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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 (1946-1948)
一一有關中共土改史的一個爭論問題一一

楊 奎松

摘要: 1946年〈五四指示〉形成原因何在?為何不過數月時間，中共中央文進一步考慮用

更為溫和的土地贖買政策來解決土地問題?為何一度積極主張推進土地贖買政策的劉少奇

在1947年 4 月以後突然轉向激烈的土改和整黨辦法?為何堅持認為必須用群眾運動造成農

民與地主決裂的毛澤東，在1948年全面干預劉少奇主持昀土改工作，將已經充滿暴力的土

改運動重新扭回到相對溫和的土改路踐上來?這一系列急劇的政策轉變和調整，除了受意

識形態支配的歷史記憶作用和當時條件下圓共關係形勢的影響以外，主是乎都與中共中央對

基層真實信息掌握的程度密切相關。

引且

抗戰結束後，中共中央對自身的土地政策進行了過時的調整。從戰時的喊租喊息，到

1946年轉向了仍舊相對溫和的〈五四指示}，主張在不侵犯中農、不變動富農土地、過當

照顧中小地主的條件下，通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追租、追息等鬥箏，幫助無地少

地的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日。繼而，鑒於戰爭形勢的變化，在主持土改工作的劉少奇

的推動下，中共政策在1947年叉一躍轉向了十分激進的〈中國土地法大綱}121，在并不具

體規定劃分農村階級標準，文全力反對右傾的情況下，大力椎動沒收和平分。在中共全面

鼓勵貧苦農民獲得土地的這一過程當中，凡實行土改的農村，幾乎都發生了亂劃階級成份

甚或亂打亂殺的嚴重現象。直到進入1948年，中共中央才叉不得不出面全力反“左調

整糾偏，一度發生的混亂局面才得以控制。

很多年來，研究中共土地改革史的學者，都不能不努力當試著來對這一段歷史做出自

己的解釋。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早些年就在爭論:造成1947年土改發生嚴重“左"傾

(1) 即〈中央關於土地問題指示}， 1946年 5 月 4 日， {劉少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377-383頁。

(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2年，第549-5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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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原因，到底是當年主持土改工作的劉少奇對實際情況的錯誤判斷，加上盲目緊跟毛

澤東的指示，還是本來就是毛澤東的責任，至少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責任，亦或乾脆是

先期在晉將進行土改試點的政治局委員康生和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二人的錯誤做法與匯報，

起了關鍵性作用?(可996年發表在臺灣〈大陸雜志〉上的陳永發教授的一篇文章，更做出

了大膽的推論。在他看來，這根本就是毛澤東為“達到充分動員貧苦農民和大量汲取農村

資源"所采取的一種“政治謀略"。其重要論據之一，就是認為和毛澤東有著不同尋常關

係的康生和陳伯達之先期到苦經去把土改推向極端，其實正是受到毛的暗中指使(九只是，

陳文并未對此一說法提供任何史料依據或作任何史實上的考據。

陳文所提出的問題，嚴格說來， 1978年美國學者胡叢珊已經進行過相當深入的討論。

所不同的僅僅在於，古月素珊并沒有引導讀者在“政治謀略"或是“判斷錯誤"這兩者之間

做出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咒她并且對把這一時期激烈的土改運動與中共這一時期戰爭進

展簡單地挂起勾來的作法，不以為然。換言之，她雖然是最早注意到這一時期中共土改的

戰爭動員意義的學者，她主口對激烈土改在實際上的戰爭動員效果，抱以懷擬的態度(的。陳

文幾乎沒有提到胡素珊的研究及其觀點凡而和胡著相比，陳文在史實的研究上顯然不及

胡著深入，這使他的論點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極大的質鏈。除了上述并無史料依據的所謂毛

暗中指使康生、陳伯達把土改引向激烈的說法之外，郎使其有的論點找到了史料支持，也

仍舊缺乏說服力。比如陳文中另一個最核心的觀點，即中共這時所以要進行激烈士故，根

本上是意在乘機解決戰爭的財政需求問題。文中對此一說法舉出的證據只有這樣一條史料，

即: 1947年 4 月，毛澤東“親自下令:‘在土改試驗區實行搞地主金銀姻土鬥爭，，，。據此，

文中 ~p得出判斷稱:“毛澤東規定，這一次土地革命，像江西時期的查田運動一樣，沒收

得來的土地、糧食和家畜，由貧苦農民重新分自己，但是現金、金銀和首飾則由政府擁有"。

查對陳文所引的這則電報，不僅其引艾文字有脫漏，而且字襄行間也找不出此電為毛澤東

所礙的根據。即使此電真為毛所礙，因為只是由復晉路分局電報，表示同意的態度，也不

能輕易得出此種沒收是“毛澤東規定"的結論來。更何況，電文中也沒有任何關於沒收地

(3) 參見郭德宏: (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青島，青島出版社， 1993年，第517-518

頁。
(4) 陳永發: (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 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略?}， (大陸雜志〉第九十

二卷第一~三期。
(5) 胡案珊使用的是略有區別的概念，郎“戰略需要"還是“左傾過失行為"。見胡素珊著，

王海良等諱:(中國的內戰一-1945-1949年的政治門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第336頁。
(6) 胡案珊前引書，第330， 360, 379頁。

(7) 陳文只在一處轉引了胡著引用的一則史料。陳永發前引丈， (大陸雜志〉第九十二卷第三

期，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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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現金、金銀和首飾應由政府擁有的內容。而對正臼重種再明顯不過的問題，陳文也一樣未

做任何考證與解釋(鈞。

那麼，陳文提出的這一旨在突出中共土改政治動員及財政動員意圓的“政治謀略"說，

是不是就沒有意義了?非也。事實上，此後陸續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美國黃仁宇的

著作在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頡似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了(的。這足以說明中

共此時土改的戰爭動員作用，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注意。黃書就特別強調土改的這種

動員意義，不過與陳文不同，他更多地還只是從客觀效果這一點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他寫

道:中共1946-1947年的“土地改革解決了中共一切的動員問題。一到他們將初期的農民

暴動控制在手，兵員補充與後勤都已迎刃而解(凡"大陸學者雖然可能多半沒有讀到過陳

文0日，但他們中一些人的觀點，看上去均比黃仁宇的上述說法，更接近於陳文的看法。比

如張鳴就明確認為:中共此時的土改，其實是一種政治謀略。他說:“事實上，這一時期

的土改主要是一種戰箏動員，分配土地只是動員的手段之一，或者說動員的藉口咐。李

煒光在肯定了張鳴的說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強調說:這時的激烈士故，“實際上是一種

戰時財政動員，而且隨著戰辜的烈度和規模急劇擴大，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人力、物力需

要日益急迫，這種戰爭動員手段的財政意義就越來越突出憫。"。很顯然，在肯定張鳴的說

法的基礎上，李煒光的說法等於與陳文的觀點不謀而合。但很可惜的是，無論張鳴也好，

(8) 此則電文發於1947年 4 月 12 日，落款為“中央內容系對晉級分局 9 日來電的回復。因

晉在妥分局來電說明已開展搞浮財挖底財的鬥爭，古文中共中央回電表示間意，稱:“可在土

地改革實驗區域中實行搞地主白洋金銀姻士的鬥爭"。同時強調:“鬥出地主的臼洋後，如

該地主已無有地者，也應留給地主應得份地的臼i羊"。由此電文中不僅看不也是毛起草，

也看不出是毛主動下令采取此種措施，自然更看不出沒收現金、金銀、首飾應由政府擁有

的意思。與此相反，電文中還有應給無地地主留有與其應得份地地價相當的現金的要求。

而尤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特別是各地此時相關報告，對從地主手中沒收的財寶除“特

殊大的東西，可由縣掌握"外，各種現金金銀首飾等“應全部分給群眾用之於生產、買馬、

造房、安家立業"等，大都有很清楚的說明(如東北局1947年 6 月 25 日關於繼續完成土地

改革昀指示、冀熱察區委書記在區土地會議上的報告等)，陳文對這些文獻均均未置一詞。

參見晉級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合編: (晉絞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359頁; {東北日報} 1947年 7 月 2 日; {河北土

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319頁。

(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花，時報出版公司， 1994; 張鳴:{動員結

構與運動模式 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 (1946-1949吟， (21世紀〉網絡版

2003年 6 月號(總第15期) ;李煒光: {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與戰時財政動員}， 2000 
www.cc.org.cn。

叫黃仁宇前iJ l書，第442頁。

的) 從目前所見談到同一話題的大陸研究論著，包括與陳文有著十分相似的看法的張鳴、李煒

光等人的論文中，都未見提及陳永發的這篇論文。

(12) 張鳴前引文。

(13) 李煒光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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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煒光也好，他們目前談論自己這一觀點的論文，都沒有進行實證的研究，多半還只是停

留在一種宏觀的討論和推理的基礎上。

十分明顯，目前閻繞著1946-1948年中共土改問題的爭論，已經不只是中共中央在此

期間政策轉變的具體原因問題了，它更多地轉向了自 1946年以來的中共發動土改的動機和

目的問題。部:中共此時發動土改運動，是旨在進行一場戰爭動員，最大限度地調動根據

地農村中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支持自己對國民黨的戰爭呢，還是像中共黨史著作通常

所說的那樣，因為戰後根據地農民紛紛要求獲待土地，中共中央必須實行土改政策以滿足

農民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傳統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也并不否定抗戰結束後中共中央發

動土改有其戰爭動員的目的。出版於1987年的董志凱的〈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一書，

就有近似的說法。它寫道:“在全面內戰爆發的新酵勢下，中共中央只有制定新的土地政

策，才能統一黨內和幹部隊伍內部的認識，給中間人士以教育，給地主豪吏以打擊，給農

民的革命行動以有力的支持和領導，給人民戰爭的勝利打下基礎。"略有區別的是，它對

“全面內戰爆發"這一事實的判斷，并無嚴謹的考證，故注意到“五四指示"的溫和性質，

它同時也在說:“內戰尚未全面爆發故還不宜“過旱地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側。

傳統的中共黨史研究中一個最大的不足，就是習慣於“自說白話"。這種“自說自話

并非一定是不注重史實的研究，而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董書在這一時期土改經過

的研究上，著力甚著，但在對土改運動的政治、軍事等等背景的研究上，主口滿足於人云亦

云了。上述書中對“五四指示"形成戰爭背景的自相矛盾的說: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這樣的情況，即使在近年出版的金沖及先生，以及羅平漢等人的相關著作中，也還是能移

看得出來。金、羅兩書可以稱得上是目前僅見的在這一問題上高度注重實證研究，在史料

上用功極大的專著了，但是，他們在中共中央制定“五四指示"的目的這一問題上的說法，

卸較董書的說法更接近於戰爭動員說了。因為，董書還承認該指示誕生時“內戰尚未全面

爆發而兩書卸使用了一個看上去更有分寸，實際上更強調戰爭背景的意思相同的用語，

叫“全面內戰迫在眉暖或叫“大戰在的咐。

不錯，如果我們間意傳統中共黨史所說的戰後國共內戰全面爆發時間為19哇6年 6 月的

話，“五四指示"取成的時間確實容易讓人相信中共中央此舉很可能與準備應附這場全面

戰爭有關。但問題在於，後人根據“五四指示"形成後發生的情況，來想像指示制定者的

動機是一回事，指示制定者在大戰尚未爆發的情況下，對形勢的真實認識及其發動土改的

(14) 董志凱: (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年，第52-53頁。

(1日分別見金沖及: (轉折年代 中國的1947年)，北京，三聯書店， 2002年，第377頁;羅

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1+1，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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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目的，則是另一回事。要想說明“五四指示"是基於“大戰在郎"的形勢判斷所做出

的意在進行戰爭動員的一種決定，就必須要找出形成這一指示過程中，而不是在此之後中

共中央的相關言論或文字以為證明。而事實上，不要說在“五四指示"中，就是在已經披

露的關於準備、起草和討論“五四指示"的種種文獻記錯當中，有誰舉出過這樣的史料來

證明中共中央這時推動土改，是為了進行戰爭動員呢?沒有。

如此看來，無論是戰等動員說，還是基於戰爭動員說的“政治謀略"說，不管其看上

去怎樣合乎情理，迄今為止卸都還沒有得到史實的證用。而筆者對此表示接義，相信有必

要做具體的實證的研究，也正是因為歷史上已經有太多的情況表明，包括像中共政策這樣

或那樣的變動，往往并不一定如後人所想像的那樣，肯定是精明如毛澤東者，未←先知，

運籌雌喔，經過了處心積慮的謀算和籌劃的結果。談論歷史，還是按照胡遍的那句話來做

要牢靠一些，就是:“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要想回答中共中央為什麼要在1946年掀動

土地改革運動，叉為什麼在一年以後要把已經相當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更進一步推向極端

等問題，在今天恐怕最需要的還是要由歷史學工作者來做細密的史料梳理和深入的實證研

究。這即是筆者寫作本文的主要目的。

“五四指示"的形成與背景

今天，凡談到1946年“五四指示"產生背景的，幾乎無不強調:“那時，全面內戰的

爆發已迫在肩曉或“大戰在帥，迫切需要動員農民以極大的熱情支持革命戰爭咐。但

是，客觀地考察1946年 5 月 4 日以前的國共關係情況和當時國內形勢，是否真的已經到了

“全面內戰的爆發已迫在眉暖"或“大戰在帥"的關頭了呢?

眾所周知， 1946年 1 月 10 日國共雙方停戰令達成，政治協商會議召開， 31 日政協通過

五項重大和平決議，并決定了整編國共雙方軍隊的原則方案，從而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和平

民主的輿論熱潮。緊接著，中共中央於 2 月 1 日通過并向全黨發出了準備迎接和平民主新

階段，“由武裝門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門爭"的重要指示仰。在此方針影響

下，中共中央於 2 月 21 日發出指示，部署參加 5 月 5 日召開的國民大會代表推舉工作側。

25 日，國共雙方簽訂了〈軍隊整編及統編基本方案)0 3 月 6 日和 7 日，毛澤東接連起草

并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電，要求各地中央局在 3 個月內外以復員和整軍的名義，完成第一

(16) 金沖及前引書，第377頁;羅平漢前引書，第 5 頁。

(1甘 〈中共中央關於形勢和任務的指示)， 1946年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北

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第62-67頁。

(18) <中共中央關於國大代表選舉問題給各地的指示}， 1946年 2 月 21 日。

(5) 254 



東方學報

期精簡1/3兵額的任務，并抓緊部署第二期再精簡1/3的工作憫。隨後，因國共雙方國繞著

東北接收問題發生衝突，和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有否認政協決議的種種言論，導致中共中

央停止提交準備加入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名單，并要求將國大召開延至雙十節。 5 月 1 日，

鑒於爭奪東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戰役進入臼熱化，毛澤東明確主張:一面“堅持奮戰一

面力爭“求得有利我之和平"翩。

不難看出，儘管圓共兩黨在“五四指示"酵成前在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摩擦衝突，

甚至1爆發了四平街之戰，但關內民眾和輿論的和平聲浪依舊，多數地區中共的黨員幹部內

心也普遍存在著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澤東，也不時發出指示，強調和是大勢所趨。他雖主

張以戰促和，但對多數持懷提態度的黨的高級幹吉日，也還要照顧到他們的思想顧慮，只能

修通過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先做政治局常委幾位領導人的思想工作個)。注意到這樣一種歷

史背景，應當不難想像，“五四指示"制定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其實還并未

做好“大戰在郎"的思想準備。

那麼，立足於椎動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發的呢?其實，關於這一點，“五

四指示"本身就寫待十分明臼。指示開宗明義就說明了中共中央決定要將抗戰期閱的喊租

減息運動引向土地改革運動的原因所在。這就是:“根據各地區最近來延安的同志報告，

在山西、河北、山東、華中各解放區廣大農民已經通過反奸、清算、喊租、喊息門爭，

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眾運量射架入的地方，基本上解決了或正在解決土地問題。

“在此種情況下，我黨不能沒有堅定的方針，不能不堅決擁護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

改革的行動，并加以有計劃的領導"。“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

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准農民

獲得和正在獲得土地。"因為，“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我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

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璟節。"自由

顯然，我們在“五四指示"當中，絲毫看不到因“大戰在帥"因而要加速土改，動員

農民以應需要的內容。不僅看不到，而且會注意到“五四指示"內容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

頗為矛盾的現象。自口它一方面強調要“堅決擁護群來在反奸、清算、喊租喊息、退租追息

等鬥爭中，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不要怕這怕那;

(19)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并靠聶榮臻、賀龍等電}， 1946年 3 月 6 ， 7 日。

白的 〈毛澤東關於東北前棧指揮及在四平、本溪殲敵問題給林彪的指示}， 1946年 5 月 1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珊，第149頁。

但1) 見毛澤東: {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1946年 4 月， {毛澤東選集} (合訂本)，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64年，第1181-1182頁。此一文件毛 4 月下旬礙就後只發給政治局幾

位常委私下傳閱，而未向政治局其他領導入，更未向政治局以外的黨員幹部透露。

閥 〈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1946年 5 月 4 日， {劉少奇選集} (上) ，第377-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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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卸又再三強調在宣傳上暫時不要公開土改意圖，仍應維持喊租滅息的說法，在行動

上除對少數充當大漢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沒收土地的做法，要著重於通過“個

權交換"、“清償負缺"等有償形式，迫使地主“自願出賣土地"。指示明確規定:“對待中

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的態度有所區別，應多采取調解仲裁方式解決

他們與農民的糾紛對抗屬、7.!J屬、幹屬及開明士紳等，還要“給他們多留下一些土地，

及替他們保留面子"憫。以至於這一指示從一開始就被下級幹部取象地概括為“一條批准

九條照顧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經相當激烈的奪取土地的運動，反而受到了

某種程度上的制約帥。

對此，一年之後劉少奇曾經有過一種解釋。他說:“從‘五四指示，當時的情況和環境

條件來看，要求中央制定一個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全國要和平，你

要平分土地，蔣介石打起來，老百姓就會說，打內戰就是因為你共產黨要徹底平分土地。

當時廣大群眾還沒有覺悟到和平不可能，還不了解與蔣介石、美國和不了。......為了既不

脫離全國廣大群眾，叉能滿足解放區群眾要求，二者都照顧，使和平與土地改革結合起來，

結果就產生了‘五四指示，。m劉少奇這里所謂“當時廣大群眾還沒有覺悟到和平不可能

等等，其實也是“事後諸葛亮"了。但他所謂當時為了滿足解放區群眾要求，又不

脫離全國廣大群眾，因而將和平與土改二者兼顧，卸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

景所在。

中共中央推動土改的關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內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

所在。

根據“五四指示"所說，中共中央決心批准“從地主手中取待土地是基於“各地

區最近來延安的同志報告"談到“在山西、河北、山東、華中各解放區，廣大農民已經通

過反奸、清算、喊租、喊息鬥爭，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黨不能沒有堅定

的方針"。換言之，中共中央這個時候提出土改意圖，并非有計劃地設計在先，部署其後，

而是受到地方報告所稱實際運動的椎動，非明確表態“并加以有計劃的領導"不可。

倒 〈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1946年 5 月 4 日， {劉少奇選集) (上)，第377-383頁。

。4) 所謂“一條批准"是指批准“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九條照顧"是指指示要求照顧中農、

富農，照顧抗屬、軍屬，照顧中小地主，照顧被漢奸、豪紳、惡霸所利用的普通農民，照

顧工商地主，照顧知識分子、開明士紳，包括對逃亡回鄉的地主要給以生活出路等。

倒劉少奇: {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 1947年 9 月 13 日， {劉少奇選集) (上)，北京，人

民出版社， 1981年，第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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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報告的椎動的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 1946年 4 月中旬中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到達延安，匯報了華

中根據地減租清算試點的情況。在談到准安縣石塘區農民巳經充分發動起來，甚至出現數

千農民集體進城押了幾十個地主回鄉，清算其剝削脹的現象時，劉少奇當即表示了不贊岡

的態度，指出:“目前各地發動的算脹運動，對大地主、惡霸及漢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進

行的，但不要誓及到中小地主及富農。"鑒於此，鄧子恢馬上於20 日致電華中分局稱:“今

天我們主要口號是喊租喊息，至於i青算舊脹，一般是對漢奸及少數惡霸來提，不要向一般

中小地主普遍算舊脹。這會引起整個地主階級之恐慌，而感到無所底止帥。"由此不難了

解中共中央這時對各根據地的喊租清算運動的情況并不十分清楚，因此發現大規模衝擊中

小地主及富農的情況，頗感不安。

緊接著，中共中央文聽取了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薄一波和山東分局副書記黎玉等人

匯報各地喊租清算情況。從接連聽取的各中央局匯報中，劉少奇等意外地發現，各根據地

農民在減租清算門爭中的普遍傾向是要奪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經直接或閒接地采取措施支

持農民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例。面對這種情況，政治上極為敏感的劉少奇馬上調整了此前

的說法。故僅僅幾天之後，郎在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就有電報給沒有來中央陸報工作，但

同樣向中央提出了這類問題的晉察冀中央局去電說明:“現在山西、河北、山東、華中均

有極廣大群眾在清算及喊租鬥爭中直接解決土地問題，我黨不能不擁護群眾此種土地改革

行動，現中央正召集各區負責岡志討論這個問題。"部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馬上急電華中分

局，說明:“華中目前群眾發動應大膽放手，不應束手束腳，不要過早糾正過左，不要害

怕改變土地關係帥。"

劉少奇及中共中央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特清楚不過地反映出中共領導人到 4 月下旬還

不會意識到土地問題已經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更不會想到過要用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

來動員農民。椎動中共高層在這個問題上改變政策的，不是戰爭形勢，而是各根據地喊租

清算運動中所反映出來的現實狀況帥。

倒 〈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1988年，第245頁。

間 薄-~皮稱:“到1946年 3 月，全區有50%的地區，貧雇農直接從地主手中獲得了土地，實

行了‘土地還家，、 ι耕者有其田(大體上人均三軟) ，。中農也分到一些鬥爭果實。"薄一

波: <七十年奮門與思考〉第 1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第397頁。 3 月間，華中局
也發出了〈中共華中局關於實施土地改革的決定}，明確規定:“清算目的在算出地主階級

土地要“在運動中鼓勵農民贖回買田等。轉見〈共匪禍國史料叢編〉第六珊，臺北，

1967年，第153-154頁。另外太行、太嶽兩區也均從 4 月開始主動指導農民運用清算的辦

法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了。參見〈人民日報} 1946年 6 月 20 日。

側見〈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315-316頁。
自由 據胡錫奎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稱，他們也在這時聽到毛澤東、劉少奇肯定冀中農

民在反奸清算門爭中推平土地，消滅封建的作法。〈胡錫奎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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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此相應照的，還有經過各種年譜、傳記和專著所透露出來的中共中央討論通過

“五四指示"時與會者的發言記錯。

關於中共中央討論“五四指示"的會議員己餘，存在著時間上的不同解釋。因為當年關

於“五四指示"的會議記錄未標明時閒，且被誤植於 3 月 15 日另一次會議記錯之中，因此，

〈任粥時年譜〉的編撰者認為所謂“五四指示"的討論會實際召開於1946年 3 月 15 日闕，

而〈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以及〈劉少奇傳〉的編撰者則否認 3 月 15 日會議討論過

“五四指示"草案，堅持“五四指示"的討論發生在 5 月 4 日當天翩。對此，金J中及先生

亦相信後者的看法是對的，但金書對這個存在明顯歧臭的時閒問題未置一詞翩。而羅平漢

乾脆采用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兩相將就的作法。他在自己的書中把同一份會議記錯肢解成了

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說明確有一個討論土地改革問題的 3 月 15 日會議，一部分說明還有

一個討論“五四指示"的 5 月 4 日會議仰。

上述兩種說:去，究竟何者更合乎史實呢?

