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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邮品中的纺织女工和国棉一厂

着印有繁体字为“国棉一厂”工作围裙，拿着一本

1955 年初，中国人民币币值实行改革，原 1 万

《群众卫生》书籍，这一形象很是符合红十字会的创

定自 195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出售旧币值邮票，改用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邮政于 1955 年 10 月 1 日

元改为 1 元。邮电部于当年 11 月 3 日发布命令，决

会使命（图 1）。

新币值邮票。1955 年 6 月 25 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

发行了新币值的第一套特种邮票，即“特 13”中的前

了纪 31.1-1《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单

枚纪念邮票，该套邮票成为中国人民邮政以新币值
发行的第一套邮票。这枚 8 分的雕刻版邮票，画面

上是男女两个工人的形象，右边的女工人臂上戴有
红十字的白袖章，左边的男工人则身背药箱，右手
上举，似正在招呼大家，反映了要求大家都来学习
卫生常识这一主题。画面左上角围于麦穗中间的

九枚，后续九枚分不同时段陆续发行。
“特 13”票名
为《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整套邮票共 18
枚，其中“特 13 18-7 纺织工业”的图案，是一纺织女
工在织布机前手拿梭子进行挡车操作，该枚邮票也
真实记载了当时安全意识还没有普及的实际状况，
女工违反了“机器开动前，应按规定穿戴好防护用
品，女工发辫应挽在帽子内”的安全规定（图 2）。

红十字会标志，在绿色的底色中显得极为醒目。仔
细欣赏这枚邮票，女工人带着红十字会的臂章，穿

图 1 纪 31.1-1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币值 8 分）
Fig.1 The stamp J 31.1-1: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Value of 8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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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特 13 18-7 纺织工业
Fig.2 The stamp T 13 18-7: Textile Industry

之所以 1955 年发行“特 13 18-7 纺织工业”这
张邮票，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从新中
国成立的 1949 年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
1956 年，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 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
造。期间，由周恩来提议，1954 年 4 月中央成立编
制五年计划纲要 8 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开始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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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工作；到 1955
年 3 月 31 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
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同年 6 月，中央对“一
五”草案作了适当修改；1955 年 7 月 30 日由国务院
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
主义的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点，
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
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时期计划经济
体制也得到了完全确立。作为工业重要类别的纺
织工业，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当仁不让，为建立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社
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虽然在短期内建立了社会
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遗留下了一些耐人深思
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地
域企业群中，序号排第一的国有的棉纺织加工企业
（简称：国棉一厂），其诞生与发展适逢其时。邮票
的方寸，体现了我国的国棉一厂历史及经济特色，
值得记忆与研究。
此外，中国邮电部于 1976 年 2 月 20 日发行 J.8.
《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邮票，一套 16 枚。其
中“J.8.(16-4)纺织”邮票，仿佛是宣传画，可以看见
背景是一台长长细纱机（长车），两个挡车工在机前
巡视与操作，右侧延展到下面的印染好的花布，主
题图案头戴工作白帽，穿着印有“第一纺织厂”工作
围裙的纺织女工，她满面笑容的展现花布（图 3）。
由于邮票是宣传画式的影写版印刷，
“第一纺织厂”
中的纺织二字并不清晰，但笔者认为还是可以判断
为“纺织”二字，缘由如下：①此枚邮票的名称为“纺
织”，所反映的票面特征就是纺织企业；②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有许多大型纺织企业，具备了从纺纱、
织布、印染全流程加工，此枚邮票展现的背景工序
纺纱中的核心工序——细纱，邮票的细节有细纱
机、细纱挡车工巡车、封闭式厂房等，还通过印染的
折布展示最终产品印花布；③国家计委拟订的《第

图 3 J.8.(16-4)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纺织”
Fig.3 The stamp J.8. (16- 4):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ourth
Five-Year Plan "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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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五年计划纲要》指标，作为纺织的主要产品棉
纱，产量完成 96.8%，符合“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

