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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國初年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8 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聯合政

府。各民主黨派紛紛表示擁護。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

開幕。  

政協會議通過了會議宣言，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會議又

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確定以五星紅旗為國旗；

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1）；定都北平，把北平改名北京；用公元

紀年。以《共同綱領》作臨時憲法。  

政協大會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

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開國大典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國家領導人宣佈就職。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決

定以《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下午 3 時，30 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舉行

開國大典。毛澤東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二）  重建經濟與社會秩序 
 

建國初期的經濟情況 

由於官吏搜刮與多年戰亂的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物資

緊缺，物價飛漲，市場混亂，全國經濟已陷於全面崩潰。  

建國後，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 2）和列強在華經營的企業，建

                                                 
（1）

 1982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第五次會議正式定為國歌。  
（2） 官僚資本是指由國民政府時代官員及其家族經營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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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國營企業。同時又打擊投機活動，以穩定物價；統一財政經濟，以

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到 1952 年底，物價穩定，經濟有了發展。  

 

 

土地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曾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得到貧苦

農民的歡迎，此後中共軍隊每佔領一地，即開展土地改革以爭取民心。

但由於戰爭迅速取得勝利，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佔全國 3 億多人口的

新解放區，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  

1950 年政府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簡稱土改），

發動貧苦的農民貣來鬥爭地主和富農，沒收他們的土地、農具，以至現

金，然後再分配給農民。到 1952 年底，全國大陸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約有 3 億農民在土改運動中分得了 7 億多畝耕地。  

土改以後，農民的生產熱情高漲。 1952 年，全國糧食產量比 1949

年增加 49%。  

 

 

鎮壓反革命運動 

新中國成立時，國內仍然有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南方的戰事亦未結

束。為清除國內的敵對力量，從 1950 年底開始，中共在全國開展「鎮壓

反革命運動」，重點打擊土匪、惡霸和特務等反革命分子 （3），至 1952 年，

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基本上肅清了，社會秩序得到安定。與此同時，政府

還取締了娼妓、吸毒和賭博等不良社會現象。  

 

 

「三反」、「五反」運動 

建國以後，經濟逐步有了發展，有些幹部乘機貪污受賄，也有些浪

費國家資財，罪行嚴重。同時，也有一些不法資本家行賄和侵害國家資

財。1951 年底，中央又在國家官員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的「三反」運動，清除腐化的國家幹部。在「三反」的同時，又在全國

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

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懲治不治的資本家。  

 

 

                                                 
（3）

 中央政府認為建國後，仍有不少國民黨和美國特務在中國活動，進行破壞。例如 1950年，廣西

的多次暴動中，中共幹部和民眾七千多人被殺，房屋二萬多間被毀，情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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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交政策一面倒 
中蘇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時，外交上相當孤立。美國不僅不承認新生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支持原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代表留在聯合國，

把新中國拒諸聯合國以外。  

蘇聯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 1949

年底，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祝賀蘇聯領袖斯大林七十壽辰，

並於次年派周恩來到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結成

了軍事聯盟，中國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獲得了蘇聯的援助。  

 

 

抗美援朝 

1950 年 6 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迅速介入韓戰，並封鎖台灣海峽。

9 月，美軍在仁川登陸，把北韓部隊切開兩段，形勢急轉直下。北韓向

中國求援，蘇聯也催中國出兵，考慮到唇亡齒寒，中國決定派出中國人

民志願軍入朝抗美。  

經過三年戰爭，終於在 1953 年 7 月簽訂了《停戰協定》，朝鮮以「三

八線」為界，南北分治，中國人民志願軍撤退回國，而美國則一直駐軍

南韓及台灣海峽。  

 

 

（四）  向社會主義急促過渡 
 

第一個五年計劃 

經過了 1949 至 1952 年的經濟恢復期，國民經濟情況有了大幅好轉，

但工業嚴重落後，鋼鐵和發電量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國。 1953 年，中國開

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要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並對農業、手工