首先 3 月 15 日會議記錯由劉少奇主持。劉開會時師講明，今天的會議主要是討論與

東北情況有關的時局問題。會後，亦發布了〈中央關於目前時局及對策的指示}，指示當

中僅簡單談到重視喊租和生產的重要性，未見有講土地改革方面的任何內容棚。其次，討

論土地改革部分的記錯中，明確講道:“方針作這樣的決定:實行耕者有其田，文字還可

以修改。"這意昧著與會者是在討論某一含有土地改革內容的文件，而 3 月 15 日發布的

〈中央關於目前時局及對策的指示〉中并無“實行耕者有其田"之類的文字，此文字僅見

於“五四指示"當中。這說明此一討論記錄確與“五四指示"有關。而以中共中央歷來討

諭文件之習慣，通常都是在會下主要領導人交換看法和輪流批改文件大致完成後，才拿到

會上討論，討論後略做修改郎以討論會召開時間作為文件發布時間。說 3 月 15 日討論“五

四指示遲至50天之後才發出文件，則不合情理。況且在此次有關土改問題的討論發言

1947年 7 月 25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20/1/651/102. 
制1) {任粥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第511-516頁。其1946年 3 月 15 日條稱

當日出席中共中央會議，會議討論〈中共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草案)。

任那時在會上首先發言云云。 5 月 4 日條則隻字未提開會事，只提到中共中央發出〈中央

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

(31) {毛澤東年譜} (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第60-61， 77一78頁;{劉少奇年

譜} (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第26-27， 42頁; {劉少奇傳} (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第556頁。上述書中肯定 3 月 15日中共中央開過會議，但認為

所討論者系時局問題，非土地改革問題。同時，認為 5 月是日中共中央有過專門會議，討

論“五四指示"的內容。

似) 金i中及前引書，第377-379頁。

倒羅平漢前引書，第 6 ， 9 頁。

(3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第9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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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錯中，也看不出存在重大爭議的情況;在 3 月 15 日至 5 月 4 日期閒，也看不到任何進一

步就此文件重要內容交換意見的過程性文件。唯一一件可以見到的可能與“五四指示"有

闊的過程性文件，已晚至 3 月 31 日，而且還是說剛剛“起草了一個關於土地問題的指

示"間，顯與 3 月 15 日會議原始記錯中所提到的文件無關。以上均可判斷目前保存的這一

3 月 15 日會議記錄中有關土改問題討論的記錄部分，應該有被誤植的可能。

再查這部分記錯中毛澤東、劉少奇發言的內容，與 5 月 8 日被中共中央以〈毛澤東、

劉少奇關於土地政策發言要點}，發給各中央局，作為學習掌握“五四指示"的輔助學習

文件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帥。這更顯示 3 月 15日會議記錯中保存的有關土改問題的討論

記餘，產生於 3 月 15 日的可能性較小，而產生於 5 月 4 日的可能性較大。何況，劉少奇 5

月 3 日曾有信給朱德，說明有關土地問題的指示準備“五月四 H 下午四時，至IJ葉間開會討

論"仰。這說明 5 月 4 日當天確曾開會討論通過了“五四指示相關的討論記錄，理當是

這一天的，而不大可能是 3 月 15 日的。

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共檔案在保存過程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出現問題較多的情況，大部分發生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且以電報誤植者或兩

人以上記餘，時間標記不一者較多，不同時間的會議記錯被合并起來的情況鮮有見到。而

這一情況均發生在1946年，郎中共中央在延安巳平安渡過 9 年時閒，不存在任何足以干擾

其日常工作及其規律性的因素。這也許就是任粥時年譜傳記編寫者不相信存在記錄誤植可

能的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吧棚。

不論此一討論發生在 3 月 15 日，還是 5 月 4 日，對筆者的討論，當不會發生多少妨礙。

這是因為，從會議記錯所顯示的發言內容看，與會者沒有人從“大戰在郎"這個角度來談

論椎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的問題。

根據會議記餘，任臨時首先報告各地減租清算情膀。說明“各地群眾利用清算的辦法，

迫使地主賠償積缺“依滅租喊息的標準來看，這種運動是‘左'了;依群眾運動現在的

標準來看，眼於滅租滅息的辦法是右了。"“現在黨的面前的問題是，是否批准群眾的這種

運動即“用徹底的藏租喊息的名義，爭取在今年內基本上解決農民要求土地問題?

康生發言肯定農民的作法，稱:“減租清算運動發展中的實際內容是農民要求土地，

解決的方法......---------'"般理由都比較正大。結果地主只好出賣土地，而農民又不要買地，於是

個5) {劉少奇年譜} (下) ，第33頁。

關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 (1945-1949吟，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1年，

第 2-3 頁。

開 〈劉少奇年譜} (下)，第42頁。

側 而這一爭論的背後，其實更主要地表現出來的，恐怕還是當事人家屬對官方編撰的年譜、

傳記等出版物的干預和影響的能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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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價折價讓于農民。老解放區大概從1943-1944年就著手解決了， 日本投降前已解決得差

不多了。新解放區約三分之一亦已解決，但有種種偏向。"

劉少奇提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說:“土地問題今天實際上是群眾在解決，中央只有

一個1942年的土地政策的決定，已經落在群眾的後面丁。今天不支持農民，就要潑冷水，

就要重複大革命失敗的錯誤，而農民也未必就範。"但是，“要看到這是一個影響全國政治

生活的大問題，可能影響統一戰攏，使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退出與我們的合作，影響我

們的軍隊、幹部與國民黨的軍隊，影響國共關係與國際關係。內戰雖不由此決定，但會有

重大影響。因此，不能不作謹慎的考慮。"

林伯渠問道:“另外有什麼既不過火叉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 

徐特立提醒說:“大革命時代的錯誤一定不可重犯。"

毛澤東表態稱:“七大寫的是減租喊息，尋找過當方法實現耕者有其田。當時七大的

代表多數在延安時間太久，各地新的經驗未能充分反映，現在有了這種可能，使我們從觀

念形憩上解決問題，進而使一萬萬人得到利益。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嚴重的門爭，而不致

失去群眾的支持。國民黨比我們有許多長處，但有一大弱點， ~p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

聊生。這一方面正是我們的長處。"“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查歷史問題決議說法)，農民

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准，今天必須表明態度。"解決土地問題，“這是我們一切

工作的根本、是下層建築，其他都是上層建築。這必須使我們全體同志明瞭。"當然，在

宣傳上，應當“暫時不講耕者有其田，但將來一定要宣傳。"

劉少奇最後對討論作了結論，說:“方針作這樣的決定:實行耕者有其田，文字還可

以修改。"棚

總結上述發言，不難了解，第一，“五四指示..的影成，與當時的戰爭形勢并無直接

關聯。第二，直接影響中共中央不得不下決心進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根

據地農民受到中共各地階級政策的影響，已經開始廣泛地嘗試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相當

部分地區實際上已經通過這種方法解決了土地問題，中共中央必須做出反應。二是1927年

大革命失敗所留下的心理陰影。從與會者多人不約而同地強調不能重複大革命失敗的錯誤

這一點，可以明顯地看出，由於中共此前已經通過決議正式認定: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

原因就在於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當時在工農運動問題上采取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禮度，

特別是壓制了湖南農民運動側，因此，中共領導人這時不能不把是否支持根據地農民獲得

側參見〈任朝時年譜}，第511頁; {任粥時傳}，第707-708頁; {劉少奇年譜} (下) ，第位

頁; {毛澤東年講} (下) ，第78-79頁; {劉少奇傳} (上) ，第556頁;金沖及前引書，第

378-379頁;羅平漢前引書，第 6 ， 9 -10頁，等。
棚 中共中央: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5年 4 月 20 日， {毛澤東選集} (合訂本) ，第

956-9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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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要求，視為可能再度影響其革命成敗的關鏈性要素了。由此可知，與其說中共中央

1946年決心推動土地改革運動是為了應附國共全面戰爭的動員措施，倒不如說這是它在突

如其來的農民運動面前，基於其對1927年革命失敗所總結的經驗教訓，而采取的一種應變

措施。

土地贖買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慨然主要還是一種針對各地農民要求土地運動的應變措施，中共中央決策與實施的情

況，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整個國內外政治大璟境的制約，其支持農民實行土地改革門

爭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當的約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態度明顯地比劉少奇等人要

激烈一些。比如，他在 5 月 4 日的討論中，就基於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

告〉中提出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觀點，明確表示:“農民的平均主義

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對"。強調除了對大地主、惡霸、漢奸以外，中小地

主，包括舊富農，“實際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4日。

不過，比較毛澤東的講話和隨後修訂公布的“五四指示"內容，可以發現，毛澤東的

意見只是部分地被寫進了指示當中。而對於劉少奇所堅持的關於要盡可能保證不變更富農

的土地，對一切中小地主，特別是屬於軍屬、抗屬、烈屬的地主家屬，在土地份額上及面

子上，應給予相當的照顧等項規定，毛澤東隨後也表示了認可。

5 月 5 日，毛澤東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傳上“不要說土

地革命等咐。劉少奇據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電，告誡各地稱:“在目前門爭的策略上，

我們在各地的報紙上除公開宣傳反奸、清算、減租、藏息的群眾鬥爭外，暫時不要宣傳農

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動以及解放區土地關係的根本改變，暫時不要宣傳中央一九

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變，以免過早刺激反勘探的警惕性，以便繼續麻癖反動派一個時

期，以免反動派藉口我們政策的某些改變，發動對於群眾的進攻岫。"

而為了從理論的高度說明中共中央對實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觀點，中共中央還於 5 月 8

日影成了一個〈毛澤東、劉少奇關於土地政策發言要點}，作為對“五四指示"的補充說

明文件。內中說明:第一，“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

准，必須有堅定明確的態度。"第二，“目前國民黨有大城市，有帝國主義幫助，占有四分

但1) {劉少奇傳〉上珊，第556頁。

關 〈劉少奇年譜〉下，第42頁。

關 〈中央關於暫不在報紙上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指示}， 19546年 5 月l3日， {解放戰爭時期

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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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人口的地區，我們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與之門爭，才能改變這種他大

我小的形勢。如果在一萬萬幾千萬人的解放區內，解決了土地問題，即可使解放區人民長

期支持不覺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國革命“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

璟筍，必須使全黨幹部認識其重要性。"據此，“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和中閒分子暫時的動

搖“不要去批評農民的平均主義但要反對“不聯合中農......不照顧應當照顧的各色

人等要反對破壞黨的工商業政策。九

由上述指示中不難丁解，“五四指示" i:盡管政策溫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

地幫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決心卸很大。其在給冀熱遼分局的電報中就宣稱:“減租還應

進行，但只靠喊租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應利用清算滅租、清算負擔、清算搶掠霸占、清算

黑地挂地、清算勞投及其他剝削等各種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轉移到農民手中。"到了 5

月 19 日，鑒於東北爭奪戰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已明顯地具有了通過解決土地問題來爭取

農民支持的政治意圖，因而有針對性地提出:“清算運動不僅可以用來清算敵偽及漢奸土

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決地主階級的土地(，日。"這意昧著，中共中央認為在東北可以

突破“五四指示"的規定，不分漢奸與否，用清算的名義向一切地主階級取得土地分給無

地少地的農民。

然而，形勢比人強。 5 月下旬，由於四平戰役失利，在與國民黨的軍事較量中，中共

軍隊主力被迫退過松花江，放弄了前此占領的大片地區。為牽制國民黨在關外的進攻，毛

澤東在 5 月底開始在山東地區實施報復作戰，將戰火引到關內來。 6 月 1 日，中共中央第

一次作出了“全國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關。但真的到了“大戰在帥"的時刻，中共中央

對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來動員農民的問題，主P反而變得猶豫起來了。

首先，在和戰問題上，毛澤東相信中共俏未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故一方面堅持寸土

必爭，寸步不讓，另一方面卸叉不希望馬上開戰，故再三強調:“我黨基本方針應是在不

喪失基本利益下實現和平"。他要求周恩來等要“竭力等取和平"。稱只要蔣答應停戰，就

要全力爭取，并且要設法“變暫時停戰為長期停戰說“長期戰爭於我不利。"即使蔣介

石非打不可，也“必須使全國性內戰爆發的時間盡可能推遲"。真打起來，也要爭取議和。

并表示說:“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

關 〈毛澤東、劉少奇關於土地政策發言要單妙， 1946年 5 月 8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

件選編)，第 2-3 頁。

個 〈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給冀熱遼分局的指示)， 1946年 5 月 178 ; 
〈中央情報部關於關內各解放區開展清算運動的經驗給中共東北局電)， 1946年 5 月 19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12 ， 13頁。

關 〈中央關於中原軍須求經濟自救與準偏突圍給鄭位三等的指示)， 1946年 6 月 1 日， <中共

中央文件選集〉第16珊，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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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主管帥。"

其次，在土改問題上，一方面，從戰宰需要和新區鞏固的重要性出發，毛澤東再三指

示東北局等說:“今年務必將土地問題全部或大部解決完畢。土地問題解決，兵也有了，

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鞏固了此點“至關重要"(4助。但另一方面，因為毛澤東這時的

基本思想還是想和，而非想戰，故他深知維護統一戰踐和聯合中閒勢力的極端必要性。在

這種情況下，他自然對隨著“五四指示"下發的〈土地政策發言要累的中的一些鼓勵各地

不要怕農民的平均主義，不要怕嚇跑資產階級和中間分子之類的說法闕，感到不盡妥當。

鑒於許多地方這時已經發生丁過失門爭的情況和中間流人士開始發出明顯的怨言，經反復

斟酌後，毛澤東於 6 月 27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提出:“中央正考慮自解放區發行土地

公債發給地主，有代價地徵收土地分配農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過大損失"酬。

這時，戰爭陰雲密佈，中共中央內部這時多數人懷娃，各地有無可能拿出許多錢來貸

給農民，而那些貧苦農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貸來購買地主多餘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償還

公債利息等。但經過多次討論研究後，中共中央還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體實施方

案，於 7 月 19 日正式下發徵求各中央局的意見。

其電報稱:“為了公開宣布我們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農民群眾自下而上的

土地改革運動與各解放區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推

進土地改革運動的規模和速度。同時為了公開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後必需的生活，以

緩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內部，并減少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中閒人士的動搖懷疑，以鞏固

反對內戰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統一戰蟻，使土地問題得到順利的解決中央正在研究一

種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郎準備根據孫中山的照價收買的辦法，“由政府發行土地公債，

交附地主地價，分十年還本。公債基金，或者自得到土地的農民擔負一部分，農民每年向

政府交附一定數量的地價，分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調劑。

或者根本不要農民出地價，由政府在整個財政稅收中調劑。除公債辦法外，在抗日戰爭期

間，地主負缺農民的債務，農民亦可當作交咐地價折算。"“在土地改革後地主所保留的土

地及財權、人權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例。"

中共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種極為溫和的土改方案，無提是與軍事緊張形勢和中

閒入士對前一段各地農民運動中激烈過失現象的批評密切相關的。中共中央這時專門給在

制 〈毛澤東年譜) (下) ，第徊，船， 91，凹， 97頁。

例:) (毛澤東年譜) (下) ，第84-85頁。

胸 前引〈毛澤東、劉少奇關於土地政策發言要點〉。

例1) (毛澤東年講) (下)，第99頁。

自1) (中共中央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給各中央局的電報)， 1946年 7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16珊，第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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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的周恩來等去電，要求他們向民盟等中間派人士解釋說明:“各地農民在抗戰八年中，

會三次起來要求土地，我黨均用了極大的說服解釋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後，各解

放區廣大農民起來清算漢奸惡霸，自己動手解決土地問題，我黨無法和不應阻止這種群眾

的正當要求。"“農民起來之後，在個別地區或有過1<.之處，僅僅是個別地區的個別現象，

這是難免的。但根據最近蘇北的統計，准j每區在減租、反奸清算之後，全區現有地主一萬

一千零五十二戶，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九百五十敵，如平均計算，每戶地主倘有一

百三十一直久，如以每戶八人計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敵，等於中農每人土地的五倍。太

行區最近反奸清算後的統計，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敵七分，中農每人只三敵一分地，貧

農每人只二敵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於中農四倍半，等於貧農六倍半。其

他各區地主保留的土地，等於中農的兩倍至五倍。這些材料證明解放區農民忍受了很大的

損失，來照顧地主在土地改革後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對解放區的農民土地改革運動，

加以全面的具體的調查研究。"至於中共中央的政策，則準備“對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

沒收辦法，擬根據孫中山照價收買的精神，采取通當辦法解決之，而且允許地主保留一定

數額的土地。對抗戰民主運動有功者，給以優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叫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隨後也再三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須和各界人民親密合作，必須爭

取一切可能守主取的人。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依靠雇農、貧農，

團結中農，另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

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對待漢奸、豪紳、惡霸要放嚴些，對待富農、中小地主要放寬些。

“凡親自從事耕種土地之中農及富農的土地，不開其多少，應免於徵購。"倒尤其是，為了

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我們必須自覺的向富農讓步，堅持中央不變動富農自耕土地的原

則。"在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應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條件，并“應對一切地主

采取緩和態度咐。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

階級改取緩和態度。對一切生活困難的地主階級給以幫助，對逃亡地主招引其回來，給以

生活出路，藉以減少敵對分子，使解放區得到鞏固。如此做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準備

努力生產，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糧食和布匹，完全自拾。爭取在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使

自衛戰箏的物質需要待到滿足，同時叉必須使人民負擔較前減輕，使我解放區人民雖然處

關 〈中央關於向民盟人士說明我黨土地政策給周恩來、董必武的指示}， 1946年 7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珊，第256-257頁。

倒 〈中共中央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給各中央局的電報}， 1946年 7 月 19 日; <中央關於向民盟人

士說明我黨土地政策給周恩來、董必武的指示比 1946年 7 月 19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

革文件選編}，第15-180 19一20頁。

(54) <中央關於對富農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給華中局的指示}， 1946年 8 月 8 日， <中共中央

文件選集〉第16珊，第264-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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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璟境，而某生活仍能有所改善翩。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說明，當戰爭真的迫近之後，中共最高領導層雖然很清

楚要給農民以利益，同時部也在擔心政策太過激進會導致大批處於中間立場上的地主轉向

反動，因而會再三提議要緩和對地主階級的刺激態度。

陳甘寧邊區和平贖買土地的試行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徵購的設想，也是與中共中央對其所在地陳甘寧邊區統戰情

況的了解和認識密不可分的。因為邊區有一半地區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巳

鮮有所謂地主和舊富農了，另一半地區抗戰期間通過滅租滅息，地富的土地財產也巳受到

極大削弱。再加上邊區未被 H軍占領過，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條件，相反農村富裕階層中相

當多開明士紳和被統戰人士，以及抗屬、烈屬和幹屬等，簡單地指望通過喊租清算運動來

平均土地，肯定會造成較大的社會波動。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種影響難免會對中共自

身的形象造成較大的傷害。

但問題在於，各個敵後根據地的情況與快甘寧邊區的情況相差甚遠。不僅各個根據地

都是抗戰期間建立起來的，沒有經過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戰過程中也多經歷過與日軍反復

拉劇的過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為各根據地用來向地主鬥爭的最主要也是最簡便易行的

政治方式了。對此，中共中央當然是了解的，因而它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見。它為此特

別詢問各中央局:如果我們目前宣布這樣的法令，對當前正在發展的群眾運動有否阻礙?