划”票名。这枚邮票可认为是上述邮票的内容延
续，为计划经济下的纺织画上了阶段性句号，也为
改革开发下的纺织大发展，刻下时代的烙印。

2 中国国棉一厂一览表
二次大战胜利后的几年间，中国纺织业呈现迅
速恢复、发展，但又困难重重（特别是币值严重波
动，企业经营困难）的复杂局面。上海、青岛、天津
三地的纺织业产能，此时大体占全国纺织工业的
2/3。这三个纺织工业主要基地，以及苏南、杭嘉

湖、武汉、重庆、西安、咸阳、广州、佛山、冀中、豫北、
辽东半岛等地的纺织业，此时都出现大体上正常发
展的局面。上海的杨树浦地区、曹家渡地区，青岛
胶州湾沿岸的“四方——水清沟——沧口”一线，天
津的海河两岸，此时几乎都是纺织工业的天下。
解放后，
我国的国有企业主体最初是通过“没收
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
是指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形成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
形式，
同时具有商业类和公益类的特点，
既为追求国
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也为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
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纺织
工业一直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
要的民生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纺
织国有企业地位及其重要，而作为排头兵的国棉一
厂起到了突出作用，
占有重要的历史的地位。
本文基于最早邮票的发行时代，记录国内代表
性的国棉一厂。国棉一厂选取对象按下述原则：①
建立时间在 1955 年 6 月 25 日以前，即纪 31.1-1 邮

票发行前；②以“上青天”
“一五”五大基地的国内主

要纺织基地；③仅界定为棉纺织企业，其他类别的

纺织企业暂不列入。见表 1 所示国棉一厂一览表。
表 1 国棉一厂一览表
Tab.1 List of The State No. 1 Cotton Factories

城市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成立背景

上海

国营第一棉纺厂

1949 年

日企接管

青岛

国营青岛第一棉纺织厂

天津

天津市国营第一棉纺织厂

北京

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

石家庄

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厂

邯郸

国营邯郸第一棉纺织厂

郑州

郑州国棉一厂

咸阳

西北国棉一厂

1951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3 年
1951 年
1953 年
1952 年

日企接管
日企接管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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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厂和国营邯郸第

一棉纺厂，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援建的 156

于 1919 年 9 月，位于海岸路 2 号，当时的西方火车

站以西的海岸路附近还是一片海滩。抗战结束后，

个项目之一。

该厂被国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3 国棉一厂记忆

青岛第一棉纺织厂”，解放后改称“国营青岛第一棉

1953 年，纺织工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

模建设。国家计委和纺织工业部向党中央汇报建

纺织厂”
（图 4）。

设 180 万-250 万锭的目标，毛泽东指示：
“不是 180
万锭，也不是 250 万锭，而是 300 万锭。
”
“一五”时

期，纺织工业发展布局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
则，建成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 5 个棉纺

织工业基地。1958 年 1 月，相关报告总结：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纺织工业在五年之内总共新建
棉纺织厂 68 个，总规模 240 万锭(包括在建工程，建

设规模超过 300 万锭)，棉织机 6.1 万台；还有 5 个印
染厂，生产能力为 3.5 亿米。并初步建成了北京、石

家庄、邯郸、郑州和西安五大棉纺织工业新基地。
更有意义的是：1954 年，纺织工业部完成了整套棉
纺织设备的设计制造、定型工作，定名为“54 型”，成
为自主化棉纺设备的首创。

3.1 上海国棉一厂
上海国棉一厂，原位于今长寿路 582 号，前身
创办于 1921 年的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十
四工场，1932 年改称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一、第二工
场，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
织厂，1949 年改为国营第一棉纺厂，简称国棉一
厂。1954 年 10 月 6 日，前苏联原国家领导人赫鲁晓
夫前来参观。1956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
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陪同下前来视察，走
进纺织车间，了解关心工厂生产与职工生活情况。
1966 后更名为上海第一棉纺织厂。
相关著名人物：①杨富珍。该厂还培养出多位
全国劳模，最著名的是曾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的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杨富珍是全国纺织生产
第一线著名的劳动模范，在上海国棉一厂当织布挡
车工时，总结了一套先进的织布操作法。1956 年、
1959 年两次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所在小组被授
予“杨富珍小组”称号。②孙冶方。1961 年中国著
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通过在上海国棉一厂调查等，提
出一些有胆识、有创见的见解。孙冶方认为，价值