業和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建設，以蘇聯援助的 156 個項目為主。重點

發展電力、煤炭、石油、鋼鐵和有色金屬等，並建立了中國從來沒有過

的大型金屬切削機床、汽車、拖拉機和飛機等製造業。  

從公元 1953 年貣，國家逐步對農業、手工業及私人工商業進行「社

會主義改造」，即財產公有化。到了 1956 年，除全國普遍成立農業、手

工業合作社外，又把全部私人工商企業轉為公私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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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紅旗 

1958 年中共召開了「八大」第二次會議，制訂了「鼓足幹勁，力爭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提出後就在

全國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總路線」、「大躍進」和

「人民公社」合稱為三面紅旗  

為了在短期內超英趕美，中共號召全民大煉鋼鐵。最高峰時全國九

千萬以上的勞動力參與煉鋼，全國建立的小高爐多於 100 萬座。但是煉

出的往往是廢鐵，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且全民煉鋼也影響了其他行業

的生產。  

農業上的「大躍進」則造成了嚴重的浮誇風，有不少幹部為了迎合

上級生產「大躍進」的要求，不惜虛報產量，甚至說小麥畝產 12 萬斤，

皮棉畝產 5 千斤。  

繼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後，社會上許多行業都掀貣了「大躍進」

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未能使生產躍進，反而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損失，

人民生活大受影響。  

與「大躍進」同時出現的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 年毛澤東

認為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建議合併成大型

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後幾個月，當時全國共建了 2 萬 6 千多個公社，

包括 1.2 億農戶，全國農村就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當時每個公社

由 5、 6 千戶到 1、 2 萬戶組成，公社中包括了工、農、商、學、兵，取

消了鄉政府，實行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化強調「公」，社員的自留地被取

消，財產被充公，實行平均分配，結果做成生產大幅下降，農民生活日

益困難。  

1959 年 7 月，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大躍進不切實際反遭批判，

浮誇風反而進一步發展。從 1959 到 1961 年，中國大陸經歷了三年嚴重

的經濟困難 :農業產量下降，工農業比例失調，國家財政赤字增加，人民

生活水平下降，農村出現饑荒。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不切

實際的經濟政策，在 1960 年中共仍繼續號召大躍進，要求鋼產量比 1959

年增長 33%，糧食增長 11%。其次是 1959-1961 年中國連續三年發生嚴重

的自然災害，糧食缺乏。加上 1960 年蘇聯單方面撤銷合同，撤回所有援

助中國的專家，使中國許多建設和科研的項目被迫中斷，損失巨大。  

1960 年 9 月中共放棄了「大躍進」，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決定把

農業放在首位。1962 年初，北京召開七千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

會上自我檢討，通過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加強農業，發展輕工業和穩定

市場等。從 1962 年貣，經濟狀況逐步好轉，到 1963 年底，國民經濟基

本恢復， 1965 年就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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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60 年代初期，中共主席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即以階級

鬥爭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

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

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

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在地方和中央各部門有代理人，只有實行

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通知 （4）宣佈開展一場「文化大

革命」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從他們手中奪回領導

權。  

5 月下旬北京大學出現了矛頭直指校黨委的第一張大字報，月底，

清華大學附中則出現了紅衛兵組織。 8 月，毛澤東寫信給清華紅衛兵表

示支持，又寫了針對劉少奇等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由於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紅衛兵組織從中學發展到大學，並迅速蔓延全

國。紅衛兵到處打倒「走資派」，「破四舊，立四新」 (5)。劉少奇、鄧小

平、朱德、陳雲等人受到批判，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指為「走資派」

和「反動學術權威」，有的被批鬥遊街，有的被關押，有的被折磨至死。

劉少奇被指為叛徒、內奸、賣國賊，遭拘禁至死，鄧小平則下放勞動。  

繼紅衛兵運動後，又出現全國性的「奪權」。1967 年 1 月，上海「造

反派」奪權成功，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全國各省和中央各部都被奪了權，

全國一片混亂。  

 

 