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債徵購及農民出一部分地價等辦法，農民是否贊成，有無損傷農民的基

本利益?現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時機?如果你們那里土地問題大部分已經解決，

那就要采取批准農民既得果實，由政府調劑補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資料和土地的辦法，這樣

的法令是否適當?如果在大部沒有解決，群眾運動剛開始的地區，宣布這樣法令文是否適

當?等等酬。但是，多數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9 月 21 日，由於各中央局的意見分歧甚大，中共中央決定暫緩發表徵購土地的提議文

件。其指示電就此解釋說:“中央關於徵購土地提議，有些地區要求暫緩發表，以免影響

群眾的反奸清算運動;有些地區要求提早發布，其主要目是為了在老區內解決抗日地主、

抗屬地主的土地。我們將各地意見研究之後，認為目前暫不公布為有利，等過了陽曆年各

(5日毛澤東: <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1946年 7 月 20 日， <毛澤東選集}，第1187-

1188頁; <中央關於在山東地區進行土地改革的指示}， 1946年 9 月 21 日， <解放戰爭時期

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35-36頁。

胸前引〈中共中央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給各中央局的電報}， 1946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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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土地問題基本解決之後，再看情況決定發布問題。"但是，指示同時還是明確要求:

即使反奸清算，也應該遵照如下原則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後的必需生活，

給他們留下不少於中農或多於中農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 (乙)一般不動富農的

土地，堅決實行‘五四指示，的原則; (丙)中農必須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決不能

侵犯中農利鐘，如中農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須退還和賠償。"制這一指示說明，中共中央這

時固然因為擔心影響正在反奸清算運動中的部分地區的群來情緒，決定暫緩發表徵購土地

的文件，但并不是認為這一新的政策有什麼問題。不僅如此，它還生怕各地的運動不注意

照顧地主，更不允許動富農的土地和侵犯中農利益。

有關徵購地主土地的文件雖然沒有在各地去聞發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限甘寧邊

區進行了試點。這一年 9 月底，邊區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試行土地位債的決議。 11月，郎

在蔣介石不顧中共反對，斷然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國共關係面臨全面破裂之時，快甘寧邊

區第三屆第二次政府委員會發布決議稱:“在土地未經分配區域，以貫徹喊租，并采用土

地去債，徵購地主超額土地的辦法，以消滅封建剝削，實現耕者有其田。在經過土地分配

的地區，亦應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進行土地整理登記，將公地過當分配給無地和地少的農

民，調解農民相互閒的糾紛，確走地權。

1口1月 2羽5 臼，邊區政府接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遠的緝德縣賀家川村進行

試點，由政府向地主用徵購的方式買地，然後再賣予貧苦農戶。僅 9 天時間，村襄61戶無

地少地農民就在邊區銀行的資助下，用8000磅的糧食買到了200多英敵的土地問。隨後進

行試點的，還有慶陽、關中兩個分區的一些村子酬。

緊接著， 12月初，邊區政府公布了〈徵騰地主土地條例草案}，明文規定:“一、在抗

日戰爭中、自衛戰爭中，對邊區著有功績之地主，留給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數，應多於當地

中農每人平均地數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給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數應多於當地中農每人平

均地數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給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數，應等於當地中農每人平均地

數;四、惡霸地主留給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數，應等於當地中農每人平均地數百分之八十。

凡地主自力耕種之少量土地，不得徵購。"但1)

對此，黨內一些領導人猶感不足。時任中共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謝覺

哉就主張:“解決土地問題是消減封建、繁榮農村，不是對地主取報復。因此，二、三、

的 〈中央在關於山東地區土地改革的指示}， 1946年 9 月 21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

選編)，第35-36頁。

側羅平漢前引書，第55頁。

帥轉見李煒光前引文。

個0) 金i中及前引書，第383-384頁。

的1) (謝覺哉日記) (下) ，第1035-10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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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的分別規定沒有必要。‘警f邊區，、‘少量，字也不必要。"關

12月 24 日，新華社專門向全國發出電訊，介紹了賀家川村通過政府徵睛和平贖買地主

土地，再由政府錯行資助無地少地農民獲得土地的成功經驗。

1947年 1 月，快甘寧政府進一步侃出工作圖，在各個分區推廣了土地徵購工作。僅在

初步完成徵購的 5 個鄉，就使農民承購到主地2.6萬赦。以米脂縣桃鎮區 8 鄉為例，此次

徵購前地主人平均古有土地12.1珊，徵購後減少為4.4禍;富農徵購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

啊，徵購後僅占4.3啊。同樣的情況，葭縣倍甘區一、五兩鄉經此次徵購後，地主、富農的

土地分別減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貧農的土地已接近於全鄉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數棚。

到1947年 2 月，快甘寧邊區政府還進一步修訂了〈陳甘寧邊區徵購土地條例}，取消

了有關“土地之承購應以現耕為基礎"的條款，強調“徵購土地之分配，應按人口分配給

無地及少地之貧苦農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數量與質量，達到大體的平均。"的。

對於快甘寧邊區的這一和平贖買政策，中共中央不僅支持，而且為其成功而一度頗感

鼓舞。在已經宣布暫緩發表徵購士地辦法三個月後，劉少奇在1947年 1 月 10 日又再度致電

給各中央局領導人，說明:“土地改革已獲偉大成績，在運動深入的廣大地區，地主已屈

服，數千萬農民已得到土地。但倘有約三分之一地區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在已解決土地問

題的地區中，在土地分配問題上發生了一些毛病"。“為了在這些地區繼續深入徹底解決土

地問題，請你們考慮并收集意見後，答復我......是否由各解放區政府各自頒布法令，發行

土地公債，徵購一切地主多餘的土地，無代價地分給農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後

取消地主這一個階級? "制

根據快甘寧邊區試點調查的結果，劉并且在 2 月 8 日更進一步指出:“這是徹底解決

土地問題一一最後取消封建土地關係與更多滿足無地、少地農民土地要求的最好辦法之

一。"過去大家擔心農民負擔不起，政府財政有問題，實蹟證明:“在土地改革時期，地價

大跌，故以公債徵購土地的市價很低，去{責本息償還時期叉規定很長，故我們政府與群眾

完全負擔得起，很為群眾所歡迎。我們最初認為(貧苦農民)無力負擔償還公債本息的想

法，是不合實際的。"故“用公債徵購土地分給農民的辦法，很可在各解放區采用，只要

與訴苦清算配合起來，不把它看作一種單純的買賣關係，是只有好處而無害處的。"刷

側 〈謝覺哉日記} (下) ，第1035-1036頁。

你) 董志凱前引書，第71-73頁。

叫羅平漢前引書，第57頁。

(6日 轉見〈劉少奇傳〉上冊，第560頁;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43-44頁。

的6) (中央挾甘寧邊區若干地方試辦土地公債經驗的通報}， 1947年 2 月 8 日， (中共中央文件

選集〉第16珊，第408-4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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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響，冀東行政公署等也相繼發行了土地債券，幫助農民據此取得土地酬。華東

局規定:“地主超過一定數額的土地由政府以徵購等方式，實現耕者有其田棚。"包括被一

般中共黨史著作認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晉結邊區，這時不僅沒有著重去考慮如何通過土

改從農民手中取得資源，以支援戰爭的問題，反而在 2 月中旬也通過一項決定，要求各單

位各部門共同“節衣縮食一方面減少稅收，一方面拿出90億元邊幣貸給農民，“讓群眾

喘一口氣，使群眾能修發展生產，發展土特產“讓群乘鸝身"棚。

由上不難看出，通常為許多研究者所懷疑的中共和平贖買地主土地的作法，并非是一

種用於掩蓋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虛晃一槍的對外宣傳手段，相反，它確曾是中共中央“五四

指示"後其土地改革政策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從一般所說國共內

戰爆發的1946年 6 月以後，直到1947年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沒有因為內戰的爆發而

將土地改革運動推向極端，反而是從“五四指示"的方針上進一步後退，采取過更加和平

的土改辦法， ~p發行公債徵購地主士地，然後分給農民或貨款由貧苦農民購買的方法。

康生在恢甘的調查與結果

需要了解的是，多數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對中共中央和平贖買土地政策的態度，是消極

甚或懷疑的。土地改車運動已經搞得比較激烈的晉冀魯豫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答復最具代

表性。它表示:“頒布法令發行土地公債徵購土地辦法，在我區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區土

地問題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辦法解決，誰都認為分配土地是應該的，是大勢所趨，

清算就是分配土地(農民認為這是土地還家)，這在地主及農民中閒均已認為合法合理。"

多半僅僅是為了留有餘地，電報最後委婉地表示:“頒布這樣的法令亦無妨害，對解決幹

部家屬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問題有好處，且可給群眾多一層合法工具亦有好處。"柵

對此，中共中央卸并未有所動搖。康生1947年 2 月 2 日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做報告時曾

對這種情況有過清楚的說明。他講:“在這問題上中央曾經幾次的問過各地的意見，各地

意見不很一致，都感覺他們那襄基本上是清算土地，公債購買的辦法不一定通用。他們有

制 〈冀東行政公署關於發行土地債券的指示}， 1947年 1 月 20 日， {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

編}，第135-136頁; {西北局關於發動群眾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指示}， 1947年 1 月 27 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史組編: {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北京，國防大學

出版社， 1988年，第332頁。
關羅平漢前引書，第32頁。

側賀龍在晉絞邊區生產供給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 {我們的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 ({賀龍文

選} (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6年，第490-491頁。
問 {薄一波關於晉冀魯豫區土地改革情況的報告}， 1947年，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

編}，第5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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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顧慮:一、像華北、東北差不多已清算光了，剩下零星的可用獻地的方法解決，因此

去債購買不必要。二、用去債購買，政府要出錢，而政府出不起。三、最大的顧慮是感到

用公債購買可能阻睡或妨礙群眾運動，因這是自上而下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如果那個地

方群眾沒有起來，地主氣焰沒有壓下去，用政府宣布土地公債條例來解決土地問題，很容

易變成恩蜴，很容易f使吏轟轟烈烈自的句群眾運動受到所作所為和阻曬。

然而，中共中央部并未因此而改變主張。康生說: f盡管各地同志都反對，但中共中央

“最後和邊府、西北局同志研究認為，邊區是老根據地，且有些地區實行過土地改革，似

乎可以實行。因此，邊府、西北局就決定首先在邊區內實行，并首先在新區如慶、合、鎮、

經沒有經過土地革命的新區實行。我們下去就是想在寶路中看一看公債對土地改革的作用

到底如何? ......其他解放區是否可用? "問

1946年12月 10 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康生、陳伯達、田家英、馬文瑞、浦安修等 7

人前往臨東試點區實際蹲點考察，康生、馬文瑞等25 日進馬拉畫陽高原區六鄉王家原村，陳

伯達、田家英等24日進駐合水城關區六鄉太臼牛村。據康生講，他們下去之前，一些入就

講，臨東、經德等地早就經過滅租清算和獻地，當地地主的土地已經差不多搞完了，因此，

就是用公債購買，也買不到多少地了。但實際上，經過深入調查，他們發現，王家原材雖

然已經過減租清算，地主占地仍達37%，加上富農以及縣政府教育科所占土地，總共達到

53%，而無地少地村民，則達到46%冊。

康生等人下去之前，劉少奇會專門與他們說過話。強調:“土地公債是一個由上而下

的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運動做好，必讀要成為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也就是毛主席告訴

我們的，必須用群眾鬥爭力量與地主階級完全撕破臉，來取得土地。"因此，康生等人很

清楚，實行土地去債徵購，絕對不是在地主和農民之間建立一種買賣關係，或是靠政府下

令來實行，更不能搞成政府恩賜，而必須“成為群眾運動，用群眾門爭的力量，去取得土

地。"側

故康生等人一進村，花了 4 天時閒搞調查研究後，就用了 3 天時閒組織農民搞訴苦清

算，并在訴苦清算的基礎上搞徵購土地。用他的話來說，“訴了苦徵購士地就很容易。我

們只要一議地主是那樣可惡，要不要買他的土地，農民有的就說要買，有的就說不要買，

統統算掉。"結果，有的地主的土地被算光了;有的地主看到情況不好，就主動把地全部

獻了;有的地主的土地被用很低的價錢買下來了。按著，他們又花了 5 天時間分配土地。

。1) {康生同志關於群眾工作的報告比 1947年 2 月 2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 572/1/170/3/1 
2. 

問同上iJ l注。

問 問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2/1/170/3/13. 
側 同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檔， 572/1/1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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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組織了一個貧雇農為主的評議委員會，對於土地以外還有其他產業的地主，康生主張

少給地主留地;對主任主要靠土地生活的地主，他則贊成在先打後拉的策略下，按照邊區政

府的政策稍加照顧。土地分配完成後，他們又花了 4 天改造黨推且織，以鞏固土改的勝利果

實。總之，他們在王家原花了 18天時間，算是完成了徵購土地的試點惘。

康生此行的結論是:“用公債徵購土地是解決土地問題昀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有一

個好，同清算的好處一樣，絕不可怕，絕不會妨礙群眾門爭，而且它是同清算運動相配合

的。"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合水寺的一個幹部也在搞清算門爭，搞得地主有的主動把地獻

了出來。結果是大地主一般都清算光了，小地主主H很難用清算的辦法把土地搞光。有些地

主也獻地，去口是只獻壞地，不獻好地。因此這名幹部很苦惱。康生說:“你購一下不就光

了，又算叉獻叉購，哪個地主還不光! "康生在 2 月 1 日西北局的會議上也著重說明了他

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認為“徽購清算配合起來，差不多就把地主搞光

了，這是一個好辦法。群眾創造了清算，政府創造了徵購，兩者結合起來，從上而下，從

下而上，這樣兩面一夾，哪個地主還不死! "康生因此宣稱:“這個辦法我覺得不但陳甘

寧可以用，其他地方也可以用"憫。

從康生試點的情況和得出的經驗可以看出，中共領導人這時既顧慮統一戰麓的需要，

主張用和平購買的辦法來取得土地，滿足農民需要，又堅信土改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階級鬥

箏，必須通過群眾運動的辦法，來徹底打倒地主階級。因此， 1947年 2 月 1 日，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和平贖買政策的推行，毛澤東就會再度提出:土地問題不僅要儘早

解決，而且一定“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來待到土地。"“農民的平均主義在分配土地

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對相信對中小地主，包括舊富農，“實際上也是要侵犯一些

的"。何

康生等人是在1947年 1 月 30 日在臨東實地調查和幫助土改尚未完全結束，被中共中央

召回到延安來的。中共中央委派他與陳伯達一起率考察團再到晉西北根據地去進行實地考

察，并幫助晉按分局解決土地問題。中共中央在給晉輝分局的通知上說明:“他們丑徵

( 2 月 4 日)由延動身，丑聞fJ (2 月 15 日)可到你處。然後下鄉并幫助解決幾個鄉的土地

問題及其他問題。時間約一個月。"。母

就在康生和陳伯達臨出發之前， ~p 2 月 1 日，康生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

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黨內指示。其中明確肯定了“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強

倆同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2/1/170/3/12-17. 
倆同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2/1/170/3/24-25 
仰羅平漢前引書，第80頁。

問王樂鳴、柳澤寧: <康生與晉級土改中的“左"傾錯誤)， http://blog.0437.gov.cn/ 

7212/viewspace -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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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全部過程中，必須堅決聯合中農，絕對不許侵犯中農利鑫(包

括富裕中農在內) ......對於一般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後，應有過

當的出於群眾願意的照顧之處，都照‘五四指示，辦理。"憫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是在內戰打響，國共關係已經再難挽回的情況下召開的。與

會者一致認為:“中國大革命高潮要來了并從大革命的經驗出發，斷言:“革命高潮的

基礎仍是土地革命，土地問題解決得愈徹底，我們勝利的把握愈大。"故毛澤東不僅要求

“放手發動群眾，實現耕者有其田而且主張:土地問題要儘早解決，說“如果太遲，要

犯很大錯誤"。解決的辦法，更是一定要“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來得到土地酬。"但

與此同時，面對國民黨全面進攻的強大壓力，會議也仍舊突出強調了統一戰騁的問題。會

議通過的政治指示特別說明:今天必須帶品哉比抗日時期還要廣大和深刻的“全民族的統一

戰賤"。除在城市中要聯合一切中間力量之外，“解放區在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實現耕者有其

田的條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變。在政權機關和社會事業中，除共產黨人外，必須繼

續吸收廣大的黨外進步分子、中閒分子(開明紳士等)參加工作。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

和反對人民利盎而為人民所痛恨的反動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

舉權干和被選舉樹才權墓瓦。"

由此不難了解，康生從臨東回來，出發前往晉按幫助土改時，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雖

然明確肯定了土地改革在發動群眾應附圓民黨軍事進攻問題上的重要意義，但并沒有新的

土改方針出臺。因此 2 月 2 日，即政治局會後第二天，康生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也一

樣既突出強調了毛澤東關於必須“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來得到土地"的說法，也去

開宣傳:“用去債徵購土地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好辦法"。結果是，康生一行人於 2 月中

旬到達晉組分局所在地蔡家崖，就是帶著這樣一種精神來幫助土改的。他這時對土改的態

度與半個月前在中央黨校做報告時的思路并無任何變化，飯沒有進一步激進，也沒有在鬥

爭策略上有所軟化。

當然，有聞發行公債徵購土地的種種做法，在1947年 3 月 18 日國民黨胡宗南部攻占中

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從 3 月初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的代表及其

工作人員被國民黨當局強令撤離，到胡宗南部占領延安，國民黨在政治上干日軍事上都展開

了大舉進攻。為了應付這一嚴l峻形勢，中共中央 3 月底決定一分為二，毛澤東、周恩來、

任臨時等留在“人民、地勢均好"的陳北岫與胡宗南部進行周旋，正在受到嚴重腎病困擾

例1) (毛澤東選集〉第1213-1214頁。

側羅平漢前引書，第80頁。

但1) {毛澤東選集}，第1211頁。

關 〈毛澤東年諮} (下)，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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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劉少奇與年邁的朱德、董必武等，率領數千中直、軍直機關人員，追過黃河撤往晉西北

等安全地點，劉少奇并被中央委托全盤負責考慮各根據地土故事宜，同時籌備計劃於 5 月

4 日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代

劉少奇態度轉趨激進的原因

由於在此後一段時間襄中共中央在限花與胡宗南部的各路追兵四處周旋較為緊張，全

國範圍的軍事指揮亦牽扯了毛澤東很多精力，因此，毛此後半年時間很少再顧及土改問題。

劉少奇則因為不必再考慮中央政治軍事等其他事務，主要負責指導土改工作，又有機會一

路直接聽取地方各級幹部的土改工作匯報，實際考察沿途根據地農村的情況，因而感觸和

認識較前都大不相同。

關於劉少奇此行并未帶有中共中央新的土改政策，其態度轉變多半是受到沿路地方報

告和親眼所見的情況影響這一點，可以從劉 4 月上旬到 4 月下旬閒一系列講話或信件內容

中對土改問題態度的變化當中，一探究竟。

劉少奇一行 4 月 4 日進至晉按中央局所在地興縣，先後與晉按軍區司令員賀龍和晉棋

中央局書記李井泉，及在興縣蔡家崖郝家坡自然村進行土改試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康

生等談話，花了三天了解晉西北各方面，特別是土改工作的情況。 8 日，劉在害，接幹部會

議上作了報告，其中談到士改問題，但除了強調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自己來徹底解決土

地問題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看法制。

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在三天的談話當中，至少得到了兩個讓他頗感意外的重要信息。

一是李井泉匯報的晉緝區土改現狀，一是康生郝家坡土改試點的情況。從半個月說劉少奇

的信件和電報中，可以了解到，他對晉按土地問題的解決是不滿意的，而對康生的試點工

作是高度肯定的。但在 8 日報告當中，劉并未提到這兩方面的情況。這說明，劉這時還只

是在吸收消化所聽到的這些新的情況，還未形成一個基本的印象和看法。

4 月中旬，劉少奇一行經靜樂、寧武，到達眸縣晉緝第六地委所在地，劉與第六地委

領導人談了兩天話，進一步了解晉結土改情況。 19 日，他們轉入晉察冀根據地的五臺縣善

義村，停留數日， 26 日進到晉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牟平縣城南莊。而在善義村停留期間，

劉少奇已經根據李井泉的匯報、康生的試點經驗、晉經第六地委的匯報，以及路上得到的

太行土改經驗的報告等，形成了新的認識和看法。 4 月 22 日，劉少奇在給晉絞賀龍、李井

泉等人的信中，具體地說明了他這一路所形成的觀點。

(83) {毛澤東年譜> (下)，第178頁; {劉少奇傳> (上)，第560頁。

(84) {劉少奇年譜> (下)，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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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信首先談的是農民的困苦，稱:“從興縣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農民許多窮困及破

產的現象，特別是他們沒有衣服穿，如在貴州所見的那種衣衫檻樓的情形，更加刺臣。許

多農民多年未制過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一套爛衣服。"間對農村情況相當隔膜的劉少奇明

顯地對根據地裹的農民仍舊處在這種情況下，感到相當意外與不滿。

其次是說明:“沿途稍許詢問了一下群眾運動的情況，雖然有些地方農民分得若干土

地，有些地主被門，有些地方也正在進行工作，但群眾運動是非常零碎的，沒有系統的。

因此，也是不能徹底的。據六地委報告:五個縣共一千五百多村，已發動者九百多村，農

民已分得土地者二百多村，但這二百多村是分散在五個縣，不成一片。因此，他們至今沒

有一個縣甚至沒有一個區是已經像樣的解決了土地問題。"派了工作圍的村子，因為附近

村子及縣、區機構都沒有改造，“這個村子卸責日海中孤島，十分孤立，工作團一走，群眾

的勝利部無保障，工作叉可能塌臺。這種情形，即在興縣、臨縣地區也有。"不難看出，

劉對這一情況的存在也頗感意外和不滿。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要組織精選的工作團。劉提出:應當“將原來一切機

構拿到手中，發出各種號召和辦法，給群眾撐腰，鼓勵群眾，給地主及自私自利的投機分

子以打擊，批准群眾在正義行動中所獲得的一切。"“我們任何幹部，包括各級的負責人在

內，均必須受群眾的切實的、毫不能敷衍的考察和鑒定。"同時幫助組織各村貧雇農小組

來領導“群眾的白發運動從而造成“有系統的、普遍的、徹底的群眾運動"。不僅解決

土地問題，最後還要改造各級領導機關。如此才能保證像郝家坡村那樣的群眾勝利能移真

正得到推廣和鞏固酬。

據此，劉少奇和朱德於 4 月 24 日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說明:“途經晉接地區興縣、靜

樂、寧武、蟬縣(今原平)等地所了解的情況，晉按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

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農民生活很窮困，生產降低及破產現象，到處可見。如果不采取有

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故準備由晉緝分局召開一次幹部會議，對晉

耕地區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檢查，并幫助農民建立貧農小組，建立村、區、縣及邊區的農會

組織系統，依靠農會組織和工作圖去徹底發動群眾，搞好土地改革。"酬

劉少奇這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康生郝家坡經驗的影響，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依

制 〈劉少奇傳} (上)，第565頁。此點應是間行領導人的一種共識。如謝覺哉日記中就也有相

似的記述。見〈謝覺哉日記} (下) ，第1061頁。晉絞分局領導人此前也有過同樣的說法。

見賀龍: {在晉級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 1946年 7 月 22 日， {賀龍文選} (上) , 

第453-4位頁。

側 〈劉少奇關於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給晉絞同志的一封信}， 1947年甚月 22 日， {中共中央文件

選集〉第16冊，第487-492頁。

側見〈劉少奇年譜} (下)，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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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現有史料，康生率土改工作圖進入郝家坡村，巳是3月 2 日。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康生

并不否認村裹的地主在經濟上巳經“大大削弱“土地問題解決了他所強調的是，地

主階級在政治上還沒有被打倒，而這恰恰也是諸多中共幹部，包括許多中共領導人對和平

土改充滿懷提態度的原因所在。因為，只要是和平土改，就不可能使農民與地主撕破臉，

從而像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歡呼的那樣，把地主階級打融在地并踏上一

隻腳。康生顯然相信，毛澤東關於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必須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的提

示，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因此他聲稱:打倒地主階級的問題，“如果只從經濟上看，那就

是犯了絕大錯誤"。主張“我們不但要從經濟上把他打垮，而且要從政治上打垮他。"其政

治上打垮地主的方式，就是從17 日開始進行訴苦清算門爭，組織農民批門地主。并且鼓勵

農民使用暴力，打耳光、跪瓦、渣、澆毛糞、剝衣服......。用康生的話來說，就是“教育農

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把地主的氣焰打下去。

除了在政1治台上打倒地主以外，康生這時在郝家坡的另一條經驗，就是要重劃階級。只

不過，重劃的標準均不是康生的發明創造，而是晉輯中央分局此前在興縣後木欄杆村創造

出來的憫。康生、陳伯達顯然都受到此一“經驗"的影響。至於土改工作最為關鍵的土地

問題的解決，康生這時的主張是要進行平分。這其實也不是康生的發明創造，此前華中、

太行等區也早有“經驗"在先了酬。而康生的平分這時還有所眼制，郎對地主也要分得相

同數量的一份土地，而且除非僅僅拿出地富土地不移平分的情況下，應照中央規定不動中

農土地。這一點他在 4 月 12 日郝家坡村開始進入分配土地工作時，也講得很明臼，稱:

“我的意見是按全村人口除全村土地的平均數，把無地少地的土地達到這個數目就不差甚

了。"只要是從無地少地農民出發，“有的村莊動了地主能解決問題，不動富農不叫右;有

的村莊解決不了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動了地富的也不移)而動了中晨的土地不叫左。 "(91)

由上可知，劉少奇 4 月上旬在晉核中央分局所在地停留期閒，他從康生那襄得到的

“經驗"和“啟示"其實頗為有眼。這也是劉在此後一段時聞里談到土改工作中的經驗或

倒 王樂鳴、柳澤寧前引文;張被夫: {庚申憶逝〉之二， {中共黨史資料〉第 8 輯，北京，中

共黨史出版社， 1987年，第206-207頁。其實，這種暴力土改的手段并非自康生的郝家坡

經驗始。蘇維埃革命時期不論，僅在1943-1944年根據地減租喊息運動中，許多根據地因

為強調“大膽放手就到處出現了亂打亂門的局面。這在很多回憶錄和土改問題的相關

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宗鳳鳴前引書，第76-77頁，等。

但9) 龔子榮: 09是7年晉糕的土改整黨}， {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 1996年 5 月，第23-24