图 4 青岛国棉一厂旧照
Fig.4 Old Photos of Qingdao State No. 1 Cotton Factory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青岛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接管中纺青岛分公司。此时，青岛纺织业仅国
营企业就拥有纱锭 389 074 枚、线锭 40 216 枚、织布
机 8 064 台，规模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为恢

复战后经济、建设新中国，青岛纺织企业在广大工
人 的 努 力 下 ，仅 用 10 多 天 时 间 就 全 部 恢 复 了 生

产。1951 年，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更名为华东纺织
管理局青岛分局，以“中纺”命名的各棉纺织厂也随
之改称国营青岛第一至第八棉纺织厂，印染厂和针
织厂亦改称国营青岛印染厂和国营青岛针织厂。
此时，青岛分局所属国营企业 19 家、私营 480 家，拥
有纱锭 41.8 万枚、
布机 13 131 台。

3.3 天津国棉一厂

原天津市国营第一棉纺织厂曾为 1937 年建成

的日商裕丰纱厂，位于当时的比利时租借地内。当
时该厂的规模就很大，有纱锭 10 万多锭，布机 2 000

台，曾是天津的大型棉纺厂，建国后改称为国棉一
厂。现如今，而原天津国棉一厂已成为天津纺织集

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

团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是全国大型棉纺厂。唯有

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

建于 1953 年的办公楼因驻扎拆房农民工而尚存。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
发生，
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

3.2 青岛国棉一厂
青岛国棉一厂原称日商“青岛大康纱厂”，始建

天津国棉一厂也同样为天津纺织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图 5 戴眼镜者为天津国棉一厂劳模李淑

珍，她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先进生产者的代表人物。
她所领导的小组从 1953 年一直被评为天津市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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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图 5 中站在李淑珍右侧的女工，围着的工作

海等地纺织机械厂生产的最新式机器。1954 年，北

围裙上方写着一个突出的“奖”字，下面写着厂名，

京国棉一厂应用了我国自主化棉纺设备的首创棉

其间“第一棉纺”核心字醒目，生动烙印出了时代的

纺织设备，即“54 型”设备，也为我国纺织机械制造

记印。

也作出了示范性的突出贡献。图 8 为国棉一厂的
梳理并条粗纱车间及“54 型”设备。

图 5 李淑珍模范小组
Fig.5 Model Team of Li Shuzhen

3.4 北京国棉一厂

1953 年 7 月，在北京东郊通惠河边，国营北京

图 8 北京国棉一厂的梳理并条粗纱车间“54 型”设备
Fig.8 "Type 54" Equipment in the Carding and Roving Workshop
of Beijing State No.1 Cotton Factory

3.5 石家庄国棉一厂

石家庄市位于历史上的冀中纺织带，周边是传

第一棉纺织厂正式开工兴建了（图 6）。经过紧张的

统的产棉区。1952 年 1 月，中纺部根据全国纺织产

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

纱锭 1 500 台布机以上规模的纺织企业，
“国营石家

建设，1954 年 9 月，拥有五万纱锭、一千多台织布机

业布局及石家庄纺织现状，决定建设一座拥有 5 万

庄第一棉纺厂”就此新建诞生，成为地域大型纺织
企业领头羊。
“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厂”简称棉一厂 1953 年

建成后，石家庄连续建设了几个棉纺厂。采用的方

式是建成一个，启动一个，以前一个的经营资金建
设下一个的方案，即用棉一厂利润建设棉二厂，
图 6 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开工图
Fig.6 Beginning of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State No.1 Cotton Factory