林彪集團 

1968 年，中共撤除劉少奇一切職務 (6)。林彪等人的勢力進一步膨脹，

1969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林彪為中共副主席，並

在黨章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集團中的一批骨

幹進入了中央構機，逐漸形成了「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  

                                                 
（4）

 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來簡稱「五一六通知」。 
（5） 

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6)
  劉少奇原為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撤除職務及開除中共黨籍後一直被關押，1969年 11月死在

河南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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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的勢力在中共「九大」以後不斷膨脹，林彪的野心也越來

越大，企圖取代毛澤東。1971 年林彪集團策劃武裝政變失敗，林彪乘飛

機逃亡出國時，在蒙古墜毀，稱為「九一三事件」。  

 

 

四人幫 

1973 年 8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青集團的骨幹

分子紛紛進入了領導機構：王洪文、康生成為中共副主席，張春橋當上

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當上政治局委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

姚文元在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在全國製造動亂。  

1975 年初，由於周恩來病重，毛澤東決定由鄧小平 (7)主持日常工作。

鄧小平恢復工作後即着手對交通、工業、農業、科技、軍事等各方面進

行整頓，改變文革的做法，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8)。但是，毛澤東不

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改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四人幫」的挑動

下，毛澤東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小平受到了

批判，被迫停止工作，全國再度陷入混亂。  

1976 年 1 月周恩來因病逝世，全國哀慟。 4 月初，首都人民連日在

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同時表達對文革、對四人幫的不滿。 4 月 5 日

悼念活動達到了高潮，群眾同「四人幫」發生激烈衝突。這就是「四五

運動」，又稱「天安門事件」。江青集團鎮壓群眾後，指鄧小平是事件的

後台，於是鄧小平被撤銷了所有職務。  

同年 9 月毛澤東病逝。10 月，華國鋒在取得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幹

部的支持下，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隔離審查，並決定由華

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中共恢復

了鄧小平的職務。「四人幫集團」的覆滅，標誌「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

的結束。  

 

 

（六）  改革開放 
背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復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1978

年，由鄧小平提出，經中國共產黨確定，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改為

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中心，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因

此，必須改革舊的經濟制度，實行對外開放。  

                                                 
(7)
 鄧小平在文革中被定為繼劉少奇之後的第二號「走資派」，下放江西勞動。1975年復出後擔任中

共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 
(8)
 1975年的工業產值比上一年增長 15.1%，農業增長 4.6%，鐵路運輸恢復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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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逐步將「中央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

因此，逐步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改革物價、金融、工資等制度，以

加速經濟發展。  

對外開放指對外經濟開放，主要設立經濟特區，用特殊的經濟政策，

包括優待外商等，吸引外國投資，開放對外貿易及交流。  

 

 

成就與問題 

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了二十多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工農業總產值、

人民平均收入及生活水平都穩定增長，國力亦大大加強。  

隨着開放改革，中國也出現了通貨膨脹、發展不平衡、官場貪污腐

化等現象，引貣政府的關注及部分民眾的不滿。 1989 年 5 月間，青年學

生及群眾在北京  天安門廣場示威，首都治安瀕於失控。至 6 月，政府

出動軍隊清場，事件才告平息。  

 

 

前景 

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重申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使經濟發展進

入一個新階段。1997 年 2 月鄧小平逝世，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班子繼續

深化改革，堅持對外開放，又強調打擊貪污，使國民經濟持續增長。  

 

（七）  統一中國 

1945 年 10 月，被日本割佔的台灣及澎湖列島重歸中國管轄。 1949

年，蔣介石率領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員退至台灣，在該處實施管治，形

成日後台灣海峽兩岸人民隔絕與對峙的局面。  

中國政府為實現兩岸人民交往及國家統一，在 1979 年提出尊重台灣

現狀，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式，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和平統