頁;張守萬、郭丙成: {憶興縣木欄杆的土改運動}， {呂梁黨史研究} 1986年第 3 輯;轉

見羅平漢前引書，第118-120頁。

棚 〈華中分局關於土地問題給各級黨委的一封信}， 1946年 6 月 28 日，湖北省檔案館藏擒，

GA131/1-3 ;楊青: {劉少奇與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中共黨史資料〉第68輯，中共黨

史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113一114頁。

的1) 王樂鳴、柳澤寧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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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時，除了在 4 月 22 日信中籠統提到一次以外，很少具體提到郝家坡土改的一個重要原

因。劉少奇在土改問題上一些認識的轉變，與上述康生的a情況相似，實際上相當程度上還

是受到了包括晉蔽根據地在內的各根據地新的經驗的衝擊和影響。

還在1946年 6 月底，中共華中分局就發出指示，明確認為不能照搬“五四指示提

出:“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針，就是要人人有田耕，人人得其平，除了中農自耕地多一點，

不必拿出平分外(中農個耕土地還是要分)，其餘各種人，應不分貧富，不分男女老少，

達到平分目的，分得越平越好。"岫說“如果我們強調照顧地主富農，使地主富農多分了地，

結果必使雇貧農土地分少了，這對革命是極端不利的。"故各地在土改中，“必須把地主全

部土地清算出來，然後再按照他應得份地留給他，但不能留待比貧農多，比貧農好，即使

聞明地主自動獻田者，亦只能如此。"“對富農出租或承租個耕的"和“中農個耕部分"的

土地，都“必須拿出來分配"。而且，如果貧雇農占絕對多數，堅決要求平分全鄉土地的

時候，我們應該贊助這種平分土地的運動，因為“這是最徹底、最革命而且叉是最簡便

(免得分階級中就吃了虧)的辦法，是保證雇貧農利益最好的辦法。"岫

晉冀魯豫中央局在貫徹“五四指示"之後，也很快認為照“五四指示"辦法無法真正

解決土地問題。根據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薄一波事後的報告稱:“我區在接到五四指示後，

對地主清算相當徹底。組織的辦法是‘出題目做文章把地主土地財產全部搞出來，組

織管理委員會，實行平均分國ι" 有的中農除外打亂平分，有的乾脆包括中農在內全部打

亂平分。“經過這一運動，地主大體消滅。"而後，鑒於一些地方發現還有“封建殘餘"沒

有肅清，太行武安、冀南故城兩縣創造出“填平補齊運動中央局迅速在全區推廣。於

是到處進行“融身大檢查"。“運動中，對地主追究運動極猛烈，土地、房屋等去開財產全

部重新分配，地下所埋藏的現金、衣物、器具等亦全部追出(發生了打與殺的流弊)，填

補了赤賞和貧農。對地主則先行掃地出門，然後由群眾民主評議，贈送一些壞地、壞房以

示寬大。對自私自利的幹部、積極分子和落後群眾，包庇地主替地主隱瞞財產，發動了廣

泛的挖‘防空洞，運動。自私自利的幹部、積極分子和落後群眾坦白後，所有隱瞞包庇土

地、財產等都追出來了。并采取換平辦法，按遠近地、好壞地、水旱地折合搭配，依全村

人口土地比率一律平均分配(幹部與群眾同)。貧富村土地，財富懸殊甚大，單獨進行不

易消滅赤貧，則采取了富貧合村，富貧村聯合門爭，共同分配果實辦法;太行有些地區將

貧村赤貧戶移住富村，參與平均分配土地、財產。對於幹部家屬、民主人士，則動員其自

動獻出多保留、多分得或隱瞞的土地、房屋、財產，對堅不獻出者經過鬥爭解決。 "(94)

(9目 前引〈華中分局關於土地問題給各級黨委的一封信〉。

倒 〈華中分局關於分配土地給各級黨委的信)， 1946年，湖北省檔案館藏擒， GA131/6-8。

側 〈薄一波關於晉冀魯豫區土地改革情況的報告)， 1947年 2 月 18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

革文件選編)，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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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分局因為距離陳甘寧邊區較近，執行“五四指示"的單度最初亦較堅定。 1946年

6 月間，晉按分局批准下發調查研究室對老區 9 縣20村土地及階級變化狀況的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晉經老區1945年戰爭結束時，地主數量已很少，占地也極為有限，僅占人口的

2.4%，僅占土地的5.5%。貧農已減少了三分之一，還有24.3%，占地12.4% ;雇農則幾

乎不復存在了欄。 9 月閒，晉緝分局還批准下發了由調查研究室起草的〈怎樣劃分農村階

級成份〉的小冊子，強調劃分階級的標準必須堅持剝削關係和剝削性質，不能把中農割成

富農，把富農劃成地主酬。 10月下旬，晉按分局還發布指示，堅持照“五四指示"行事，

強調對有動產的地主應留給相當於中農的土地，富農則應留給多於中農的土地，凡抗屬烈

屬幹屬的地主及開明地主，可酌量留給多於普通地主半倍至一倍的土地。地主出賣士地投

資生產者，應予保護，不能再向他們鬥底財元寶，否則只有逼死或逼跑他們，如此等等酬。

但是，因為受到晉冀魯豫等根據地激烈士改等經驗的影響，晉按分局領導人11月以後的憩

度卸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明明晉經老區土地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地主富農手里沒有多少

土地了，李井泉卸告訴中央說，晉緩50一70%的土地還在地主富農于裹，土地改革運動還

遠沒有完成棚。木欄杆村沒有一戶是靠出租放脹剝削他入為生的，土改工作隊相信沒有一

戶地主，分局負責人聽了報告後當即批評稱:“全村沒有一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 "并

要求不要去管此前所發〈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中確定的的標準，按政治表現、攤子大

小、祖輩是否有剝削行為等，來重劃階級。結果硬是劃出了 4 戶地主、 4 戶破產地主、 4

戶富農，地主富農占了總戶數的30%酬。

幾乎是岡樣的情況，太行區黨委到1946年11月初還堅持按“五四指示"原則辦事，要

求各縣“不要把門爭的火力打到中農和富農的頭上，不要使騙了身的文打下去堅持

“地主可以保留相當當地中農一倍到三倍的土地(酬。" 11月底以後，也照晉冀魯豫的辦法大

興查田、查階級、查遺漏、查隱瞞、包庇和假賣假分的門爭，搞“割封建尾巴"和“挖防

空洞"運動，“把地主階級掃地出門"。同時對自私自利的幹部，也窮追猛打，迫使其突出

隱瞞包庇的土地財產(酬。結果是，老區地主富農占地不超過13%，新區不超過7%，各縣

棚甘情分前引文。

側晉級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 {晉絞財政經濟史料彙編 農業編)，山

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328頁。
側 〈晉絞分局關於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 19是6年10月 26 日， {晉經財政經濟史

料彙編一一農業編)，第345-349頁。

。由 〈謝覺哉日記) (下) ，第1220頁。

側 前引張守萬、郭丙成:“意興縣木欄杆的土改運動)， {呂梁黨史研究) 1986年第 3 輯:轉

見羅平漢前引書，第118-120頁。

(別 〈賴若愚講老區查滅問題(摘錄))， 1946年11月 5 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 {土地

問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304頁。

(j~]) 參見〈薄一波關於晉冀魯豫區土地改革情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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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貧及雇農所占有土地的面積，一般已高於人平均土地面積，其產量也往往高於平均產量

的一倍上下憫。

一方面眼見實行“五四指示"後眾多貧苦農民仍舊衣食無著，另一方面一些地區大膽

突破“五四指示"和徵購政策眼制，徹底實行“耕者有其田相當程度上解決了農村中

的赤貧問題，還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產量，這種情況自然讓劉少奇受到觸動。慨然相信必讀

要給農民以利盒，否則不能得到農民的真心擁護(岫;既然相信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

此時絕不能再犯大革命後期的右傾錯誤，自毀長城，負責主持土改工作的劉少奇在此背景

下決心按照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辦法行事，其認識迅速轉向激進，也就

是可想而知的了。

4 月 30 日，在讀到晉冀魯豫中央局薄一波的土改報告，以及大行區黨委相關的報告之

後，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幹部會議上做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他尖鏡地批評

了晉察冀在貫徹“五四指示"的過程中，犯了大革命後期陳獨秀、譚平山那樣的錯誤。說

他們仗打得不好，就是因為沒有發動群眾。“總怕群眾起來之後犯錯誤，怕群眾違反了政

策，怕過失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群眾的意見就是法律，就是政策"。群眾的要求不外

乎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徹底打倒地主。說“太行經驗證明，消滅地主剝削一定要徹底，他

們叫做讓地主掃地出門，土地財產一切搞乾淨，讓他要飯七天，挑糞三擔。"“一定要把地

主打垮了，然後恩賜他一份，他才會感恩。"他還明確提出:如果農民要求平分土地，也

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太行有的村，群眾要打亂平分，一人三敵，消滅富農，中農的地也

要動。假如百分之九十的入贊成，是最好了。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徹底辦法，內戰時期就是

這樣分法。"劉少奇還明確建議晉察冀要學習晉冀魯豫的做法，走群眾路罷，一切由群眾

去辦，村村點火，戶戶冒姻，分浮財，挖底財，分土地，把地主掃地出門慨。

第三天，即 5 月 1 日，劉少奇就轉發了薄一波的報告，并批示道:“事實證明在最近

的土地改革中，農民群眾常常跑在黨的領導機關前面，黨的領導機關常常落後於群眾甚至

阻礙群眾。這種右傾錯誤必須迅速糾正才有利於運動。對於這個報告，應注意下列幾點:

(一)對於地主，必須根據全體農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的意見來處理，對於中、

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幹部家屬地主的照顧，必須是出於群眾的自頤，由領導上規定要留給

這些地主多於中農一、兩倍土地的規定是錯誤的，群眾痛恨的惡霸地主必須讓群眾徹底鬥

爭清算他一切土地財產，然後留給他最後生活。(二)對於富農的土地及其牲畜、工具等，

(I的 〈土地問題)，第320-323頁。

(I的 謝覺哉在岡行的路上還記述稱:“在臨身運動得到利益的群眾中，我們常看到笑臉與真誠

的接待。"而那些沒有掛身的群眾，主P往往對我們的要求還以臼眼。〈謝覺哉日記) (下) , 

第1062頁。

(1盼參見李昌遠前引書，第215-216頁;楊青前引文;郭德宏前引書，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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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農民的要求，是不能不動的，但必須取得中農的贊成，向中農作詳細解釋，而且

必須保存一部分富農經濟，以免引起中農的恐懼和動搖，因此，打亂平分及中間不動兩頭

打亂平分的辦法，各地必須慎重采取。(三) ......各地必委員密切注意中農態度的任何波動，

對中農采取密切聯合政策。只要全部中農能和貧農一致，就不會有過左的冒險主義，而如

果引起中農與貧農分裂，就要成嚴重的冒險思想。(四)我們各鄉幹部如有多占群眾們守主

果實及其他為群眾所反對的行為，應充分發揚群眾民主，讓群眾批評揭發及撤換最大的職

務，不要阻礙群眾，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使群眾相信自己作主人。"(岫

從劉少奇上述批示中可以看出，他這時對土改問題的態度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地主和

富農的政策上。他開始承認:“五四指示"及其隨後中共中央關於徵購等政策的規定，在

對待地主和富農問題上是有錯誤的。 5 月 6 B ，在聽取了冀東區黨委的土改工作匯報之後，

劉少奇和朱德再度發出的指示，對這一點講得更加清楚。指示稱:“你們應學習太行山的

經驗，組織群眾的復查，繼續深入反對地主的運動，完全割掉封建尾巴。"“以前(中央)

主張留給地主多於中農一倍、兩倍土地的意見，是不妥當的。中央前曾要你們對地主采取

拉的政策，亦是過早的。"同時，“在復查地主，書Jj封建尾巴的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從富

農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滿足農民要求"。但在土改運動中最為重要的，則是

“共產黨對於農民群眾的這種要求及其過去一切反對地主、富農的行動，必須擁護，不能

反對。某些岡志懷提群眾這些要求和行動的正當性與正義性，因而批評反對甚至咒罵與阻

礙群眾的行動，向群眾潑冷水，助長地主富農威風，是完全錯誤的。是一種陳獨秀式的右

傾機會主義，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受了地主富農的影響，必須堅決在黨內反對與肅清這種意

見。"為此，“望你們鶴印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給所有幹部閱讀。"棚

土改政策的“左"傾與糾偏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於大革命期間，在當年是中共黨內幾乎唯

一公開為激烈的農民運動高唱贊歌的文章。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因為采取了相反的態

度，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自然被視為正確路賤的代表，而陳獨秀等對農民運動的壓制態

度，則就此打上了“右傾投降"的烙印。

毛澤東這篇文章的中心觀點就是:“農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輛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

(間) <劉少奇轉發薄一波關於晉冀魯豫區土地改革情況報告的批語}， 1947年 5 月 1 日， <解放

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49-50頁。

(1的 〈朱德、劉少奇關於徹底完成冀東土改的指示}， 1947年 5 月 6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

革文件選編}，第56一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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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聽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

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而要想造成這樣一種大

的革命熱潮，就要尤許貧苦農民能“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為所慾儒把地主階級

打融在地并踏上一隻帥。而“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言有紳、不法

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完，誰個最甚，誰個

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臼的計算，罰不當的極少。"故“每

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味的活動，決不

能打倒紳權。"此亦即所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阱。

以這樣一種精神來“規範"各地的土改工作，即使是巳經走得很遠的晉冀魯豫、太行、

晉緝等地區的土改運動，看起來也都還達不到標準。

當然，首先動起來的是晉察冀，畢竟劉少奇就在晉察冀，并且尖銳批評的也是晉察冀。

劉少奇 4 月 30 日講話之後，晉察冀中央局馬上就著手開始部署土改大復查。按照太行區將

地主“掃地出門"的經驗，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的意見要打人、殺人，領

導機關也不能制止“一升租子也是制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意見就是政策，就是

法院“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等要求。其冀晉區10個縣先行動作，僅半個月時間，地

主普遍被掃地出門，中農亦因受到嚴重傷害而紛紛外逃。車山縣不到半月打死了300餘人，

平山縣 3 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晉區在復查運動中被殺者多達的00多人，直接受到這種

亂打亂殺風潮衝擊的就有七八個縣幾十萬人之多。但也因為中央工委就在晉察冀，因此，

這場“盲動的、冒險主義的錯誤"(即一個月後即被發現憫。朱德親自出席了 6 月在行唐縣上

碑召開的緊急會議，當場宣布絕不允許對地主搞肉體消滅政策，說:“消滅地主階級并不

是在肉體上將其泊、滅，而是清算其土地財產，罪大惡極者可交政府法瓣，群眾不可以隨便

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隨意處死慨。"

但是，除了晉察冀以外，其他根據地的亂打亂殺就不是那麼容易控制的了。東北松江

省委負責人張秀山 7 月初還在全聞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

門爭“不要受任何條文眼制和約束，放于本身就是政策咐。

(即) <毛澤東選集)，第19-20頁。

(湖) <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上的開幕言帥， 1947年10月 13 日，轉見李昌速前引書，第

217頁。

(1盼 參見董志凱前引書，第115頁;郭德宏前引書，第402頁;李昌速前引書，第215-216頁;

馮艾彬: <平山土改與整黨)， <中共黨史資料〉第33輯，第18一51頁。

(山)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 

年，第90-91頁。
(lll) <松江省縣書聯席會議總結半年群運工作，確定今年三四個月內全力消滅夾生)， <東北日

幸的， 1947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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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晉察冀亂打亂殺同時發生的，還有各根據地亂剖階級成份。如 5 月 7 日，晉經分局

就在郝家坡召開了地委書記和各地土改工作團負責人參加的土改經驗交流會，決定重新確

定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後木欄杆村聯擊歷史“查三代"、“看政治態度"和“看攤攤大

小"的劃分階級的經驗，在會上被推廣開來。會後全區重劃階級的結果，各縣地主富農最

少也被劃到16%以上，多則超過了27%(叫。據〈晉緝日報〉報道，五察縣東秀莊在改訂階

級成份中，甚至是將地主從過去的 1 戶改訂成19戶，將富農從過去的 2 戶改訂成10F(凡

據謝覺哉記，木!奄康寧村， 200多戶，只有 5 家破產地富，這時卸定了90多家地主富農。

李家口村118戶，只有地主 8 戶，富農 2 戶，主口走出地主富農53戶。最讓謝覺哉感慨不已

的，是泉臺三井鎮一康姓中農，被錯定為富農，父子 6 人被打死 2 人，被逼自殺 3 人，家

產被沒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個兒子在八路軍某區任政委，得訊後趕回，“亦憤而自殺"(叫。

重劃階級的結果，是大批中農，甚至是得益於過去喊租喊息鬥爭而由貧雇農升上來的

新中農，被割成了地圭和富農，結果也就造成更大規模的抄家、批門、罰沒財產、掃地出

門和挖底財門爭。同時，原本就不發達的根據地工商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一場浩劫。

河南湯陰城鄉農民數千人在土改工作圍的組織下，浩浩蕩蕩闖進城里召開批門大會，將數

十個工商地主公開批鬥，當場槍斃 7 人，沒收全部財產，并抄沒其他地主的地契、衣物和1

財產無算(帥。東北雙城也是放手讓農民奪取浮財，於是“四鄉農民結隊成群手執扎槍，進

城起運浮物，每天總有幾百輛大車從四們誦進誦出“全縣捲入這個門爭的村屯達70%以

上，取出浮物底財總值共約二十萬萬零五百萬元"(帥。山東聊城農民受到區批門大會的鼓

動，先是清算了大地主300餘家，後又分別聯合周邊村莊舉行，“五六天光景即將頭等地主

鬥了一遍然後“到處點火，村村冒姻“十天到半月又將大小地主掃蕩一遍取得大

批土地財產(几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

地出鬥，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并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

西(叫。整個瀚海區也是到處亂打亂殺，商河縣打死1000多人，惠民縣打死150多人，且多

數并非地主(吵。

(111) 王先明: (晉級邊區的土地關係與社會結構的變動)， (中國農史) 2003年第 1 期。

(H日 甘情分前引文。

(lW 謝覺哉前引書，第1193 ， 1199, 1214頁。

(ll日 〈湯陰城鄉聯合開展“一鋪煮")， (人民日報) 1947年 7 月 5 日。

(m) (領導放手群眾放膽，起出浮物二十一億元，雙城月來十分之七村屯捲入砍大樹鬥爭)，
〈東北日報) 1947年 7 月 18 日。

(1m (聊城土改野火僚原)， (大眾日報) 1947年 6 月 18 日。

(m) 張可盛、殷華: (黃縣的土地改革運動)， (山東黨史資料)， 1990年第 1 期，轉兒羅平漢前

引書，第199頁。

(m) 李曉黎主編: (中共湖海區地方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第4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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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所帶來的，是逃亡現象的大量發生和互相仇殺。據時任冀魯豫邊區昆吾縣書記的

宗鳳鳴回憶:從1943-1944年以來亂打亂門乃至於商版史現象，直接造成了相互仇殺的情況。

在國民黨軍隊一度占領了該地區之後，中共原二區區長和通訊員，包括縣大隊政委等均被

仇恨中共的“壞分子告密慘遭扎死或砍死。中共軍隊重新奪回該地區後，馬上開追悼

會，大家群情激昂呼喊報仇，公安局長途從獄中拉出兩個與本案并無關係的犯罪分子，其

中有一個還是貧農，均被當場砍殺以泄'1賞。結果是這種激憤情緒迅速漫延，“致使各區開

群眾大會時(有)發生商L棍打死人的事。還有個別幹部將犯罪分子處決後取出心臟來吃，

說是為了冶病。"更有甚者，為了避免後患，有的幹部乾脆冒充國民黨便衣隊去地主家試

探，發現有傾向國民黨、中央軍者，郎以試圖“變。天"的罪名處死了事(醋。其他如山東根

據地，也是因為普遍亂打、亂抓、亂殺及將地主、富農，甚至中農掃地出門，導致大批受

到街擊的地主和農民舉家逃亡。僅膠濟踐東段四五個縣，就有十萬多人逃往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乘機將逃亡的地圭和農民組織起來，組成武裝還鄉團，進行報復。 8 月，乘著國民

黨軍隊重點進攻膠東之際，武裝還鄉團在雄才仁、且南、平度、萊陽等地殺害中共黨員幹部

和土改積極分子16177人，造成根據地生命財產的殷重損失(即。

面對土改中的暴力愈演愈烈，造成嚴重恐慌和自我孤立的問題，劉少奇也明顯地感到

擔心了。剛一待知晉察冀按照他 4 月 30 日講話精神，鬧出大批人侖的情況，他很快就批評

了晉察冀的負責人，并且意識到自己此前的講話內容有所不妥，因而要求把他的這次講話

記錯銷毀掉(即。

據晉察冀中央局吳德里是 6 月 8 日傳達劉瀾i芽的報告可知，晉察冀中央局 5 月中旬以後

部已開始糾偏。要求各地“地主要留最低生活(條件)，不侵犯中農，不消滅富農同時

反對“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以及“百分之九十決定可以殺人"之類的宣傳。劉瀾清明確

講:“掃地出門"的作法是硬搬來的，劉少奇發現了問題，指示停止，“中央周 DLf停而不

停"的現象十分普遍。尤其是冀晉區黨委，竟復電中央局不同意停止亂打亂殺和“掃地出

鬥"的作法。劉瀾j毒檢討稱，根本的問題在持，幹部長期的強迫命令作風。“政策到了，

強迫命令，手中有權，稱王稱霸，為所懿為。"因為過分強調大膽放手，領導者明知不對

也不敢講話，只是讓幹部和積極分子去幹。結果形成了“少數人蠻幹，強迫開會，舉手殺

人，不加區別地掃地出門。"以至於人們把亂打雷L殺，“以封建反封建“商L殺一氣，打成

殘廢"等種種錯誤，都已已到了共產黨的脹上(即。

(1W) 宗鳳鳴前草 l書，第86-87頁。

(11D 曹亞東: <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土地復查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及其原因和教訓I) ， <山東檔

案} 1996年第 1 期。
(112) 轉見郭德宏前引書，第516頁。

(j~) <吳德碧藍同志傳達劉j蘭海同志的告}， 1947年 6 月 8 日，河北省檔案館嚴格， 572/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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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會議與反右傾

7 月 17 日，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舉行。還在全國土地會議召開之初，各根據地代表

團及大會主席團就提出了許多問題，希望劉少奇能移給予解答。這包括“什麼是土地改革

中的富農路繞?達到何種標準和程度才算“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滿足無地少

地農民的要求?“富農是階級敵人，還是中閒階級?" "1z日何劃分農村各階層、階級的

成份?“由農民恩賜地主生活必需的土地及其他東西，一般的應以何種程度為宜?中

農或貧農曾是頑偽人員，可否在經濟上懲罰或不分土地?“‘一切權力歸農會殺人權問

題如何解決?一般地主被清算後，公民權問題如何處理?“要搞浮財就難免打人，

打，在群眾行動之下，就難免有被打死的，兩者似有矛盾，如何處理? "無地主富農的村

子，或動了地主富農土地不移分的村子，可否動富裕中農或一般中農的士地?等等帥。但

是，土地會議并沒有就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提出很具體的辦法。

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總共16條，第一條強調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條宣布“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第三條宣布“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

