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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展红旗如画：
安庆解放

1947 年 8 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8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同
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此消彼
长，安庆境内各县城解放战势如破竹地全面打响。 各县解
放后全力以赴地开展了支援大军渡江工作，为大军渡江作
战提供了必要保障。

1949 年 2 月， 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
战军（简称“三野”），中原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简称“二野”）。 3 月，二野、三野先遣兵团开始分路南
进,随着解放军席卷江淮，相继解放今天安庆市下辖各县的
绝大多数地域。 其时，龟缩在安庆的国民党军队有第 46 军
174 师、234 师第 707 团和怀宁县自卫大队等部。他们以 174
师师长吴中坚为城防司令，负隅顽抗，妄图阻滞人民解放军
渡江。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运筹帷幄，作出解放安庆的局部问
题必须服从渡江战役的全局的指示。 据此，二野 3 兵团 11
军停止进攻安庆，采取“围敌于城，迫敌就范，积蓄精力，专
注渡江”的方针，钳制安庆守军，掩护渡江。4 月 21 日至 22
日，解放军在安庆沿江各县强渡长江成功。 安庆守军吴中
坚部处于绝望之中。 22 日午夜，国民党怀宁县长钱镇东接
受策反，率县自卫大队投诚。 安庆城解放。 至此，安庆全境
解放。

敢教日月换新天：
安庆的社会改革

1949 年，随着安庆各县解放和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
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迅速占领城镇和乡村。 为配合主力部队
解放和接管城市，1949 年 3 月下旬，安庆市军管会、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机构在集贤关外徐家大屋组建。 4 月 23 日，
安庆市军管会（隶属皖北军区领导）、中共安庆市委、安庆
市人民政府、安庆市警备司令部等正式成立。 继之，成立了
中共大观、集贤、枞阳、中心 4 个区委和区人民政府。 各级
党政军机关建立后，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迅速开展
了系统的城市接收工作。

面对解放初期安庆地区范围内严峻困难的局面， 为了
顺应安庆人民迫切期盼尽快彻底摆脱深重的苦难、 迫切期
盼社会安定的呼声，更好地完成“建设安庆”这一新的历史
任务，在接管城市的同时，安庆各级党组织还发动群众在城
市和农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 与此同时，

党和政府领导了扫除各种社会弊病的斗争， 开展禁毒、禁
娼、禁赌等运动，荡涤了各种社会痼疾，树立了全新的社会
风尚。

翻身农民把歌唱：
“翻身合作社”

1953 年，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开明义带领桐城县石河
乡大汪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贫苦农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
生产得到飞速发展，后改名为翻身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爱国增产奖。

省委农工部撰写《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调查报告
报送中央。1955 年 7 月，毛泽东挥笔作了批示。翻身农业生
产合作社随着毛泽东的批示声名远扬，成为全国农业合作
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两次视察安庆
1953 年 2 月 20 日晚，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到达

安庆。 2 月 21 日拂晓，在安庆港 3 号码头，毛泽东在军舰上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次日上午，毛泽东接见地委
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在听取汇报的途中，毛泽东
指示，要像治理黄河一样，设法把长江控制住。 下午，毛泽
东乘坐军舰前往南京。 毛泽东这次视察安庆，要求党政领
导做人民的公仆，走群众路线，搞调查研究，全心全意地造
福人民。

1958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再次视察安庆。 当天上午，
毛泽东乘坐的“江峡号”轮船驶至安庆西南的杨家套江面。
同 5 名青少年在长江畅游 40 多分钟后，毛泽东在罗瑞卿、
张治中、张云逸、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上岸进
行视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亲临视察安
庆，并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安庆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有力
地推动了安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1976 年，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填补了安徽省

石油工业的空白。 1976 年 11 月，炼油厂建成投产，1978 年
12 月，化肥装置投产成功。

桐城乡镇企业“一枝花”：
推销员模式

1978 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 1979
年 ，国务院发出 《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
行）》后，桐城县委迅速恢复和发展社队企业，社队企业勃
然兴起。 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
问题》下达后，桐城县委决定把端正推销员形象，建设推销
员队伍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突破口。

当地推销员们凭借“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
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创造出现
货推销、集团推销、订货会推销等一批与商品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新模式。1985 年，桐城县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全省“排
头兵”，实现产值 2 亿多元。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领
跑”全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安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领跑”全
国，中央及省委主要领导胡耀邦、万里等多次批示加以肯
定，由此推开了安庆、安徽乃至全国集体经济发展的局面。

林业“三定”下全省第一
个林业承包大户

1981 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
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定山林权，落
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规定》， 安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稳
定山林权 ，划归自留山 ，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 “三
定”工作。

1983 年 7 月 ， 潜山县逆水公社合明大队储浩川 ，承
包大队林场 、山场 10700 万亩 ，成为全省第一个林业承
包大户。

举办首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

举办首届中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 ，“文艺搭台 、经

贸唱戏 ”。 1992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日 ，以 “团结 、合作 、繁
荣 、发展 ”为主题的首届中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举办 。
后发展成为 “国字号 ”文化节庆活动 、全国性戏曲展演平
台，成为展示安庆形象的靓丽名片、扩大对外交流的开放
窗口。

安庆首获“国字号”荣誉称号
2001 年，安庆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是安庆

获得的第一个“国字号”荣誉称号。

邓稼先、 叶笃正分别获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家
自然科学奖

1999 年 9 月，安庆籍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被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 年，
安庆籍中科院院士叶笃正荣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胡锦涛颁发的 200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安庆迈进高铁时代，实
现县县通高速

2015 年通车的宁安高铁 ， 标志安庆迈进高铁时代 ；
2016 年通车的望东长江大桥，实现县县通高速；2016 年通
车的外环北路，是国内首例纯公益性 PPP 市政项目，也是
安庆市首获全国最高质量奖“鲁班奖”的城建项目。

脱贫攻坚战的“岳西样本”
2018 年 8 月 ，岳西成为全省首个 “摘帽 ”的国家级贫

困县，脱贫摘帽主要做法和经验入选全国 20 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典型案例 。 随后的两年里 ，潜山市 、宿松县 、太湖
县、望江县相继高质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截
至去年底， 全市 375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7.63 万贫困人
口顺利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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