会，粗劣的生产工具和 

生活用具 ，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低 

下，农民生活的艰辛。抗战时期 ，农民备 

受日伪盘剥和掠夺，困苦不堪。解放战争 

时期，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支前 ，独轮车车 

轮滚滚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 

改革分得土地的中国农民实现了 “耕者 

有其 田”的千年夙愿 ，农民的喜悦写在 

一 张张笑脸上。50年代 ，党和政府领导 

人民走互助组合作社道路，兴办人民公 

社 ，在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激励下 ，进行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2年，地 

处黄海之滨的东台县，一个名叫刘阳春 

的农民带领一帮乡邻，在时堰区第一个 

成立了奠庄农业生产互助组，后成立高 

级农业合作社，他任社长。他积极探索科 

学种田，钻研农技，创造了水稻、小麦、棉 

花、绿肥两年四熟轮作制，开创了苏北里 

下河地区农业高产的新路。农民们亲切 

地称他 “金不换社长”。1964年，毛泽东 

发出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我 

国农村学习的榜样和旗帜，大寨人与天 

斗与地斗改造自然的顽强意志鼓舞着全 

国广大农 民 ，一场 “农业学大寨 ”运动在 

全国普遍推开。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改造河山的精神得到充分的激发 。 

东台县三仓公社新五大队在 60年代被 

誉为 “江苏 的大寨”，成 为全国著名 的 

“大寨式大队”。原来的新五村的土地是 

典型的 “盐碱窝”，共产党员顾存义 、常 

胜男迎难而上，立志征服盐碱 ，他们带领 

乡亲治沙改碱 ，改革耕作制度 ，硬是创出 

一 条新路 ，该地粮棉单产大幅提高，让昔 

日的 “盐碱窝”变成了粮棉仓。“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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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将中国人民带进动荡的岁月，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动乱中 ，中国农民 

在前进道路上徘徊着、思索着⋯⋯ 

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 民公社、 

农业学大寨、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村办 

工业的兴起及新农村建设⋯⋯站在展厅 

里 ，看着这些展陈物品和 图片 ，历 史被一 

页页翻过，眼前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 

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开 

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进程。 

包产到户 ，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将中国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农村改革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工业化道路 

提供了条件。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农村经 

济结构得到逐步调整，农村经济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农民 

从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社会迈进。随着 

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党的惠民政 

策的不断完善 ，农村正在全面落实科学 

发展观 ，广大农民正在向现代化社会主 

义新农村迈进 ，一大批现代化新农村建 

设的典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亮丽风景。 

农民终于走上了富裕之路。 

村史馆再现了党领导下中国农村变 

革及农村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了 

党的领导与农村繁荣、农业提升、农民增 

收的历史必然 ，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农 

村改革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 

中国 共 产 党 在 盐 城 

垒作用。由东台市委组织部和党史办联 

合创建的 “中国·东台村史馆”，树立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 

建设的新标杆，既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的一项重要创新 ，也是展示农村党建工 

作的重要窗口和进行党史教育的重要阵 

地。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省委组织 

部等单位领导参观后均给予较高评价 ， 

该馆被称作 “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 

创新 ，填补了党史宣传的一个空白”。 

201 1年 ，村史馆先后被盐城市委宣传 

部、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命名为盐城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 

正因为展览凸显了 “巨变”，前来东 

台村史馆参观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党 

员干部、普通群众以及青少年颇受震撼。 

开馆以来，已成功接待参观者 200多批 

次数万名党员干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 

150批次前来参观。对于教育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真切感受农村改革开放的成果 

发挥了积极作用。五烈中学学生在参观 

中感受了祖辈们的生活以及农村的巨 

变 ，深受教育，立志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如今 ，村史馆的影响日益扩大。一座 

村史馆，一部农村发展的历史，牵动的不 

仅仅是农民的心 。 

(上接第39页)党的建设等。陈毅、饶漱 

石、曾山、黄克诚还分别就军事建设、党 

群、政府、部队政治等工作作了专题报告。 

与会代表在总结工作中经验教训的同时， 

就各根据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自 

我批评。可以说，刘少奇的这篇长篇报告 

对华中三年来的工作作了全面详尽又透 

彻的评价、分析和总结，指出问题切中要 

害，因此，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坦诚 

民主又和谐有效。而据此提出的今后的工 

作任务则更有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作用。 

3月 5日，经讨论决定以刘少奇的报告作 

为今后的奋斗目标与行动路线。这天大会 

闭幕 ，刘少奇作总结。陈毅宣布了中央调 

刘少奇回延安的通知。 

此时刘少奇的心中有深深的不舍 ， 

那段日子，他与盐阜军民朝夕相处，同甘 

共苦，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临 

行前一天晚上，他特地为单家港干部和 

附近农户置办了几桌简单的饭菜，表达 

他对驻地千群的谢意 。3月 18目晨 ，天 

气微寒，蜿蜒的黄河大堤横卧在盐阜大 

地上。在与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及驻地 

干群依依惜别后，刘少奇一行 90多人告 

别了新四军军部驻地单家港 ，他们的背 

影在晨曦与水色中渐渐远去。 

历史充分证明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 

会议正如刘少奇所希望的 ，成为了华中 

日后工作的转折点，为华中抗日根据地 

的各项建设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从华中到延安是一个艰险的长途行 

军，日伪的封锁线密布，阴森的碉堡林 

立。经过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穿过青纱 

帐，越过冰雪覆盖的晋西北山区，历时近 

10个月，刘少奇一行终于抵达延安。 

历经 70年岁月洗礼 ，如今华中局扩 

大会议旧址门前一泓清波依旧，绿意环 

绕依然。那些历史图片定格了历史瞬间， 

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饱经磨难而不衰 、 

历经艰辛而不倒的真谛，在泛黄的纸片 

上、在朴素的文字间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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