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第四條宣布“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

債務第五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

農圓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等，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第六、七條規定“一

切地主的土地及全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接鄉村全部人口，不

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地主的牲畜、

農其、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并徵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分給缺乏這些財產的

農民及其他貧民，并分給地主岡樣的一份咐。

劉少奇是在 8 月 21 日做正式報告的。他在報告中明確認為土地改革住務還沒有完成，

其中的關鍵，是農民群眾還沒有充分的發動和很好的組織起來。而農民群眾之沒有充分發

動和很好組織，根本上又是由於黨的組織不純，“地主、富農在縣以上的機關中占半數以

外，區鄉兩級中......一般占的%以上。從階級觀點來看，連三三制都還不是。"按照劉的

分類，除了抗戰前入黨的幹部和外地來的、與家庭沒有聯擊的幹部較為可靠外，凡是本地

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大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同情地主，反對農民。"由此也

就形成了兩條路攏的鬥爭，劉認為:“今天黨內門爭的任務，反右是主要的即要“在思

(j吵 〈全國土地會議主席團及各代表團提出的問題}， 1947年 8 月 10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2/1/147/1. 
(l1~) {中國土地法大綱}， 1947年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卷，第547-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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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把黨的路棧與地主的、調和的思想分清界眼"。為此，縣以上的幹部階級出身必須明

確，不得隱瞞成份，凡隱瞞者查出來開除黨籍。凡是本地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要明白告

訴他們，必須與黨站在一起反對地富，把土地財產交出來，并且本人要調離本省，以斬斷

與家庭的聯擊。“區鄉兩級不准有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支部黨員中地主富農出身的不

管好壤，一律洗刷，不願被洗刷的，從支部調出來到外省去。 "ω

在談到“左"的問題時，劉少奇也有一些很明白的批評之語。開會第三天，劉少奇就

在與晉冀魯豫代表團座談時提出:“農民只看眼前，我們要看得遠些，要叫地主過得下去，

不要肉體消滅。肉體消滅是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

倒蔣介石。如果搞的厲害，地主逃走，就增加了蔣介石的力量。"如果再消滅了富農經濟，

再侵犯了中農的利益，那就更是錯誤了仰。他隨後叉曾指出:要嚴格地防止“左說“

喔，傾路繞是流氓路饒，破壞勝利果實，大吃大喝亂殺人"。他還指出:“群眾鬥爭起來了，

要打人、使用肉刑、殺人，現在總是控制不了"。“殺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槍斃的、活制

的，還有勒死的，制了以後還要挂在樹上或者門上，這些事情群眾基礎不大，城市小資產

階級、有人道主義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他們的親戚朋友都不贊成這種作法，對群眾只有

不利。"他認為問題主要是出在領導方面，“該殺的不殺，該關起來的不闊，群眾只好自己

來幹，這樣自然毛病就多。"劉少奇的提議是，一定要組織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農會各

派法官，土改期間每村都搞一個，“給他們殺人權公開罪狀，依法判決，罰他的徒刑、

苦工，槍斃都可以，總比沒有法庭好(即。

但是，劉少奇的講話著重講的只是整頓黨的組織和組織好農民群眾的問題，核心是在

政治上、思想上和經濟上與地主富農劃清界恨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右傾的問題。因此，就

連劉少奇自己，對“左"的問題，也沒有十分重視。他在報告中講:“最近我們幾個村子

襄開了大會，門了一些村幹部，有兩個自殺了，影響很大。我們接到了很多信，中央工委

受到了攻擊，說我們到底有沒有毛主席思想，到底是圓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然，為什麼反

對村幹部? "對此，他顯然并不認為有什麼問題，因此很瞌鬆地表示:“岡志們，這樣一

來不得了，我們就嚇倒了? "“這一件事情是嚇人的，村幹很恐慌，但我想，這恐慌不是

由於這幾個村子的問題......是因為報紙上天天登，鬧得全黨恐慌。"“天天宣傳有什麼好處

呢? "他的意見是:“這個事情不要在報紙上宣傳"。

9 月 13 日，劉少奇在土地會議上做結論時也再度談到過“左"的問題。他說，在黨內

(1目) (劉少奇同志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報告)， 1947年 8 月 21 B ，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1/1/ 
35/1/10 ,16-22. 

(111) (劉少奇傳) (上)，第572-573頁;(劉少奇年譜) (下) ，第84-85頁;李昌遠前引書，第

108-109頁。

01~) 間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檔， 571/1/35/1/33-34,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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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純的情況下，土地改革的政策越是徹底，就越是容易出亂子。比如，我們剛到冀察晉時，

說過只要90%的群眾說怎陸做，就應當怎樣做。“這是比‘五四指示，放手了吧，可是放手

到另一面去了。"“才幾天亂子就來了，逼得我們慌手慌腳趕快停止。"但是，劉少奇的結

論依舊是著重於強調整黨和發動群眾，走群眾路麓的問題，對防“左"或糾“左"的問題，

仍然很少談到慨。

這種情況在劉少奇、朱德 9 月 18 日對東北代表團的講話中，反映得更加明顯。劉在發

言中明臼講:“現在農民起來了，要放手讓農民去作，農民要犯些錯誤，就讓他犯些錯誤"。

“如果地主每一家都反攻過，那多殺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殺他幾千幾萬地主有什麼不

好?反攻的地主富農多殺一些沒有害處。"朱德也插話道:“問題不是殺不殺，是軍事力量

達得到不?在後方要不同一些，因為反攻的(地主)武裝中常常是叉有農民文有地主的，

在他古領著的時候我們突然襲擊進去大殺他一批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占領以後，就要選一

選了，殺得面太寬，會牽動太多的。這是從政策上的考慮，但問題是精神上不要可憐地主，

不要以為多殺了地主不得了。問題是要群眾起來，要發動群眾起來殺。地主反攻的，叉有

罪，殺了群眾文高興，那就殺，不是多幾個少幾個的問題，不要因為多殺了幾個就害怕，

多殺一點有好處的話，那就多殺! "伽

至於對整黨整幹，劉少奇又提到附近幾個村子發生的問題，說:“附近幾個村子吊死

了幾個幹部，一些人示威、威脅，可是我們不管。後來躺倒的幹部又都起來了。"因此，

“整黨和整幹部"必須抓緊，不能怕。“不整，發展起來不得了，幾千幾萬的新幹部起來，

都跟著老幹部學壞樣子，那還得了?老幹部都整了，新幹部就要小心，老幹部都坦臼，新

幹部難道還不坦白? ! "(即

劉少奇尤其重視組織貧農團，主張以貧農團取代農村中的基層黨組織，發揮其土改領

導核心的作用，并協助整黨。他并且明確指示了派工作隊下鄉土改的具體步驟:即“到村

後先組織貧農團，干年組織農會一切無地少地的農民和鄉村工人，均可加入貧農團;鄉

村中一切不剝削人的入都可以加入新農會。他強調:“隊伍組織不好， ~n去鬥爭，那是包

辦代替，不是群眾路蟻。"而一且“組織好貧農園，就去封門。決定地主富農的成份，鬥

爭、分配。分配果實，先分浮財，後分土地，因為浮財容易丟失。"至於“定成份不是一

次能走好的，要經過好多次才能確定。門爭地主時比一次，分配東西時比一次，分配土地

時，叉比一次。"但對於如何定成份，劉主H含糊其辭，說是“今天不告訴大家，幹部學會

(l1~) 同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梢， 57l月/35/1/57.

(1J~) <少奇朱德同志在東北代表團會議上的講話)， 1947年 9 月 18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擒， 571/ 
1/36/3/62 

(1JI) 同上引注，河北省檔案館藏擒， 57l /1/3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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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去定，一定會犯錯誤。要經過大多數人民所公認，是不會錯的，因為憑個人去家，他

會有偏心，有成見，有看不到的地方仙。"

就在土地會議召開的第二天，部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也在陳北靖邊小河村召開的一次

擴大會議上提到了土改方針的問題。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毛澤東這時對華北土改運動的

看法，并非是如間一些學者推測的那樣，受到了康生或與康生同行的毛岸英的來信的左右，

而是受到了劉少奇 4 月 22 日信的影響憫。因為較晚才收到劉的來信，一直無暇顧及土改情

況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才叉一次提到了土改問題。他明確肯定了各地突破“五四指示"

的做法，并主張:“我們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進一步，因為農

民群眾的要求更進一步。"所謂更進一步，就是“應該取平分土地的方針"。他顯然也注意

到了土改運動中過於激進的一些做法，因此特別強調說:我們實行平分土地政策，不等於

要回到蘇維埃時期，放莽統一戰踐政策。“大革命時期城鄉都右，內戰時期城鄉都左。"

‘一是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二是在城市中沒有建立統一戰蟻，不要

資本家"。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同，“土地革命要與統一戰踐相結合"。在土地問題上，“現在

我們是一律平分“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現在我們是打倒官僚資本，

保護民族工商業。"但是，由於平分土地方針的提出，等於解除了不得侵犯中農利益的限

制，再加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肯定了劉少奇對基層幹部問題的估計，主張各地“要學晉西

北的方法，搞貧農圓，由貧農團來基黨基政基軍，堅決克服幹部中偏向地主富農的情緒"(凶，

因此，毛關於必須重視統一戰牆的指示，包括地主也要參加平分的意見，事實上并不足以

引起地方幹部的認真對待。

在這襄必須注意的一點是，毛澤東這時在小河會議上的這些意見，因為戰爭阻隔的關

係，劉少奇和各地中央局其實并不能及時了解。他們很快了解到的，是毛澤東 7 月 25 日對

劉少奇 4 月 22 日信的批復。劉的這封信實際上是在晉察冀引起很大風波的 4 月 30 日講話的

腹稿，不僅對此前土改運動成績評價甚低，對幹部中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而且主張土地

(lJ1) (劉少奇關於幾個問題的解答)， 1947年12月，河花省檔案館藏槍， 572/1/35/2. 
(l~) 前引陳永發文根據師哲回憶相信，跟隨康生前往晉緩參加土改試點工作的毛岸英，每兩周

就會給父親寫一封信，報告在自己土改工作中的見聞與心得等，因而影響了毛澤東。(見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 (在歷史巨人的身邊一一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第356頁。)但此說不確。因接毛澤東1947年 9 月 12 日給毛岸英的信可知，毛岸英

隨康生於 2 月離開陳花之後，直到 9 月中旬，僅“晉西北一信，平山一信"。由此可知毛

岸英在晉西北時確有信給毛澤東，但僅一封而已，因具體時間和內容均不詳，古文尚不能確

定信中是否匯報了參加亦ß家坡土改工作的情況，以及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對這時毛澤東的土

改決策發生了影響。見〈毛澤東致毛岸英信}， 1947年 9 月 2 日，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285頁。

(l叫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4 卷，北京，入民出版社， 1996年，第267-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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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乃至黨政民機構的改造，都“必需而且主要是依靠群眾的自發運動通過走貧雇農

路踐(貧農小組)的事撕去，接受貧農小組和農會的自由批評與撤換。 1947年 5 月以後在各

根據地土改運動中發生的暴力狂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它而起。而毛澤東這時顯然并不太

了解這方面的情況，他顯然相信了劉少奇信中的估計。故他的批示是:“少奇岡志這封信

寫得很好，很必要說“這封信襄指出的問題，不僅是在一個解放區存在著，而且是在

一切解放區在不間的程度存在著".肯定“他所指出的原則，則是在一切解放區都通用的"(間，

把劉少奇的這封信轉發到各地去，并明確支持和肯定，可想而知會造成怎樣一種結果。

中共冀熱察區委書記劉道生在毛澤東的批示發出幾天後，就公開宣布要堅決貫徹以貧

雇農為骨幹的群眾的意志。強調對反動地主和奸霸分子，“農民要求殺就殺“殺不是錯，

不殺才是錯。"說“過去因為怕殺人多，而使農民吃大虧，今後凡群眾贊成要求殺者，貝。

殺之憫。"各中央局負責人隨後也紛紛在土地會議上表態，表示贊同毛、劉對黨內不純問

題的估計，強調問題嚴重，稱縣以上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在50%以上，老區基層黨員幹部

中農成份占黨員總數60%左右，貧雇農成份昀黨員“無權無勢地富成份的黨員作用很

大，說通常六七個村子中的黨支部，只有一個掌握在貧雇農黨員手中佩。

因為體制上等種種原因，不論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有任何不妥之處，這時也再難改變什

麼了。劉少奇在晉察冀發生亂打亂殺的風潮之後，已經意識到自己 4 月 22 日信中的判斷和

主張不很恰當，正在嘗試糾正之中，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毛澤東會在 3 個月後會做出

這樣的批復。而一經毛澤東批復之後，劉即使再想、糾正，也不能簡單地在政策上往回走了。

於是，他依據毛澤東批示中的說法，轉而把晉察冀發生亂打雷L殺錯誤的原因，歸結為“黨

內不純"。他宣稱:“在黨內嚴重不純的情況下，如不預先加以適當改變，卸去進行激烈的

土改，必致引起事變“幹部強迫群眾開會，打人、殺人弄待不好“類似內戰時富田

事變及大殺 AB 團改組派的錯誤是可能重複的爛。"

從劉少奇在這時提出要防止發生蘇維埃時期濫殺 AB 圓的富回事變伽重演一點，足以

(B~) {毛澤東對劉少奇關於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給晉絞同志的一封信的批語}， 1947年 7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珊，第486頁。

(]紛 〈劉道生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結論}， 1947年 7 月 27 日， {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

248-254頁。

的) 李昌遠前引書，第126-127頁;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26頁。

(]紛 〈劉少奇年譜} (下)，第86頁。

(B~) 富回事變，指的是1930年底至1931年春天發生在江西蘇區內部的一次大規模肅反事件。當

時因為毛澤東等外來幹部為主的總前委與以紅二十軍領導人為代表的部分本地幹部之間存

在矛盾衝突，總前委部根據傳聞在紅二十軍中進行肅反。由於使用肉刑逼供的辦法，導致

被捕者亂咬一氣，遂發生了將紅二十軍班排以上幹部均視為反共 AB 圖分子，并全部處

死的嚴重事件。這場反AB圓的肅反門宇隨後更擴大到整個蘇區，因此而被害之人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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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劉對晉察冀亂打亂殺錯誤的問題重視的程度。只不過，在 8 月 4 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中，他所強調的各地發生亂打亂殺的原因，已經不再是幹部的激進情緒和不講政策問題了，

他明顯地按照毛澤東批示中所強調的階級出身的問題，而把問題引向到幹郁的家庭出身等

問題上去了。他說:從冀西的左傾急性病問題上，可以“發現黨內及幹部中嚴重的不純潔

狀態，作風不正與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及缺乏具體思想教育，是晉察冀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

不徹底與工作落後的基本原因。"不僅“黨政民縣以上幹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者古很大百

分比，區村幹部及支部黨員中農是主要成份“軍隊幹部多數是本地地主富農出身，老幹

部亦大多數娶地主女兒作老婆而且“區村幹部多年未改造，大多是完全不對群眾負責，

不受群眾監督，在工作中強迫命令，其中自私貪站及多占果實者甚多。以前是貧雇農者，

由於當幹部，現在大多成為中農或富裕中農與富農......少數最壞者則為新惡霸，各種罪都

犯。脫離群眾最甚者，常為村中五大領袖，即支書、村長、武委會主任、治安員、農會主

任。"接照毛澤東批示的精神，劉少奇宣稱: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有效辦法“只有經

過上述貧農團和農會，發動群眾放手發揚民主，以徹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黨政民組織與

幹部"。如此，在全國範圍或有數十萬黨員及幹部被群眾拋奔、批門，甚至審判，包括引

發若干事變，然而，“土改必須徹底完成，農民民主自由必須保障，作風必須改變，脫離

群眾的幹部必須撤換，犯罪者必須受到應有處分11動。"

最能移說明劉少奇也不能不注意揣摩毛澤東想法，以便緊跟毛澤東步伐的另一個例子，

就是他在會議期開，即 9 月 4 日的一段談話。頭一天，他讀到了新華社 1 日發表的一篇社

論，馬上從社論中一段不同於以往的提法上感覺到其背後可能有毛澤東的說法在起作用。

在與幾位領導人討論過後，他在第二天的土地會議上講道:今天，“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

為徹底平分田地， 1]史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農具、牲畜、種子、糧食、衣服和住所，

伺時叉照顧地主的生活，讓地主和農民間樣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腳。至於徹

底平分的辦法與過去中央堅決保護中農不受侵犯的政策有矛盾的問題，他要求與會者去注

意這篇新華社社論中的提法，說:“這篇社論通篇都是講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徹底平分。

這篇社論中根本未提到動不動中農的問題，關於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話，一個字也未談到。

我想很明顯的這篇社論是經過毛主席看過的，徹底平分土地的口號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

來的，不經過毛主席這種口號是不敢提的。"他說:“昨天我們幾個問志談了一下，感到普

遍的徹底的平分土地的政策簡單明暸，貧農也易於掌握，這是毛病最少好處最大的，這是

革開放後中共中央統戰部統計，竟多達 7 萬人之巨。參見戴向青、羅惠蘭著: {AB 團與

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j的 〈劉少奇年譜) (下) ，第86-88頁;參見金沖及前引書，第387一388頁。

(1，世)新華社社論: {學習晉終日報的自我批評}， 1947年 9 月 1 日， {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

第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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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解放叭"

當然，劉少奇在 9 月 13 日為土地會議所做的結論當中，又再度提醒到要團結中農，要

保護工商業，對中小地主不要門得太狠，政策上對富農不要與對地主同等看待等等，包括

特別提醒了“左"傾情緒的危險性的問題，斷言“左"傾情緒實際上“是流氓小資產階級

的狂熱性、投機性強調平分土地的方針下“容易使我們犯左傾錯誤"(帥。但是，一方面

要深入土地革命，徹底平分土地，不怕侵犯部分中農利益;一方面要求走貧雇農路錢，

“由群眾審查并改選各級幹部"叫，額外提出這些“提醒對於眾多心懷戒懼，非“左"

不能證明自己階級立場，贏得貧雇農認可的各級土改幹部來說，幾乎等於什麼也沒說。也

難怪劉少奇後來說:當時所有這些話也都講到了，可是“大家聽不進去" (!ti) 

土地會議後的“左"傾狂潮

對於土地會議的政策傾向及其影響，此後曾有不同的說法。但無論說法如何，此一會

議實際上鼓動起了更大範圍的暴力風潮，則是肯定的。

以這時遠在陳花的中共西北局的情況為例。參加了全國土地會議的西北局宣傳部長李

卓然10月底趕回了陳花。 11月 1 日西北局在緝德縣義合召集了傳達全國土地會=最精神的土

改會議。延屬地委書記臼清江回憶說:李卓然“在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時，就講了許多

正左'的東西，提出了‘村村點火，戶戶冒惘，的口號，還以晉接地區把五臺山大廟炸了個

稀巴爛作為典型事例宣揚。會議氣氛非常緊張，將吳岱堡、高率、周典等一批分區黨政軍

領導幹部叫到臺上進行批判，稍有分辨和不i繭，就被拉了下來。當時我們參加會議的人，

也覺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說，不敢說，只好順著大流走。"精神傳達後，各分區、縣自然

照樣召開會議進行更為緊張的動員鼓動。路德縣很快就鬥宰了擔任著陳甘寧邊區副議長的

開明紳士安文欽，沒收了他的浮財，并把他掃地出門。在延家岔，貧農會規定誰鬥地主不

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在辛店賀家石工作團所領導的農會上，規定民兵要負責吊地主、

打幹部。許多群眾鬥爭會上，總是有幾名打手，專鬥擱、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在

西北地區這時鬧得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幹

部家屬幸免於鬥爭者很少。子長縣欒家坪士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閒的鬥爭， ~閑崎岔附近的

四樸塔門一個舊保長，竟逼其妻剖腹自殺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里進行鬥爭，殺

(]l2) <劉少奇傳} (上) ，第578頁;金沖及前引書，第391頁。

(]ß) <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 1947年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05頁。

(]吵 〈中央工委關於土地會議的決定向中央的報告比 1947年 9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第206頁。

(的)轉見〈黨的文獻} 1989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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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宰鶴，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模模麵{噪，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叉亂拿一氣爛。

實際上，土地會議剛一結束，各地負責人便都爭先恐後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率先表

態的又是晉經分局。因為中共中央這時轉發了劉少奇 8 月 4 日的報告，其中除丁突出強調

要放手發動貧雇農改造黨政民組織與幹部以外，還特別提出應“由中央或地方黨委發表告

解放區人民書，號召人民把命運操在自己手中“號召黨員接受群眾批評、鑒定，尊重人

民權利，服從群眾的決定"(的。晉按分局黨委立即於 9 月 24 日在〈晉緝日報〉上以“晉緝

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名義，搶先發表了一個〈告農民書〉。公開宣布:“地主階級必須徹

底打垮。不論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隱藏了財產裝窮的地主、化裝成

商人、化裝成農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進共產黨內的地主、混進新政權內的地主、

混進八路軍的地主、混進農會、民兵的地主，不管他們是什麼樣入，如果是騎在農民頭上

壓迫剝削，大家要拿去門，就可以拿去門。"“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不管

任何一級，從村起到邊區一級的幹部，共產黨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們，有監督、審查、批

評、處罰、表揚、教育的權利，該批評的、該們爭的、該處分的、該撤職的大家要怎

樣就怎樣。“凡是在那些不是替農民辦事的人掌握政權的地方，農會就可以完全替代政

權。"

對此此，劉少奇馬上給予了表揚岫吭。於是，晉察冀、晉冀魯豫、東北、冀東區等，都先

後發表了告農民書，告訴農民說:“從今以後，樣樣事都得咱們自己瓣，幹部由咱們自己

選舉和罷免。"“根據地內的黨員，一律交貧農圖審查，看誰不移格，可以提議共產黨開除

他"慨。如此一來，農民鬥爭的矛頭，不僅指向一切農村中看起來多少富裕一點的家庭，

而且亂打亂殺的矛頭還迅速指向了基層的黨員幹郁。

在晉緝區，中央分局這時更發表了〈關於興縣後木欄杆自然村成份問題的研究〉一文，

宣布劃階級要聯繫歷史并看現實的政治態度和思想表現門地主富農的人口一下子暴漲到

(l叫 賣巨川:{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炎黃春秋} 2007年第10期。

(141) <劉少奇年譜〉下，第86-88頁;參見金沖及前引書，第387-388頁。

(1的 〈晉終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 1947年 9 月 24 日，轉見晉絞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

山西省檔案館合編: <晉經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373-381頁。

(帥 〈劉少奇年譜} (下) ，第102頁。

(即) <晉察冀邊區農會臨時代表會告農民喜}， 1947年11月 10 日，萬大絃主編: <共匪禍國史料

叢編〉第六珊，臺北，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集委員會和中華民國圓際關係研究所， 1973年，

第199-201頁; <晉冀魯豫農會籌備委員會告農民喜}， 1948的 1 月 20 日， <人民日報}，

1948年 1 月 20 日; <冀東區新農會臨時委員會為實行土地法犬綱告農民書}， 1947年12月 26

日， <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345頁。

(自D 龔子榮: 0947年晉級的土改整黨}， <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 1996年 5 月，第2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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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的25%(曲。土地會議後短短 3 個月時閒，就有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被關押起來。他