一。台灣當局亦相應放寬了兩岸民間交往的限制，擴大了兩岸的間接貿

易及投資活動。  

1993 年 4 月舉行的「汪辜會談」，標誌着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

一步。1995 年 1 月，江澤民公開呼籲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

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由 1995 年至今台灣海峽兩岸的民間商

貿往來迅速發展，至官方接觸則鮮有進展，一方面是李登輝主政時多次

否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令中共認定他是一個實質的台獨分子。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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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在台灣執政，更使台灣海峽兩岸的接觸增添許多不明

朗因素。到如今，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仍是中華民族首要的大事。  

 

 

（八）  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政府積極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且取

得傑出的成就，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外交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結束過去的屈辱外交，不承認一切不

平等條約，確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

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國際活動中，積極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

張和霸權主義，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和發展。中國為爭取一個和平

建設的國際環境，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與各國建立

友好關係。  

 

 

外交成就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成為安全理事

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與美、日的關係正常化，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亦

有進一步發展。  

到 90 年代，世界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是擁有十

三億人口的大國，加上近年經濟迅速發展，其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世

界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蘇關係 

建國之初，中國採「一面倒」的方針。中、蘇兩國結盟，中國成為

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蘇聯也在各方面給予中國援助。  

1956 年蘇聯由赫魯曉夫（ Khrushchev, Nikita）當權，中、蘇兩國

對史大林的評價、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及中國的「大躍進」等問題有不同

意見。1959 年，蘇聯撤走派駐在中國的專家，停止援助中國，雙方關係

惡化；1969 年，中、蘇在中國東北邊境發生武裝衝突，中、蘇關係完全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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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與鄰近國家的友好關係，80 年代末，中國與蘇聯實現兩國關

係正常化。1990 年，蘇聯解體以後，中國與俄羅斯等國也建立了外交關

係。  

 

中美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中、美一直沒有建立外交關係。 1950 年

韓戰爆發，美軍進駐台灣海峽，中國「抗美援朝」，派遣志願軍到朝鮮作

戰，兩國一直處於對立狀態。  

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的戰略地位受到美國重視。 1972 年，美國

總統尼克遜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兩國關係才逐步

改善。直至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結束三十年來的敵對狀態。1997

年至 1998 年，中、美兩國領導人先後互訪，使雙方關係朝着更正確和密

切的方向發展。中、美關係正常化對世界和平穩定貣着重要的作用。  

 

中日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未有與中國建立

外交關係。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在日本引貣震動。同年，日本

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中、日發表《聯合聲明》，兩國才正式建交。1978

年，兩國雖然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然而雙方一直未能就釣魚台群

島的主權問題達成協議。但日本極右政治團體仍不時藉故挑貣紛爭，成

為中、日關係發展的障礙。  

 

 

中英關係 

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之一。由於香港  新界

「租約」在 1997 年屆滿，因此，1982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

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會談，鄧小平提出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簡稱「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香港問題。 1984 年，中、英簽署關於

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0 年，中國制訂和正式公佈《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落實在《聯合聲明》中的承諾。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成立以董建華為首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從此，中、英關係進入新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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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關係 

中、葡兩國在 1987 年也簽署《聯合聲明》，確定中國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成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澳門。  

 

 

（九）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指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的同時，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長期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及相應的政權組

織形式，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有兩個性質不同的制度長期並存

的局面。  

「一國兩制」原是中共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卻首先在香港

和澳門實行。 1979 年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探詢中國在 1997 年處理

香港問題的意見。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必須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1982 年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商討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提出以「一國

兩制」的方針來解決。1984 年 5 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向六屆人大

二次會議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獲得接納，從此「一國兩制」便成為

解決香港問題的國策。 1984 年 9 月中  英兩國草簽有關香港前途的《聯

合聲明》，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正式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且成立特

別行政區。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方針。香港保

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由香港居民自主

管理，中央不派官員到特區政府任職。除了外交、國防事務外，香港特

別行政區享有充分自主地管理本地區事務的權力，包括行政管理、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1999 年 12 月中國又以同樣以「一國兩制」

針解決澳門問題。  

 

 

（十）  重要人物 

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重要人物，包括他們的照片、生平

事跡、思想和他們對國家所帶來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