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厂房是根据苏联先进经

验建成，厂房四周有空气调节室，装有冷热风设备，
使车间空气始终保持清洁，室内温度湿度正常，为
保证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车间还有自动消防设备和
滤尘设备。其车间为典型的锯齿型厂房，这种结构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一直为纺织企业首选及代表
性厂房。图 7 所示为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车间厂房
图。如 1954 年发行的特 8-7“经济建设-哈尔滨亚
麻纺织厂”邮票，
也展现了这种厂房结构。

图 7 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车间厂房图
Fig.7 The Workshop of Beijing State No.1 Cotton Factory

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机器除纺机是从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进口以外，其余的织布机都是郑州、上

1953 年 9 月，纺织工业部下发《国营石家庄第二棉
纺织厂计划任务书提纲》，棉二厂设计纱锭 10 万

锭，布机 2 500 台，比棉一厂大一倍。棉二厂利润又

马上建设棉三厂，如此滚动循环，完成资本积累与
投入，被总结为“母鸡下蛋”模式。由此很快形成了
棉一厂、棉二厂、棉三厂、棉四厂，期间还建设了第
一印染厂、棉五厂，一脉相承，连枝同气。加上最早
的大兴纱厂（棉七厂）和早期石家庄纺织厂（棉六
厂），石家庄成为新中国兴起的纺织重要基地之
一。图 9 为依次排开的棉一厂、棉二厂、印染厂、棉
三厂、
棉四厂（局部）鸟瞰图，
锯齿厂房延绵恢弘。

图 9 石家庄棉一厂、
棉二厂、
印染厂、
棉三厂、
棉四厂（局部）图
Fig.9 Shijiazhuang No. 1 Cotton Factory, No. 2 Cotton Factory,
Printing and Dyeing Factory, No. 3 Cotton Factory, No. 4 Cot⁃
ton Factory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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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的 1957 年，石家庄全市

纱产量合计 82 837 吨（棉一厂至棉七厂合计量），为

理，曾来国棉一厂视察工作，
见图 10。

同样的，随着国棉一厂的建成，邯郸相继又出

国家一五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 年，石家庄市

现了棉二、棉三、棉四厂，其门前的主干路也由此命

区在业人口 287 243 人，其中，纺织系统 48 010 人，

名为“联纺路”，意取联合纺织厂之意。计划经济时

占在业总人数的 16.71%，成为在业人数占比最高的

代最重要 最紧缺的物资是 钢铁 煤炭 石油 粮食 棉

行业，成为名副其实以棉纺织为主的轻工业城市。

花。其中四种邯郸都是主要产区和种植区，这些物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石家庄“棉纱、棉布产量仅次

资源源不断运输到的全国各地，支持了建国初期的

80 年代末，是石家庄棉纺织行业的高光时期，气历

南棉海，邯郸与郑州、石家庄、西安、咸阳号称“五大

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20 世纪 50 年代至

经济发展。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材料，邯郸号称冀

史地位已然建立。

纺织基地”。

3.6 邯郸国棉一厂

3.7 郑州国棉一厂

“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
华地名文化的特例。解放战争时期，邯郸是八路军
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 。刘

1953 年-1957 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

划。其中一项就是在郑州投资 1.76 亿元建设 5 个

大型纺织厂，承载郑州人记忆的“棉纺路”便由此得

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转战千里太行，创建

名。郑州国棉厂始建于 1953 年，新中国第一个“五

民广播电台前身华北新华广播电台在邯郸诞生。

千名本地民工的努力，1954 年 5 月 1 日，国棉一厂建

了晋冀鲁豫解放区；
《 人民日报》在此创刊；中央人
1950 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国家经济建设百