們普遍遭到吊打和其他各種肉刑，以便逼其交出可能私藏的財寶。抗戰期間實行的“三三

制"遭到徹底層芬，開明士紳王作相被打死以後開腸豁肚，尸體被扔進黃河里。晉旗高等

法院院長孫具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賢，交群眾審判，慘遭毆斃。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

少自被武裝押送回老家黑格口進行批門，當場被政府宣布撤銷其副議長職務，并將其家人

掃地出門。已將全部財產捐出的開明士紳牛友蘭，被強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財，竟把其

在晉西北行政去署做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也拉來時門，并且當場讓人用鐵絲穿了牛友蘭的

鼻子，讓牛蔭冠用鐵絲牽著其父游f主抖。

已知長?台被打死者數以百計。僅興縣一個縣，這期間被打死的地主就有384人，富農

382入，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總共被打死1151人棚。黎城土改本已經結束，只因為聽

到傳達說，劉少奇在土地會議上講:“地主殺我們一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當地幹部

一個晚上就指揮農民把留下來的100多個地主全部趕出來殺掉了憫。

從晉西北行政企署副主任牛蔭冠被拉出陪門的情況，不難想見晉結各級幹部這時所受

到的衝擊是如何之大。晉經分局這時專門發布通知要求黨員幹部學習〈晉經日報〉社論

〈為純潔黨的組織而門爭〉。要求全區黨員和幹部都必須經過貧雇農會議的審查，然後再交

農民大會通過，今後各機關都應以貧雇農出身者形成核心ω。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以純潔

組織的名義，任憑農民對黨員幹部亂打亂殺的情況甚囂一時。就連已相當激進的〈晉緝日

報〉國際國內要聞版負責人和報社編輯，都因出身不好，而被抽綁吊打。山西偏關這時也

死了66名幹部，其中15人被活活打死， 21人走投無路之後自殺，還有 3 人在扣押中病死。

五賽四區 8個行政村的支部書記 1 個被殺 1 個自殺，其餘 6 人都被撤職并門爭。興縣

黑略口農民把抗戰前夕即加入中共的支部書記劉玉明打死，莽尸黃河。牛蔭冠親眼目睹許

多區鄉幹部被打死，某區區長被人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頭，最後被活活刮

死。全區 3 個月襄總共二十五六萬基層幹部中，有 4 萬人被停止黨籍和撤職帥。朔縣、神

(j防 〈中共中央晉絞分局關於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基本總結提綱) (1949年 1 月 30 日)中的說法

是:老區所割地富占總戶數22.3% ;半老區所劃地富自總戶數9.9%。見〈晉經邊區財政

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編) ，第491-510頁。

(即)興縣革命史編寫組: <興縣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43頁;龔子榮前引

文;張被夫: <庚申憶逝〉之二， <中共黨史資料〉第 8輯，第108-109頁; <晉絞日報}，

1947年10月 1 日。

(即) 王先明前引文。

(即)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謙語。轉引自蔣植、段綿川導演: <暴風驟雨} (紀錄片)， China 

Memo Films 2006年出品。
(j盼甘惜分前引文。

(jJl) 甘l音分前引文;薛冶生: <葉劍英光輝的一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87年，第225-

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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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和右玉 3 個縣委以及許多支部和機關被宣布解散，大批幹部被關押或批門。全邊區這段

時間襄非正常死亡黨員幹部357人，其中縣級幹部 7 人，區級幹部33人，村幹與黨員317

人慨。

太行區從 9 月下旬起，按照平分土地的方針重新進行土改試驗。涉縣更樂村作為試點

對象，全村1620戶人家，被鬥344戶，占總數的21%。其中中農就有276戶，占全部中農的

31%。被鬥戶中204戶被掃地出門。整個村子割階級更是水漲船高，被割成地富的從 3%

猛漲到21%，開張到23%，最後更漲到全村總戶數的25%。這些人中12人被殺死，且都是

用桶刺刀、砸核桃(指用石頭把人的頭顱當場砸碎)或開膛破肚的殘忍方法處死的。全村

182個黨員也受到嚴重衝擊，其中24人被門， 17入被開除， 15人被毆打 2 人被禁閉， 12 

戶被掃地出門，還有 2 人被處死 1 人受不了刺激自殺身亡憫。

整個晉察冀，這時被停止黨籍者，有數萬人之多憫。在冀東密雲縣河東地區，這時被

打的黨員幹部就有30名，被抽被扣的達126名。六區關上村的黨員55人，其中25名被關押。

行唐縣1000多名村幹部均被關押起來，許多人因恐懼而自殺或逃亡。松江省街志縣、118587

人，被鬥達21756人，占 18.5%，其中自殺的人，打死273人，槍斃333人側。熱河省新惠

縣幹部400多人， 260多人受到不同處理，被清洗者147人，關押的人。全縣246名基層幹部

被拘押，後殺了 11人，自殺 3 人。新東縣拘押者達7706名，基層幹部就占了545名，被殺

的名(即。山東瀚海區黨委整個被認為“從上到下都爛掉了，幹部壞透了應“一律開除

黨籍，重新登記"。因而區黨委及行署和軍區負責入均被撤職，所屬區縣黨委亦大部被換

班，不少人挨門挨打棚。恢西葭縣一些村莊幾天時間不僅幹部家屬，就連貧農、中農的東

西都被沒收，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為逼出底財，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室裹的，還有用攤

油從頭上澆下燒死的。報德軍分區司令員張達志、家屬也被門爭，其弟被吊打逼索銀i羊。車

平縣全縣黨員6120名， 1116人被撤職， 1952人錯劃地主和富農後被停止黨籍。河南陵川46

個教員打死了23個，趕走了21個。結德幹部小學把地主出身的校長夫婦(老黨員)趕走，

把十幾名八九歲的幹部子弟打成“狗腿子"憫。

(的 前引〈中共中央晉級分局關於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基本總結提綱〉。

(即) 羅平漢前引書，第201-203頁。

個) {中共中央關於土改和整黨問題給晉察冀中央局的指示}， 1948年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在

西柏坡}，第386-387頁。
(IOü 前引〈暴風驟雨〉。
(I的朝陽市史志辦公室: {熱河風雲一一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共熱遼地委}，洛陽，遼寧民族出版

社， 2001年，第137頁; {劉少奇關於土改與整黨問題致毛澤東電}， 1948年 1 月 18 日， {中

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39頁。

(閱) 參見〈景曉村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年，第403頁。
(I帥 〈習仲勛關於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 1948年 1 月 20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

選編}，第1鈞一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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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在幹部當中造成一種誓遍的恐怖心理。冀魯豫區各縣區幹部紛紛

對地主實行“三光即掃地出門淨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對基層幹部實行三查， ~p 

查吃請、查多占、查包庇。岡時，對地主實行出們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打死勿論，地主

逃跑除罪加三等外，還要殺保人償命，以至於地主家家準備棺材，只要求留個整尸。“更

有駭人聽聞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當時在區里做

群眾工作的宗鳳鳴回憶當時恐怖的情形時稱:就在這一波亂打亂殺風潮中，“我四外祖父

被打死了;我內兄被活活砍死了，其妻被強迫改據;我內弟因害怕投河自盡;一個姨兄弟

被活埋了;一個姨母死於非命，棋妹因其母、兄死得太慘，悲痛不止，一直活活哭死了;

我姑表兄是被嚇死的，裝進了棺材，村幹部還不相信，打開棺材，才信以為真;一個姨表

姐，其丈夫乃是醫生，害怕被門而服毒自殺，她本人被改婊;一個舅母被改攘，所謂改攘，

就是強制去和貧雇農光棍漢當老婆;父親被扣壓，大概是由於我的影響，沒被處死，本村

群眾也進行了保護;與我要好的一個同學桑沖群被亂棍打死;和我曾在救國會一起工作的

馬占一，已確定處死，半夜來了通知，不准再隨便殺人，才得救，人們稱他為‘半夜入'。

由於殺人過多，失掉人的同情，形成紅色恐怖。"而像宗鳳鳴這樣的幹部，對此雖親受親

歷，卸不僅不敢說話，而且對懷提這種肉體消滅政策，主張應為國家留下建設人才的意見，

還在思想上認為這是敵人“階級鬥爭的一種方式"憫。

中共高層對“左"傾的警覺

土地會議所造成的“左"傾，迅速波及到中共各級黨政軍領導機構，這不能不很快引

起了中共高層的警覺。

比如，按照劉少奇所提議的交由貧農圓白發推選幹部和建立政府，就鬧出不小的亂子，

讓陳毅深為不滿。據陳毅講，他這時前往快花，經過晉棋，正好趕上晉緝正在大搞貧雇農

當權。因為幾個縣政府被解散，縣長書記都被押丁起來，貧雇農出身者遂自行選舉成立領

導機關。“會場貼著 6貧農席，、‘雇農席，、‘王八蛋席'，入會場時，貧農入貧農席，雇農入

雇農席，有些人既非貧農，又非雇農，無處去坐，他們就講‘你為什麼不坐，你們還客

氣?要整黨，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們回去把你們所有的表、筆、皮袍，全部集中大

禮堂，我們要分浮財! '并且強迫他們去坐 s王八蛋席，。"“成立主席團時，選出了一個火

夫、一個馬夫、一個奶媽。那些部長、廳長、委員、科長都傻了眼(帥。"

(的) 宗鳳鳴前引書，第89-90頁。

(即) 陳毅: {對華野部隊(菜陳唐)整黨的建議}， 1948年 1 月，轉兒〈陳毅傳}，北京，當代

中國出版社， 1991年，第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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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鬧劇也岡樣鬧到軍隊當中去了。因為要走貧雇農路蟻，一些部隊中指戰員也轟

轟烈烈地行動起來。陳農縱隊中一些出身貧雇農者立即罷免了司令部總支書記、軍政處長

王步育的黨內職務，選舉了清一色貧雇農出身者擔任書記和委員，并且對出身富裕家庭的

幹部進行財產搜查，一直搜查到陳且要本人。非貧雇農出身的旅長團長們，更被罰去站崗放

哨。陳農召集會議怒斥此種作法時，一些領導人還拒不接受，堅持要照新華社廣播的觀點

辦事。甚至有人當場散布說:“他(陳農)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聽他的! "陳農為此不

得不致電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決(即。

對中共中央的做法感到難以理解的，還不只是陳毅和陳農等入。謝覺哉這時也在自己

的日記中寫道:“我們有二十多年的政權經驗，惜沒有搜集，更說不上總結。許多事得重

搞，甚至革命就是為著政權的基本觀念亦有時模糊，致有土改中許貧雇農基政的事。區鄉

政權機構垮了，貧農會叉不聽政府指揮，貧農會是土改中突出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體農

民。蘇維埃時期，農村開始暴動，農民協會為指揮機關，亦即政權機關。暴動成功師用革

命委員會，能選舉時則稱蘇維埃，這是對的。今忽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門爭的

政權不耍，以農會或貧農會代之，叫基政。自己革自己的命實在是莫名所以峙。

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當中，最早開始意識到土改工作出現了問題的，是政治局委員任粥

時。他在讀到土地會議所通過的〈全國土地法大綱(草案n 之後，郎對草案中的階級標

準問題，以及各地紛亂的階級政策，產生了很大的疑惑，因而開始四處尋找毛澤東1933年

發表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小珊子，并開始了解各地“怎樣劃分農村階級，即如何確

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工人等"喲。 11月 12 日，雖然各地的電報尚未回來，

但他巳致函毛澤東，認為:一些地方在劃分階級問題上存在過失現象，“將富農算作地主，

富裕中農算成富農不區別新舊富農，一律采取遷、吊、打的方法來奪取其土地財產，

這些情況恐怕都應“頒發一大體通用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使之有所約束手日規範(帥。

兩周之後，在任粥時的椎動下，毛澤東正式批准重新頒布經過修改的1933年〈怎樣劃分階

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這時也已經對濫施暴力的做法有所意識。比如，這時恰值快甘

寧邊區副主席李鼎銘病逝，林伯渠和習仲勛均提議為李開追悼會，毛~p表示贊同，并強調

反右不能反到不要統一戰攏，說三三制錯了、減租滅息、錯了。他特別提到:美國記者愛潑

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講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

(101) 戴其專、彭一坤: {陳農大將在解放戰爭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85年，第158-162

頁。
(1的 〈謝覺哉日記) (下) ，第1205頁。

(1的 〈任那時傳)，第787頁。

G1~) {任間時年譜}，第562-5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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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搞土改，叉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還趕出家鬥。有朝一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

生時，你們怎麼交待?(即但是，毛澤東歷來主張“矯枉必須過正因此，他這時對整個

土改工作“左"傾激進的危險程度，還不是十分確定。他多少有些擔心這時發放這樣的政

策性文件，會給正在興頭上的群眾潑冷水。這是毛澤東一向最為顧忌的問題。故他在按語

中這樣寫道:“隨著鬥爭之深入，‘左，傾現象勢將發生。此項文件發至各地，決不應成為

妨礙群眾的藉口，而應在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徹底平分土地的堅決門爭中，過當地糾正業

已發生與業巳妨礙群封建利蜜的過左行動，以利團結雇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這是確定不

移的政策。"(的

對此，反倒是主持土改工作的劉少奇馬上意識到其重要性。剛一得知找到這樣的文件，

他就致電中共中央稱:“現在定成份是一個異常複雜和激烈的門爭，各地發生毛病亦多，

望中央將兩文迅速廣播。 "ω與此同時，劉少奇并以中央工委的名義批評了晉按分局提出的

劃分階級的辦法，稱:“你們土改通訊第二號關於後木欄杆村成份問題的意見是不妥的，

偏於過左的。確定某人成份，應以當地建立新政權前若干年及抗戰後實際的社會經濟地位

為標準來決定，而不要聯繫到很遠的歷史，更不要以今天的認識態度和思想的好壞為標準

來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份，尤其不要故意提高某人成份的辦法去打擊舊幹部，因為這是違

背客觀的真理，這就要造成群眾中的分裂并給地主、富農及壞幹部以反攻機會。"岫

如何認識和解決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左傾激進傾向?在這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當中，還

是一個存在著相當爭議的話題。晉經分局的領導人拒不承認自己的做法有問題，在就糾正

左傾錯誤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輕描淡寫11凹，葉劍英等則公開認為現在的做法正在使中共自

我孤立憫。毛澤東顯然也越來越多地聽到有關各地土改做法過火的說法，但是，從他一直

相當重視和肯定〈晉經日報〉在土改宣傳上那種充滿了門爭精神的宣傳報道方式可知，毛

澤東這時所得到的情況還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因而他仍舊對要不要現在就突出提出反

“左"問題感到猶豫。

19是7年12月 25 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談到土改問題時，首先肯定了士

印1) 買巨川前引文。

(叩) 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90-91頁。

(]1J) {劉少奇傳} (上) ，第587頁。

(14) {中央工委關於土改中的若干問題給晉級分局的指示}， 1947年12月 18 日， {中共中央在西

柏坡}，第274頁。
(15) {李井泉關於糾正左傾錯誤的情況的報告}， 1948年 1 月 22 日; {晉絞分局關於糾正左傾錯

誤的方針及步驟的報告}， 1948年 1 月 2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教研室

編: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8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無出版年)，第367-

369頁。

01~) (謝覺哉日記〉下，第1158 ， 1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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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成績。他強調說:國共內戰雙方都有困難，但是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這襄面一是因

為我們有土地改革，蔣介石沒有;二是我們的主力已打到外錢去了，國民黨部做不到。東

北在短時期內能移建立起很大的一支軍隊，主要就是得益於土地改革。在此基礎上，毛澤

東從統一戰踐的角度談到土改中發生的“左" f~頁問題。他提醒說:“統一戰棧其原則是孤

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十年內戰期間我們就犯過錯誤，那時的“左"傾政策“沒有

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我們自己。"我們必須牢記:“農村戶口中地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

左右......中農、貧農、雇農合占百分之九十，這個陣棧不能亂。"要在同志中確定此觀

念:地富只占 8%，“高了要不得"。土地會議把右反掉了，通過了一個完整的土地法，這

是保證勝利的一個偉大的會議，但是，“主流向東流時，卷起了三個浪花，部侵犯中農利

益，破壞工商業，把黨外人士一腳踢開。不把這三個浪花反掉，它會成為逆流。"總之，

我們就要反對對於消滅封建階級和驅除黨內壞分子問題的動搖，也要反對對工商業和知識

分子，包括對聞明士紳的冒險政策。就是地主階級中，和我們問過患難的人士，在不妨礙

土地革命的條件下，個別情況加以照顧還是必要的。另外像殺人的問題，也要反“左"防

右。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只要不積極破壞戰爭、破壞土改的人，都可不殺，要從群眾的

利益著想，把這些人當作勞動力保存下來冊。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勝利時，最易犯的是左傾，力量大了，就無所顧忌了。"“左的

錯誤就是對當前敵人不加分析，輕率從事。"“對地主亂打雷L殺，把一個好好的解放區搞亂

....弄得乞丐遍地，臼骨如雪，你還能領導中國? "削

當然，毛澤東這時對“左"的問題看得還是比較簡單，如同延安整風審幹造成了太多

冤案一樣，他對這種情況并沒有太大的壓力，甚至沒有太多緊迫感。他告訴與會者說:

“他從未這樣a愉快過。過左了的，道個歉就是了，不必再要求什磨。打的主要是其錯誤，

并非其本人。"(即

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都寫入到會議決議中去了。決議肯定了劉少奇等人所強調的貧雇

農作用的問題，其第一條就指出:“必須將貧雇農的利益與貧農圓的領導作用放在第一

位。"但是，決議的主要精神仍舊在於糾“左"。它明確強調:反對侵犯中農利盎;反對妨

礙工商業;反對對學生、教員、教授及一般知識分子采取冒險政策;主張通當照顧開明士

紳;主張地主轉入勞動滿 5 年以上，富農降為中貧農滿 3 年以上者，一律應依其現在狀況

(即) {任臨時傳}，第791頁;李昌遠前引書，第170-171頁。

(ω 〈陳毅同志傳達十二月會議內容及毛主席指示記錄}， 1948年，河北省檔案館藏梢， 572/1/ 
188/3/6. 

(Il~) 陳毅: {關於中央十二月會議基本精神的傳達報告}， 1948年 4 月 28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

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11) ，北京，國防大學， 1987年，第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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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成份;主張土改著重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及其糧食牲畜農具等地面財產，不應過分強

調門地(底)財;提出鬥爭地主富農，應依照大中小和惡與非惡，有所區別，尤其不允許

土改工作團和政府人員組織打人與采用肉刑，對地主還必須分給能移維持其生活的土地和

財產;并要求除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以外，在土改運動中“必須堅持不多殺、不商L殺"的

方針。因為，“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岫

毛澤東糾“左"的當試

不過，面對各地仍舊轟轟烈烈的土改和整黨運動，毛澤東對簡單地下發十二月會議決

議的效果，仍有顧慮。特別是習仲勛這時的兩份報告，使他清楚地意識到土改中的問題頗

為複雜，絕不能急於發布這一會議文件。

習仲勛在 1 月 4 日的報告明確提出，必須把老區與新區加以區分 "ft日以一般概念進

行老區土改，必犯原則錯誤。"因為老區“中農多，貧雇少，有些鄉村無一地主和舊富農

存在， ~p真正少地或無地的貧雇農，最多尚不足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如再分平，即有

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對我不利。"而且，因為老區地主、富農比新區少

得多，“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如評的如新區一

樣，勢必犯嚴重錯誤。"不是把新升富農評成舊富農戶，就是把沒收過土地的地主、富農再

去鬥爭，或者把富裕一點的農民訂成地富，或把我方任職之公教人員，其家中缺乏勞動力

者，訂成地富。現在巳經發動群眾開始門爭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不是查封店鋪，

就是打、品、拷、殺，“弄得人心恐慌"。因為中農被排斥在外，參加門爭的往往是“為數

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的分子所發動起來的群眾“任其發展下去，必將造成

許多脫離群眾的惡果。"對於此種自發運動，必須堅決參加進去，改造領導，甚至堅決制

止。這不是給群眾潑冷水，而是打擊不良分子的破壞，引導群眾到正確方向上去(凡

幾天之後，習仲勛再度根據他對結德地區士改問題的調查情況，給西北局一份報告，

指出土地會議1:&;按德的土改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現象。一是把中農甚至錯把貧農定成富農進

行鬥爭，只要有吃有喝的入，就是門爭的對象;二是地主富農不加區別一律鬥爭和拷打，

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燒，嚴重破壞黨的政策;三

是凡定為地主富農者，個個必門一一門必打，打必拷，“大鋪里頭煮牛頭把大量時間放

在逼要地、富的底財上，將他們掃地出門;四是不艱苦深入發動群眾，而是被盲目門爭沖

(別1) <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決議}， 1947年12月，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78-283頁。

(1m <習仲勛關於檢查絞屬各縣土地改革情況的報告}， 1948年 1 月 4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

革文件選編}，第99-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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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了頭腦;五是在貧農與中農之閱劃了一道講講，把貧農圍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確對待老

黨員老幹部;七是曲解土地法關於暴力手段沒收土地的含義，認為就是要多吊拷入，多打

死人，多用肉刑就是貫徹土地法令;八是凡搞鬥爭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風，慨不利於救災，

又浪費了勝利果實;九是在土改運動中幹部包辦代替，沒有影成群眾自覺的行動(酬。

注意到習仲勛所提出的問題，和晉緝區運動中反映出來的嚴重情況，毛澤東一面委托

任粥時和胡喬木研究起草文件，一面專鬥電召習仲勛和李井泉到中央做專門匯報。在這種

情況下， f也於1948年 1 月 14 日明確電告劉少奇說:“中央十二月會議著重討論了中農、中

小資產階級、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打人殺人等項問題，研究了如何分析階級，主要目的

是糾正在'的偏向。這些材料正由粥時及喬木整理，其中一件是怎樣分析階級及土地門

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不日可完成，月底公開發表。"故“你起草的關於執行土地法的指

示草案......現在似乎可以不發"。因為“土改運動巳經接新方針向前發展，運動中發生了

許多急待回答的問題(主要是過左) "代

對於毛澤東的電報，劉少奇很快復電表示了同意。他也承認:“現在運動的表現的偏

向，主要已不是右，向地主富農妥協;而是‘左'傾，即過分與沒有必要沒有分別地打擊

和大批遠捕地主富農，在底財問題上逼死地主富農......對富農與對地主，對新富農與對舊

富農，對勤勞起家與對貪話訛詐起家的新富農，沒有或甚少區別;在訂成份中，侵犯了相

當數量的中農利益;貧農團與新農會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對舊黨員、舊幹部，采取一律不

信任與排斥態度等。"而在老區，貧雇農數量已不多，現在仍保有一些財產及較多較好土

地者，差不多都是黨員幹部的家屬或三三制人士。那里的“農民一起來，就要門爭黨員幹

部或三三削人士"。這使得過去受慘重打擊的那些地主富農也大高興，說土地法大綱可使

他們翻身，因為他們過去只分得比農民更少更壞的土地，平分對他們有利，他們也想要借

機報復幹部。而“我們現在很怕群眾鬥爭我們幹部黨員的高潮，雖提出先分地後整幹部的

口號，但到處仍有白發鬥爭、遠捕、吊打，甚至打死幹部的事。"對此，“我們也長期苦悶，

總沒有找到一個......兩全辦法。"“因此，現在需要有新指示。"(盼

1 月 12 日，任臨時根據他已經得到的材料，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做了〈土地