废待兴，基础工业尤其薄弱，中央政府发出号召“生

产要抓工业”。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原邯郸镇政府

年计划”的头一年，经过 2 000 多名国棉厂工人和数
成投产。不久，郑州市政府就开通了郑州第一条公
共汽车线路，始发站就是国棉一厂。在 1951 年，国

营郑州棉纺织厂在原郑州豫丰纱厂的旧址上改建

结合地方资源条件，谋划建设棉纺织厂。此想法层

成立，此后，被收归国营的豫丰纱厂改名为“郑州国

级上报到中央以后，与中央计划建设大中型棉纺厂

棉二厂”。陆续新建成的其他几个棉纺厂，依次被

的“国策”不谋而合。棉一厂区选址定在邯郸曾经有

命名为国棉三、四、五、六厂。

一段往事。以邯郸的资源环境条件来说，
冀南棉海、

到了 1958 年，郑州市 6 个棉纺厂全部建成，郑

峰峰煤炭、
滏阳河水、
京汉铁路等客观条件所赋予的

州有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城。这个纺织城，面积比当

原材料、
能源、
动力、
运输等，
的确具有建设棉纺厂得

时的郑州市区还要大。依托几大国棉厂建起来的，

天独厚的优势。此后不久却传来消息，称纺织工业

还有郑州印染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等。在当时，

部的选址意见是建在邯郸镇或安阳县，二地选其

西郊就如今天的郑东新区一样，显得年轻、时尚。

一。时任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同志了解情况后，

1958 年，国棉六厂建成的时候，西郊已有 17 万人

考虑到邯郸这里是革命老区，于是力排众议，指示：
“建在邯郸为宜”。国棉一厂就此落地邯郸。
从 1954 年开始，邯郸的棉纺织企业在老联纺

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郑州棉纺路的风光
一时无二：一条街的工业撑起几乎整个郑州，税收
占整个城市的一半以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

一带集中建设，雪白的棉花造就了邯郸纺织产业的

多位领导人到这里视察，对纺织企业的飞速发展给

辉煌历史，借由棉纺织产业的兴盛，邯郸得来“冀南

予高度肯定。

棉海”的称号。1959 年 6 月 4 日，敬爱的周恩来总

郑州西郊的棉纺路，独特的路名蕴藏着这里与

图 10 周恩来总理视察邯郸国棉一厂
Fig.10 Premier Zhou Enlai Inspects the State No. 1 Cotton Factory in Ha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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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赵梦桃工作图与连环画
Fig.11Zhao Mengtao's working drawings and the comic books about Zhao Mengtao

棉纺的深厚渊源。这条路，见证了 5 家国棉厂的荣

的棉纱和棉布，来满足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

辱兴衰，更见证了整个郑州的工业化历史。一条棉

活需要了……我们将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

纺路，镌刻着一个时代的长度。没有这条路，哪来

期了。
”

的大郑州？

3.8 西北国棉一厂
陕西过去的七个国有棉纺织厂分布情况：西
安市东郊纺织城有三、四、五、六四个厂；国棉一
厂、二厂、七厂在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新中国

西北国棉一厂著名全国劳模赵梦桃是“纺织战
线的一面红旗”。作为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纺织行

业的代表，她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
并在陕西省全面推广。赵梦桃 1953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党的“八大”代表。她还曾于 1956 年、1959

的第一家国营棉纺织厂，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曾经

年先后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全国“群英

是纺织业的旗帜，走出过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赵

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63 年，这位

梦桃，也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工人出身
的国务院女副总理吴桂贤。1951 年 5 月 5 日全面

全国劳动模范因病去世，年仅 28 岁。1963 年，赵梦

桃病逝前不久，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她所在的

动工建设，1952 年 5 月 17 日正式投产。1952 年 5

小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吴桂贤是以“赵梦桃小

勋剪彩并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说：
“国棉一厂正

年代的政治大舞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

月 17 日开工典礼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

组”党小组长的身份，走上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

式开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对于西北人民来说，

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副总理。图 11 赵梦桃手抱粗纱

也是一件大喜事。这个厂开工了，我们西北地区

的工作图以及《赵梦桃》连环画，连环画中赵梦桃的

国家经营的纺织业，就增加了一倍多的纱锭和将

工作围裙印有“西北国棉一厂”字样。

近 4 倍多的布机。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