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他一上來就批評了晉按分局靠查三代、看攤攤大小和政治表

現，來割分階級，在蔡家崖552戶人家襄劃出124戶地主富農，占到總戶數22.45%的做法。

他明確提出:劃地主，就是看是否占有多量土地而且自己不勞動，專靠地租或兼放高利貸

(lil) 賈巨川前引文。
(]的 〈劉少奇關於土改與整黨問題致毛澤東電)， 1948年 1 月 18 日， {劉少奇年譜〉下，第117一

118頁。

(]個)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31-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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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富農與地主的區別，就在於一方面自己勞動，接近於農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

封建的剝削，接近於地主。中農，就是主要靠自己勞動，剝削收入不起總收入25%的。貧

農就是占有少量土地、農具，靠勞動為生，甚至還要出賣部分勞動力的。雇農就是沒有土

地、牲畜和農具，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按照這個標準，地主富農在農村中所占人口

比例，總體上不可能超過10%，中農在新區一般至少要占到20%，在老區通常已占到50%

左右。因此，“現在我們的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農，如果我們破壞了中農的

利益，甚至與他們對立起來，那就要使我們在戰爭中失敗，喻。

三天后，即15 日，毛澤東也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講到了士改問題。他明確

禱:“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

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置不當，在統一戰踐問題上犯了

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

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

存在的。"他重申了他關於“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要消滅，作為個人要保護"的說法。他的

理由是，地主、富農全國幾千萬人，“我們分一份土地、財產給他，讓他參加生產勞動，

他能抬擔架，能生產糧食，還能繳公糧，對國家有利。"而且，經過幾年的勞動，他也就

成為農民了。這幾千萬人，如果“安置不好會出亂子，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咐。

無論是從任臨時，還是從毛澤東的上述講話當中，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在1947

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對土改問題的考慮中確有給農民以利益，進而動員農民支持戰爭

的初衷。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雖有意通過“撕破臉"的門爭方法，徹底打倒地主富農勢

力，以取得對農村的實際控制權，主H無意鼓動濫施暴力從肉體上來消滅地主或富農。他們

這時甚至還多少相信，剝奪之後，地主幾年就能變成普通農民，成為農業生產力的一部分。

因此，他們對土改運動走到亂打亂殺，搞亂了農村中的統一戰蹺，搞垮自己的基層政權，

進而可能使共產黨陷於孤立的危險趨勢，不能不深感不安。

18 日，中共中央再度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何站在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

個問題的決定(草案)}(即〈一月決定))。決定一上來就改變了十二月會議決議中關於貧

雇農作用的提法，突出強調了聯合中農的意義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稱:貧雇農的利鐘和

貧農圓的帶頭作用固然要高度重視，但是，“這種帶頭作用即是團結中農和自己一道行動，

而不是拋莽中農由貧雇農包辦一切。在老解放區中農占多數貧雇農占少數的地方，中農的

地位尤為重要。‘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

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依靠貧雇農打江山

(]盼 〈人民日報)， 1948年 3 月 28 日，第一、四版。

伽 〈毛澤東文集〉第 5 卷，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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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江山。"決定的第二條明確要求對訂錯了成份的中農和其他階層群眾，“應一律改正，分

了的東西應盡可能退還。"規定有剝削收入占總收入25%以下者，均應訂為中農，以上者

訂為富農，富裕中農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第三條則宣布:“必須避免對中小工

商業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地主富農的工商業一般應當保護，以化形為名沒收分配地主

富農轉入工商業的財產，是完全錯誤的。決定同時規定:地主富農在老解放區改變生活方

式，地主轉入勞動滿 5 年者，富農降為中農貧農滿 3 年者，應依其現在狀況改變成份。抗

戰中與我黨共過患難確有貢獻的開明紳士，應予照顧，即使按土地法需要平分其封建的土

地財產，亦應使其免受門爭。任何主張多殺亂殼的意見都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我黨

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於孤立。叫，η(

就在〈一月決定〉通過兩天后，毛澤東文批復并轉發了習仲勛來中央匯報工作後，於

19 日發來的另一份報告。習仲勛在報告中寫道:“由於吾緝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

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路錢'，反對所謂‘中農'路踐，都是

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

們。"邊區土改運動“鬧得農村極度緊張，死人不敢埋，人病無入醫，弄得大家都有顧慮"。

農民“自於左的影響，都不願意當中農"。“真正勤苦勞動，熱愛邊區，因有餘糧，往往被

當成鬥爭對象“這分明的是對勞動致富方針有了懷疑"。老區今天的貧震晨，或是因為

偶然災禍貧窮下來的，或是地富成份下降還未轉化好的，或是好吃懶做、抽賭浪蕩致貴的，

“這些人組織的貧農團在群眾中全無威信，他們起來領導土改，就等於把領導權交給壞人，

因而出的亂子就很多，嚇得區鄉幹部有逃跑的，有自殺的，群眾中也同樣發生此種現象，

很多地區掌握不好，這也是其中一個很大原因。"習仲勛提出:第一，從發展生產的角度

考慮，必須堅持貫徹勞動致富的正確政策。第二，在老區必須依靠中農，“不怕中農當道

因為“真正的基本的群眾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第三，對過去的地主富農不應再

算老脹，“十年以來他們的確改好了，如把舊帳一齊鵲起，會引起社會上極大動蕩，影響

傳播出去，更對我不利。故決定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輕微的舊脹，都一概不究。只對那些

今天還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或幫助胡(宗南)匪作惡的，應發動群眾嚴厲鎮壓。"第凹，

“對惡霸，應有明確的定義，真正霸占一方，欺壓群眾者是惡霸。不能把在鄉村說話好強

的，或會砍倒別人的一顆樹，或做過其他一、二壞事，統按惡霸懲辦，也不應該男人是惡

霸，女人也當成惡霸，甚至連小孩也當成小惡霸去鬥爭。"岫

不難看出，習仲勛的這封信是相當大膽的，對土地會議後的土改方針含有尖銳的批評。

但是，毛澤東不僅批示轉發，而且告訴各地稱:我“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

(]i1) 見〈毛澤東選集}，第1267-1274頁。

(]的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129-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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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必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怕這反映出毛澤東這時對土改

工作中“左"傾問題的嚴重程度，有了更進一步的估量。然而，這樣一種估量，均讓劉少

奇有些難以接受了。

毛澤東、劉少奇的分歧與化解

實際上，還在十二月會議前夕，接到1933年劃分階級的文件之後，劉少奇就已經在做

糾偏的工作了。他不僅批評晉按定成份的偏向，而且親自去周邊各村調查，也發現“各村

查出百分之十幾或二十幾的地主富農因而也說:“很懷疑是否有這樣多"。說:“機關查

成份也有此偏向，過多地定地主富農成份。"他甚至也開始批評過分宣傳所謂“貧雇農路

蹺輕視中農，和在報紙上宣傳鼓動群眾打人的種種偏向佩。

1 月 22 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雖表示同意〈一月決定}，同時卸又說:“此閒雖已到

處發生‘左'的錯誤，但因有前次 4左'的經驗，及領導上早有精神準備，古生在發生後便立

即停止，尚未發生大的惡果。"犯過嚴重的亂打亂殺錯誤的，只是在土地會議以前的若干

地區。土地會議後只有晉輯“左"的錯誤嚴重些，其他地區都不嚴重。電報同時一語雙關

地宣稱:中央新決定發來，應不會突然轉變為右傾ω。

1 月底，劉少奇召集聶榮臻、彭真等到中央工委進行土改工作的匯報。當彭真提到對

老區的中農沒有正確分析因而發生了嚴重錯誤時，劉少奇明顯聯想到了習仲勛的信，因而

表現得很敏感。他辯解說:我們的政策并不錯，在土改運動中就是要給中農一些刺激，不

先讓中農嚇一跳，就造成不了平分土地的輿論。他們因嚇一跳，由恐慌而積極。這種積極

一般是可靠的，有了這種積極再拉一把，就能很好團結。否則，貧雇農的骨幹將形不成。

不把中農壓在被領導的地位，則貧雇農的領導是不鞏固的，因為中農在老解放區無論在經

濟上、人口上還是文化上都占優勢。貧雇農領導的形成，不僅是對地主富農，而且也是對

中農的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側。

匯報會剛一結束，劉少奇就致電毛澤東，說:現在發生嚴重左傾錯誤的地區，只有晉

經和習仲勛所在的快北較嚴重，而且亂打亂殺的基本原因，也還是由於黨內不純，領導上

缺乏經驗與預防不侈，并非政策錯誤。當然，“對一月決定及子敬電所代表的方向與目標

(主要反左，要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去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及所提出的各項問題，

(即) 同上引書，第129頁。

(耶) 中共山東分局印發: <劉少奇同志對土地改革中幾個問題的意見}， 1947年12月 29 日，河北

省檔案館藏擋， 572/1/184/5. 
o~]) <劉少奇年譜〉下，第120頁。

om <劉少奇年講〉下，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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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贊成。但對一月決定的寫法，我們覺到必須嚴格注意到不要因為反左，又使各種右

傾觀點待到復活機會，特別在黨內地主富農及其他壞分子尚企圖反攻，而貧雇農領導骨幹

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區，尤須注意。不要使土地會議以來在各地進行整黨與消滅封建的那股

勁叉鬆懈下來，而應該督促各地繼贖貫徹土地會議決議，進行整黨與消滅封建，克服各種

右傾觀點。"“一月決定草案我們已告知各地委、縣委負責入，他們回去即照一月決定辦事，

左的錯誤大體可很快糾正或避免再犯，危險期似巳過去。除定成份外，晉輯、陳北某些嚴

重情況，不是普遍現象。"而且，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實際工作同志的接受能力。因為大家

都害怕一月決定發表。“吳德奎將一月決定幾項內容在車平一個區的幹部會上報告後，當

時若干貧農積極分子就跑了。"“安子文將一月決定告知平山各區委副書記，當時大家喪氣，

覺得沒搞頭了。"他們都認為，一且宣布，必將引起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可能只是暫時的，

但數千萬人民在行動中的暫時波動，也是個嚴重問題。"因此，“我們覺得在決定寫到某些

具體問題時，還要過當強調批評一下某些右傾觀點，然後再著重批評左傾。例如不把貧雇

農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切實去形成貧農圓的領導骨幹，不以貧雇農及工人階級為領導去打

江山坐江山等，然後才說到不聯合其他革命入民打江山坐江山等錯誤。"因為，若我們的

決定抽象地反對“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昀口號，在很多地方“可能對貧農是打擊，對壞

分子是撐腰，人民也不擁護。"另外，像侵犯中農問題，也要具體區分。比如五臺區所謂

侵犯中農，侵犯的大部分是有貪詬侵占及其他非法手段起家的中農，他們的成份多被提高

到富農，這是有理由的。對這種情況，“除提高成份一點外，恐不能完全反對。"比如五臺

區所謂平分中中農受損失，大部分是在過去清算中占有較多好土地的，現在平分， 自然需

要抽出其較多的部分，這也是必須的，不能算是侵害(酬。

這時，在參考了習仲勛的意見，叉徵詢了一些地區負責人的看法之後，毛澤東亦對前

此的土地改革工作未能區別不間地區的情況，運用策略，分步驟、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

而是簡單地搞一刀切的作法，提出了不間的看法。

他在 2 月 3 日致電劉少奇，提出:土地法的實施，應采取不同的策略。老區土地大體

已經分配，只須調整一部分土地，而不應照土地法再來分配一次土地，亦不必再搞貧農圓。

H 本投降後解放的地區， gp半老區，土地問題也巳初步解決，但不徹底，可以通用土地法，

組織貧農團，菩遍進行徹底平分。但在新解放區，群眾尚未發動，國民黨和地主、富農的

勢力還很大，我們一切尚無基礎，因此，不應當企圖一下實行土地法，而應當分階段進行

土改。第一階段，中立富農，專鬥打擊地主。在這個過程中，仍應注意先做宣傳，做初步

組織工作，分大地主浮財，區別大、中、小地主，照顧小地主等步驟，然後再進到分配地

(I~l) <劉少苦于對一月決定的意見}， 1948年 2 月 3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64-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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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階級土地的地步。在此階段，因中農是觀望的，似可不必組織貧農圓，只以農會或農民

協會名義行事。第二階段，則將富農出租和多餘土地及一部分財產拿來分配，并對前一階

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徹底的部分進行分配。此時或可組織貧農圓，以為農會或農民協會

的領導骨幹。但這兩個階段，前者應有兩年時間;後者也應有一年時間。“太急了，必辦

不好叭"

對此，劉少奇則表示:老區土地問題已經不多，古文普遍平分土地，確有不妥。但現在

老區平分空氣甚高，雖使中農有些恐慌，但“叉使土地之抽補調整及退出貪話果實等容易

進行，故我:霞在這種地區亦不必宣布(在巳復查地區應宣布)取消平分"。至於貧農團問

題，如黨支部是可靠的，或稍加整頓即可成為可靠的支柱，或可不要貧農團，“但黨的支

部如不可靠叉怎樣辦呢? "“，~?，平山經驗，如沒有這樣的貧農圖，則整黨與建立人民代表

大會(在鄉村中部農會)，就要發生困難。"顯然，劉少奇仍舊相信多數農村的黨支部是不

可靠的，甚至是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的，因此，他堅持全面整黨的必要性，并相信“大多

數要由貧農團代替支部一時期的作用"。至於習仲勛所提到的現在的無地少地農民多數不

可依靠的問題，他的意見是，只要規定過去受剝削的老貧農，郎今日的新中農也能加入貧

農團，問題即可解決(酬。

對劉少奇的上述說法，毛澤東明顯地還是有所懷髓。畢竟，如習仲勛所說，老區凡真

正勤勞肯幹的正1*農民，大都已經成為中農了，硬行組織貧農團，難免會發生各種問題。

他 6 日進一步就這個問題徵求習仲勛、李井泉、薄一波等人的意見。他在電報中提出:

“中農占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如果我們也照中農占少數，貧農占多數，土地問題俏未根本

解決的半老區一樣，組織同樣的貧農團與農會，人為地勉強地叫貧農圍在農村中起一樣的

領導作用，叫貧農積極分子在農會委員會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數，是否行得通?是否會冒犯

脫離中農的危險? "如果一定要組織這樣的貧農圈，“可否只使這種貧農團起保護農村中

少數貧農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區那樣領導一切的作用? "可否考慮在老區“主要地要

中農中思想正確、辦事公道的積極分子去做這些工作，而在農會與政府的委員中，貧農積

極分子必須有他們的地仕比如貧農占三分之一，中農則占三分之二?岫

習仲勛的態度可想而知。他在 2 月 8 日的電報中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已深感過去

兩月來的土改，與組織貧農閻農會，不僅收效不大，反而增加麻煩甚多。陳甘寧邊區，約

有一百三十萬人口的老區，在去年十二月義合會議前，土地都大體上平分了。現在這些地

(1但)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125頁; {毛澤東選集}， 1277-1278頁。

(的 〈劉少奇年講〉下卷，第125-126頁。

(別i) {毛澤東致井泉、仲勛并告少奇電}， 1948年 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漪，第

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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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不是地主、富農占有土地多......而是中農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動大部

或全部中農土地，甚至還要動百分之十貧農(戶數)的土地。要分給的是一部分很少或無

地的移民，或倒給地主、富農補進不足土地。這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信心，發生動搖。菩

遍現象，是農民都不願積極生產，認為這次平分了，叉不知幾年之後再來平分。我們雖於

月前開始轉變，但工作還未全部走上軌道。農民雖已開始注意生產，但還不是思想上最後

解決問題。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區工作團同志仍堅持組織貧農團領導一切的方針。事實上，

老區貧農圈，不能盡其領導一切的作用。因為貧農團本身很複雜，有的因為過去分得地壞、

地遠，或人口增加，經濟不能發展。有的因為偶遭夾禍下降。有的是地富還未轉化。有的

因為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而致賞者。後一種人，占貧農中四分之一，因而這種貧農團，在

老區一組織起來，就是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來。中農歡迎地，貧農不

要地。在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地方，甚至貧農也恐慌。發展下去，流行於農村的借貸、

買賣、租f田、雇傭等關係，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農民都感到把農村追死啦。真正勞動

的貧雇，也抱怨我們給他們造成好多困難。貧農團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於生

產嗎，在農村，那倒是中農領導貧農。至於起領導作用嗎，那叉會變成少數不純分子把持

村、鄉政權。因此，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區的土改方針，是調劑平補，再不能實行平分。

貧農少的地方(在邊區、老區，有很多鄉村，就很少貧雇)，不組織貧農園。多的地方，

組織貧農小組，在鄉農會之下，起其保護農村少數貧農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區或半

老區那樣領導一切的作用。"(即

由於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的傾向性意見，因此，李井泉的回電也很明確地贊同了

毛的觀點。他表示:“老區貧農，只占三分之一。如果不吸收中農參加領導，的確是孤立

的。"因此，應考慮在農會及代表會襄貧農與新中農占三分之二，老中農占三分之一，而

不必組織貧農團(醋。

薄一波對貧農圖問題的看法比習仲勛更進了一步。他表示說:事實上“我區日本投降

前的解放區與日本投降後的半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徹底程度相差無幾。這些地區土地大

體上已經平分，地主和富農已經消滅，貧雇農已經融身，大體上都為新中農。"“所有這些

地區，貧雇農均占極少數，且亦不是過去的貧雇農。"“這些地區貧農團實際組織不起來，

或組織起來也沒有力量，勉強組織起來，并依靠他為領導骨幹，必然會犯冒險主義錯誤，

脫離中農。太行工作團在涉縣更樂村，拋開新老中農，硬去組織貧農團，結果門了一百二

(即) {習仲勛關於分三類地區實行土改的報告}， 1948年 2 月 8 日，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

件選編}，第155一157頁。

(別) {李井泉同志關於老區貧農中農領導地位問題的報告}， 1948年 2 月 10 日， {晉緩邊區財政

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第466一4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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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戶勤勞起家的中農和由貧雇上升的新中晨，現巳糾正，分別賠償。因此，我們決定，為

了不脫離中農，像更樂村這一類地區，可不組織貧農園，只組織貧農小組，參加至IJ農會中

去。"即使是半老區，“也不應成立土地法上所指的貧農團，可在農會中成立貧農小組或貧

農圖，由未直飛身與未徹底翻身之貧雇農組成之，以保護他們的利盒。但應保證在農會委員、

農代會與政府中，貧雇農與新中農占三分之二。"其實，“根據我們過去兩年的經驗，未組

織貧農圈，而只在農會中加強貧雇骨幹，樹立依靠貧雇，圓結中農的作法，有其好處，是

亦可把土改搞徹底，叉可順利的團結了中農"(帥。

鑒於多數領導人的看法大體一致，劉少奇最終也認同了毛澤東的意見。 2 月 18 日，他

致電毛澤東稱:“最近我調查了老區幾個村的確實材料，證明你的提議完全正確，即在老

區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來一次平分，也不要人為地去組織領導一切的貧農團，只

要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實行土地調整，即可完全解決土地問題，而集中注意去整黨與

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別

毛澤東堅持“不潑冷水"的考慮

由於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有關各地土改運動嚴重過火昀信息，毛澤東這時對糾“左"問

題再不敢掉以輕心。陳毅這時從毛澤東所在的楊家溝返回華東區，他在路過中央工委所在

地時，明確告訴劉少奇:毛澤東對土改運動搞得這樣“左"感到“驚心動魄! "毛澤東

說:我們只有兩個朋友，一個中小資產階級，一個中農。侵犯中農，打擊中小資產階級，

踢開三三制，這將使中國革命的主流偏離方向，并喪失掉人心。我們不怕美援，就怕“左

援"。如果我們自己一任“左"的錯誤泛濫，失去了民心，那就是對蔣介石的有力援助(帥。

陳毅介紹說:毛澤東看了劉少臼被殺的報道，很不舒服，說“我簡直看不下去"。“劉

少臼有兩重性，既代表惡霸地主，又反蔣。但他今天要進步，與我們一塊七八年，有功。"

“把他的土地給分了都可以，為什麼亂門呢?你的政策是什麼? "“今天一腳踢開，這樣下

去，一定會使我們孤立，遭受失敗。"毛主張，對地主富晨，在策略上必須加以區別。“富

農中有惡霸與非惡霸，地主中有大中小“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凡可以不殺者，皆不

殺"。“內戰時期錯殺太多，故(今天)凡非積極反土改者，都不要殺。"一來，中國的地

主富農，有3600萬，這“是個很大的勞動力，不可輕易拋弄。"二來，你亂殺人，一定脫

(]扮 《薄-ì皮關於分三類地區實行土改問題給毛主席的復電)， 1948年 2 月 10 日。

(湖) {劉少奇關於土改問題致毛主席電}， 1948年 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400-401

頁。

(四1) {陳毅傳}，第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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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中農、脫離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都脫離了，你貧雇農還剩下多少人?(卸

陳毅傳達說:毛澤東特別強調:“土改的左，根本上是侵犯中農問題，這是違反共產

主義的基本原則的。"“中農是自家人“中農是我們永久的同盟者，侵犯中農利益來滿足

貧雇農要求，是挖肉補瘡。"兩個數字一定要非常明確，一個是90%，一個是 8%，“剝削

者只有這樣多，這是事實，不要把人家‘升官發財'，中農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貧雇農百

分之七十，不要混淆了我們的陣艙。"“在城市對中小資產階級，在農村對中農......冒險政

策必須避免"。“這是革命的戰略問題"(.IllJ。

正是因為毛澤東對“左"的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因此，他這一階段就土地改革的

問題發出了大量的電報和信件， 日復一日地與中共中央領導人，以及與各地領導人進行著

溝通和討論。其就一個政策性問題，如此集中地發出如此之多的電報、信件，做出如此多

的指示、批示和講話，可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了恤。

2 月 22 日，在總結和聽取了各方意見之後，經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訂，中共中央發

布了〈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指示參照了薄一波

的意見，沒有再將老區與半老區區別開來，而是規定，應將老區和半老區合并看待，按照

土改徹底與否劃分為三種類型的地區。在土改較為徹底的地區，既不平分土地，也不組織

貧農圓。在土改尚不徹底的地區，一般也不再平分土地，只是進行較大範圓的調劑。在土

改很不徹底的地區，則應實行徹底平分的方針，但平分的重點，應放在沒收地主土地財產

及徵收舊富農多餘土地財產上面，對一部分中農多餘的土地，必須在取得其同意後，方可

抽出平分。後兩類地區，雖可組織貧農圍，但應很快改選或成立農會，吸收中農，包括新

富農參加農會工作，而不宜長時間以貧農團指揮一切。包括整黨整幹，亦“必須依據群眾

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領導幹部的多少強弱，決定工作的進度。每一個鄉村土改與整黨

問題的解決，均必須盟釀成熟，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意，方能做出決定，采取行動，不能

由少數人強制解決，致犯命令主義的錯誤。同時，對於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意見，又必須

耐心說服，實現黨的領導作用，不要犯尾巴主義的錯誤側。"

2 月 25 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叉進一步制定了〈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

級的割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吟，對於如何劃分農村階級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毛澤東

并且批示說:“此項文件的目的，是在於糾正黨內廣泛地存在著的，關於在觀察和劃分階

(~1) 前引〈陳毅同志、傳達十二月會議內容及毛主席指示記錄〉。

(別) 同上引注。

(別粗略計算，毛澤東1948年 1 月至 4 月間就土地改革問題所寫信件及發布的指示、批示和所

做的講話，合計約有40件之多。

(的 〈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1948年 2 月 22 日， {周恩

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288-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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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間題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補足在土改中缺乏對各階級、階層人民的具體明確政策

的缺點。我們認為，單有土地法大綱及其他黨的若干指示文件而無這樣一個完備的文件，

很難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不犯或少犯錯誤爛。"

2 月 28 日和31 日，毛澤東更進一步針對開明紳士問題發出指示，強調:開明紳士是地

主和富農階級中帶有民主色彩的個別人士。這些人士，同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有矛盾，

同封建的地主、富農也有某種矛盾。我們團結他們，并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什麼大的力

量，也不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有什麼重要性，而是因為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反美蔣鬥

爭時期，在政治上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例如限北的李鼎銘、晉緝的劉少臼等人，團結他

們，可以藉以分化地主階級，這對於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地主

富農的家庭出身)，對於爭取全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大部分同土地有

聯繫)，對於爭取全國的開明紳士(大約有幾十萬人)，以及對於孤立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蔣介石反動沫，都是有益的(恥。

在接連完成了幾個最關鍵的政策性文件之後，毛澤東確信他應當向劉少奇委婉地提出

自己的批評了。

3 月 6 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針對劉此前一直把士改中發生的亂打亂殺現象歸結為

“壞人搗亂"、實際工作幹部缺少經驗和“左"傾問題主要只發生在晉輯、快北的說法，尖

銳地指出:問題主要出在中央的身上。電報說:“無論作什麼事，凡關係群眾的，都應有

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覺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地(壞人搗亂一項原因不是主要的)

是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

明確地分清界眼。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眼，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

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帥)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

應有的疏忽，以至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割分政策的界眼，

但只做了簡單的說明，沒有做系統的說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說明，

而不作系統的說明， IW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以上兩種情況，各中央局與

中央均應分擔責任。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

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明確地分清界限，叉未能作系統的說明，不能專責備各中央局。"

當然，也有“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

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例如據耶輔局報告，晉冀魯豫在兩年內殺人二萬之多，以及很多地

方的亂打亂殺，就是如此(全國因亂打亂殺而死者，據估計差不多有十萬人) 0 "“各中央

(鵬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228頁。

伽') {毛澤東年譜} (下)，第288頁; {毛澤東選集}，第11285-1288頁。

(鵬 劉少奇郎沒有過從事土改工作的經驗和在農村工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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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錯誤的也不少。例如晉，頓分局，對於在訂成份上侵犯中農，對於

徵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對於拋莽開明紳士，都是自己犯了錯誤的。但是這類‘左'傾錯

誤犯得比較嚴重的，似乎還不是晉穎而是華北、華東、華中各區。......晉緝的嚴重程度似

乎還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請你們加以檢討。"側

劉少奇當然知道各地“左"傾現象嚴重，像他在這時中央工委擴大會議上就承認:

“土地會議對平分與絕對平分區別不明，未嚴格批評絕對平分是錯誤的......因此造成侵犯

中農。"腳在給熱河分局的電報中，他也承認:“在土地會議後批評與糾正了各種右傾觀點

後，在實際工作中文發生了許多‘左'傾觀點及各種‘左，傾現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份，

侵犯中農，貧農圓的孤立主義與唯成份諭及亂打、亂殼、亂捕、亂封門及土地分配中的絕

對平均主義等，至IJ處發生。在批評與糾正領導方式上的命令主義之後，到處又發生了尾巴

主義。"間。對毛澤東所提到的領導責任問題，他也在中央工委會議上表示:前一段“左"的

錯誤的產生，領導上要負主要負責，主要是缺乏對政策的正面規定和系統說明。但他仍舊

堅持土地會議後“左"傾現象并不很嚴重，亂打亂殺主要發生在土地會議以前。他這時在

給毛澤東的回電中就堅持這樣解釋，說:“各地所發生‘左'傾錯誤，正如來電所說，確是

華北、華東較晉結限北更為嚴重，太行共殺人三萬多，山東在去年七月到九月亦殺了三萬

多，華中在政策上特別是在工商業政策上亦犯了不少的錯誤。這些錯誤政策執行的時間雖

不久，但損失很大。但這主要是在全國土地會議以前及會議時所犯的。在土地會議後，則

以晉輯錯】制以較嚴重(其詳細情跟我們還不知道) ，冀察晉次之憫。"

對於劉少奇的辯臼，因為不如劉了解各地土改情況全面，毛澤東自然也不便堅持己見。

實際上，考慮到劉少奇所說的種種可能的負面影響，以及對內部傳達〈一月決定〉後牟平、

平山兩縣幹部極端抵觸的說法，他甚至一直對要不要發表〈一月決定》的問題也躊聽不決。

最終，一向同情“矯枉過正"、擔心給下級幹部潑冷水的毛澤東，還是決定不惹這個麻煩

了。

(胸 〈毛澤東關於政策與經驗的關係問題致劉少奇電}， 1948年 3 月 6 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17珊，第80-81頁。
(1的 〈劉少奇在中央工作委員會擴大會議土關於討論中央十二月會議的決議的總結(摘要內，

1948年 2 月，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8珊，第347頁。

(111) <劉少奇年譜〉下，第139-140頁。

(目1) <劉少奇關於工委會議情況致毛主席電}， 1948年 3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411

-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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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跟進與堅持

劉少奇在政策上的跟進，在1948年 2 月以後就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但與此同時，他

也反復對下面的幹部強調:土地會議基本的政策方針，包括主要批評右(頃，都是對的。雖

然後來發生了“左" 11頃，“但不要向外宣傳，叫得太厲害，按新的方針做就對了。"因為還

沒有發現土地會議有不對的地方。至於缺點，在他看來，主要只是沒有分開新區和老區，

有些辦法寫得不清楚，科學性不侈，不精細而巳帥。

由此可以了解，劉少奇這時很快就接受了毛澤東關於應當將新老區分間的意見。但是，

對於老區土改問題，他仍舊堅持還要照土地法犬綱襄規定的辦法來做。他承認，自己過去

說老區無地少地農民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妥的。實際上，在老區搞土改，“單就

土地問題來說搞頭不甚多但他堅持，在“一些老區不是單純土地問題，主要是黨內不

純，現在好多土地問題變成黨內問題，叫。

所謂老區的土地問題變成黨內問題，據他解釋說，是因為他發現:“老區擠封建好比

擠檸檬，手襄還有空子沒有擠乾淨。空子就是共產黨、幹部家屬及有關的人。"因為老區

“現在還有些財產比較多、土地比較好的地主，大半都是黨員幹部的家屬或開明士紳。"

“所以老區里土地改革對象，最大多數是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家庭及參加我們政權當

中的非黨地主富農。還有抗戰後起來的新富農。"根據他在周邊地區的了解，“現在農民一

起來就要鬥黨員、|盟|幹部。"因為這些黨員幹部“過去鬧宗況，把黨變成宗派集團，塞了

黨，強迫命令，為非作歹，引起廣大群眾的反對和憤怒，群眾現在要報復他們，訴他們的

苦。"

對於周圍“每縣都停止了三百左右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的黨籍"和聽任群眾門幹部的

作法，劉少奇是高度肯定的。因為他相信，“鬥黨內地主就是門社會地主，鬥幹部就是門

地主，整黨就是整地主，過去黨內許多錯誤及不法行為，就是地主富農鑽到我們黨肉來搞

的。"包括群眾吊打幹部，雖然有些“野蠻但他也認為“是正義的咐。

當然，劉少奇對此前的門爭方式也并不認為很好，在他看來對黨員幹部的鬥爭沒有真

正展開。因為不少地區“機械規定，先門地主，後解決幹部問題;或者把群眾反對的黨員

幹部大批的當石頭搬走了，群眾門爭的對象即不多了。於是就把黨外已鬥過的地主富農叉

拿來打擊一次"。一些地方更是要動富裕中農，要動工商業，來滿足貧雇農的需要。用這

(1l日 〈少奇同志關於老區工作方針的報告)， 1948年，河北省檔案館裁梢， 572/1/84/6. 
(1H) {少奇同志講話紀要}， 1948年，河北省檔案館藏檔， 572/1/184/4. 
(自) 河北省檔案館藏擒， 572/1/35/3; 河北省檔案館藏槍， 572/1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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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在老區搞土改，自然會吃力、過火。并且“到處發生吊打逮捕以至打死幹部的事情。

唐縣群眾白發地扣留了一千多幹部，黨員幹部很恐慌，有逃跑自殺的......井陸有的黨員講，

國民黨員挨門，共產黨員也挨門，還不如作個無黨無派女子。"在劉少奇看來，老區土改的

“左" ~頃，就是這樣來的(曲。

劉少奇承認，土地會議發動整黨後，確實亂打亂門了一些幹部，有些黨員因為想不開

而自殺。但當時“找不到一個既能滿足群眾要求，叉能照顧黨員幹部的一種兩全之策"。

後來發現平山縣北望樓開支部大會，邀請非黨的農民來參加， 300多“黨員群眾不吃飯不

睡覺，一口氣開了二十四小時部沒有發生亂打亂殺的情況，從而使他相信找到了最過

當的方法。他說，這種公開的支部會，使得黨員一切罪惡行為及其成份歷史，在群眾當面

對證底下完全揭露，又避免發生了亂打商L殺的事情發生。“一些壞黨員，除了改正以外，

再難轍身，一切宗侃糾紛也就可以解決了。"“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可以用這種辦

法，在黨內擠封建......叫他們交出土地財產。"“概不打死人，又能邁出東西來，這樣解決

不更好嗎? "畢竟，他也相信，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不一定都是很壞的咐。

進入 3 月份，特別是在傳達了劃分階級標準的文件和毛澤東的講話之後，劉少奇的態

度又有一些變化。他開始承認“土地會議對左是有批評的，但揭發防止不侈，這是有缺點

的。中央十二月會議及這個文件補救了這個缺點。按歷史任務說，土地會議應制定這個東

西，但土地會議也不可能把兩個任務(反左反右)同時解決，不可能把反左當做主要火力

打擊的方向。這是需要兩個會議的，一個會議只能完成一個任務。"叫

對於土地會議後各地土改中所發生的“左"的傾向，劉少奇也改變了前此的說法。強

調“現在發生的左的偏向，主要是訂錯成份。其中主要是把中農成份提高，侵犯中農利益，

侵犯中小資產階級利壺，對三三制人士的態度、殺人、整黨中也有左的，如大批開除黨籍、

單純采用組織手段解決問題，靠組撒手段吃飯，不著重思想，貧農圍有左的關門主義傾向，

不要中農，排斥中農等等。"“壞人搗鬼不是主要的。如定成份、地主少分地、三三制、打

人殺人、貧農團關們、對中農搞得不好，主要不是由於不純，壞人作怪......主要是領導上

缺乏對政策的正面規定與系統說明。"特別是對毛澤東所強調的中農問題，“大會精神狀態

帥不注意團結中農了，表現在絕對平均主義和貧雇農路踐上。 “經濟上可以侵犯中農，組

織上拒絕中晨，這種傾向是有的。"事實上，“貧雇農路棧這種話都是錯誤的但土地會

議不僅沒有反對，而且還給予了肯定(帥。

(11日同上引注。

但1) 同上引注。

(1]i) {劉少奇關於形勢諸問題的講話}， 1948年 3 月 25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擒， 572/1/183/3. 
(目的 同上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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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進而檢討了自己的急性病，和對情況缺乏系統全面的了解的問題。承認自己

“傳播太行掃地出門的經驗，傳播壞了，助長了各地之左的錯誤"。說對這一時期發生的

“左"的錯誤，“我們要負主要責任"。雖然他堅信革命需要一些恐怖， ~p所謂“對反革命

之仁慈，即對革命之殘酷但他強調:在已經建立起基本秩序的根據地，“就需要建設司

法工作，要設監獄，不能再靠群眾大會解決問題了。"動輒把土頑和逃亡地主交給群眾去

處理，“實際上是放弄領導"。“凡決定殺人，必須經過縣以上的委員會決定，只許用槍斃，

不准用別的方法殺人，和亂棍打死等封建辦法。對商L殺人、殺錯人的，應有一定的處分"。

甚至“應加以法律處分"(曲。

當然，考慮到種種原因，劉少奇也仍舊繼續重申他過去的觀點， ~p: “在批評土地會

議後所發生之左的(錯誤的)時候，不要一般籠統的批評。土地會議後的方針是正確的，

有些缺點，有些不明確，例如在平分土地上，沒有分清界恨，與數字上的絕對平分的觀點

混i看起來，對絕對平均主義未批評......但也要了解，全國土地會議不能把重點放在反左上。

這樣大的運動，是要在兩個會議上來完成的。"“全國土地會議不反右，就不能完成其任

務;今天如果我們不反左，間會犯路棧錯誤。先反右，後反左，兩頓飯不能在一頓吃由。"

對於這時有人批評土地會議對黨內不純的估計過分，劉也堅持:“估計過分一點的危

險性，要比估計不足的危險性小。故(當時)是有意識的這樣作的。"相反，“撤換回避若

少，最後可能發展到(像江西蘇區時濫)殺AB 圓的情況"。至於對基層黨員幹部整頓問

題上出現的唯成份論的偏向，劉則認為，雖然出現了這種偏向，“但一經發現，立即糾正

丁沒有發生大的偏差(即。

毛澤東的糾“左"餘音

3 月 10 日，毛澤東正式電告劉少奇說:“我們決定發表粥時同志的一篇講演，不發表

一月決定草案"。當然，在隨後發表的任臨時的報告中，毛澤東就割分階級以及殺人標準、

對中農以及對開明士紳的態度、對新區土改以及對群眾打人問題的政策等問題，都大段地

進行了悔改，寫明了自己的意見ω。

據陳毅傳達說:一直到十二月會議前後，“毛主席都反復考慮、反左是不是會潑冷水的

問題。"因為，毛澤東相信，土地會議總是來說還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因為土地會議把土

(加) 同上引注。

(自]) 同上引注。

(的問上引注。

(12J) <任粥時年譜}，第566-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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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中的右反掉了，并且成就了“最偉大的一次整黨，把石頭一搬，增進了黨與人民的聯繫，

把混入黨內的地主富農分子及黨員中的地主富農思想清洗掉了，把群眾發動起來了，通過

一個完整的土地法，是保證革命勝利的偉大會議。只有在此基礎上來談反左問題，才不會

潑冷水。"正是因為不想把今天的反左與過去土地會議的反右對立起來看，因此遲遲沒有

發表〈一月決定}，就是怕因為反“左“文恢復了右"。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晉西北的告

農民書有毛病，但晉西北和西北局還是要合起來看，要肯定兩個中央局政治領導上都是成

熟的，路踏上是正確的酬。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在19吐8年初前往河北途中的幾次講話中，也始終不會改變過。

1948年 3 月 28 日，毛澤東等從陳北來到晉緝的察家崖。 4 月 I 日，他在晉經幹部會議

上發表了講話。不管晉緝土改“左"傾問題有如何嚴重，他一上來部首先肯定說:“在過

去一年內，在中共中央晉絞分局領導的區域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

說晉經黨組織既反了右，叉反了“左并借用晉經分局領導入轉述的民眾的語言，說這

里的地主再也不敢封建了，幹部再也不敢貪括了，因而是很大的成功。毛在講話中提到晉

按區發生過的“左"傾錯誤，只有三點，一是把一些勞動人民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襄去了，

因而擴大了打擊面;二是侵犯了屬於地主富農的所有工商業，發生了“左"的偏向;三是

沒有能移禁止亂打亂殺，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富分子。但毛澤東評價說，現在這些錯誤

都已經糾正了，故“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冊。

4 月 2 日，毛澤東叉應邀前往晉按日報社，與該報的編輯入員談了話。談話中，毛澤

東仍舊高度肯定〈晉經 H 報〉在土改期間所做的工作。甚至說:“晉經日報在去年六月的

地委書記會議以後，有很大進步。內容豐富，尖銳潑辣，有朝氣，反映了偉大的群眾門爭，

為群眾講了話。我很願意看它。"說“過去的工作有成績，但也有缺點，主要是‘左'的偏

向。"而“發生‘左'的偏向，是因為大家沒有經驗。"“主要是把耳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

緊，可弦就會斷。"但無論如何，你們“那種認真的精神是好的"。與此相反，他表示:

“從今年一月開始糾正‘左'的偏向以後的這一時期，你們的報紙部有點泄氣的樣子，不移

明確，不移潑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了(劫。

很顯然，對於只習慣於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毛澤東來說，“左"的偏向、“左"的錯

誤，尤其是在土地改革的問題上，無論多歷嚴重，都還是一種積極的、戰門的、向前進攻

的階級革命的精神。對於這種偏向、這種錯誤固然要制止和糾正，但是，毛澤東始終相信

矯枉就難免過正，因為肯定矯枉的必須，知道矯枉的不易，因此對“過正"的情況就顯待

(劉) 前早 I {陳毅同志傳達十二月會議內容及毛主席指示記錄〉。

(的 〈毛澤東選集}，第1303-1315頁。

(加i) {毛澤東選集}，第1318-1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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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寬容。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對這批土改整黨積極分子不掉腰，那我們就要犯原

則錯誤。"這也是為什麼他在談到反對肉刑問題時，反復強調，如果群眾出於義憤堅持要

打時，我們也不要站到群眾的對立面上去制止。他為此還舉出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時的情況

為例，說:“搶救運動中群眾對特務發生義憤，要殺要打是領導藝術問題。要殺，一定要

經過法律手續;但群眾真要打，也不必以群眾為敵例。"

從1948年 2 月以後開始，各個根據地的領導機關都陸續開始行動起來，傳達中共中央

的指示和各種新的政策規定，做自我批評，同時祖織貫徹糾“左"的措施。一度如洪水泛

j監一般的暴力土改、暴力整黨的“左 傾狂潮，還漸被逼止下去。各地逃亡的地主、富農

和普通農民，陸續開始大批地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棚。但是，這次政策的反復實在是太大

了，中共中高層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刺激也太深了。以至於一連幾年，毛澤東等都

還不斷地在反復談論著這次的失誤。

1948年 7 月 20 日，毛澤東在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華東闊的電報中關於特別要注意引導

群眾白發運動到黨的領導之下一句後面，專鬥加寫了一段話，即“這種白發運動去冬在晉

西北曾在廣大地區同時并起，亂打亂殺亂沒收，結果很壤，望你們充分注意預先防止慨。"

1948年 9 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重新會合到一起，因而召開了九月政治局會議。在會上，

土改“左"傾問題再度被提起。

饒漱石檢討說:土改在山東，雖然約有2000萬人口的地區基本解決了土地問題，但也

發生了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兩個月之內，光是土改郎殺了約三四萬人(時間在去年八九

月 )0 10月閒幾次指示停不住，至第四次明令殺錯者須抵命，這才停下了。

薄一i皮檢討說:土改殺人問題，我最初報告是兩萬左右，後魯報旬日之閒殺人逾萬。

後來的報告是 3 萬左右。現在究竟有多少，根據現有材料 3 萬左右仍是差不多的。如果

從另一種統計，光是冀魯豫的殺人，即是五六萬。如果加上殺還鄉團(聊城還鄉團千入都

殺了! )和劉鄧陳栗大軍在該區與國民黨軍之聞的拉鉗戰所形成的循璟報復，連同反奸反

特，合起來至少殺了10萬之數。

彭真等人則總結當時的情況說:“土改中的左傾錯誤，對生產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不

僅牲畜減少，勞力缺乏，最主要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影響，尤其是中農無心生產，損

失不小。

劉少奇正式承認:“土地會議有很大缺點“我要負責九主要是“有土地法大綱，但

(肌 前51 <陳毅同志傳達十二月會議內容及毛主席指示記錄〉。

(別;) <薄一波關於晉冀魯豫地區糾正“左"傾及發展生產情況向毛主席的綜合報告}， 1948年 8

月 27 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 <土地問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378頁。
(別) <中共中央致華東局電}， 1948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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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具體辦法，沒有1933年文件，也就沒有(大綱的)第一項及第一條，因為沒有具體分

析。"“整黨問題，討論雖較多，也沒有具體辦法。土地會議也有反左，也不贊成勤工商業，

學方東

但不很堅定代"

毛澤東的說法非常尖銳，稱:“有人說，左是左了一點，沒什麼。這是要不得的，這

是缺乏清醒的頭腦，是對人民不負責任。如不糾正，那是極其危險的。"“只要一兩個月，

就非常危險了。"他再度重申:“尤其是對中農問題，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講，這還不是冒

險主義。冒險主義是講打敵入打得太早而言的，中農不是敵人，故打中農是違反共產主義

的一切原則的，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流氓主義。晉西北之損害工商業，損害的是獨立勞

動者的工商業，因為資本主義成份在晉西北、快北，差不多是沒有的。這與侵害中農是一

類性質的問題，是完全違反共產主義一切原則的(酬。"

中共中央在七屆三中全會上又一次提起了這個問題。毛澤東的批評緩和

了許多，說: 1947年中央對土改的領導是有成績的，但有缺點，一個是在土改中未能及時

的防止所犯的那些錯誤，這主要是未準備和下發分析階級的指示。這一技術上的疏忽，引

起了政治上的錯誤。要進行土地改革，對於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古人口多少，各

這些數字必須了解，才能據以走出正確的政策。對於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

幾個月之後，

有多少土地，

晨，有多少制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的界眼翩。

1950年 6 月 9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再度提到這個教訓，說: 1947年

不是地主掃地出門，拿地主富農的帽子安在中農身上嗎?晉西北最嚴重的地方，侵犯了24

%的人口。為什麼搞錯呢?就是看攤攤大小，查三代，過去是地主，現在也把它當成地主，

不僅有些中農搞錯了，有些貧農也搞錯了，有些小生產者、市鎮上的小商人，也搞錯了。

合起來24%的中農及其他人都搞錯了。為什麼會搞錯呢?就是因為中央沒有早發文件，而

下面叉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不會劃階級。為此，劉少奇再度檢討說:這一點我要負責。我

在土地會議上批評“左"不侈，沒有真正把這些人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即。

五
口

1
4戶
口

1947年的暴力土改，到底造成了怎樣昀損失?對此，劉少奇在1950年對蘇聯大使的談

話中曾經透露了一個數字，即“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曲

J士
11、口

參見〈劉少奇年譜〉下，第161頁。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議員的. 1948年 9 月 9 日。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1949年 3 月 5 日。

郭德宏前引書，第404頁。郭文引為14%. 查各種報告中的實際比例，當為24%之誤。

〈劉少奇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 1950年 8 月 26 日。

(64) 

(目的

(自])

(~1) 

(別)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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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這個數字并不包含死於土改整黨過程中的相當一批黨員幹郁，也不包括那些

因為遭受暴力致傷、致殘的人員，更不必說因為這一大規模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大量財產，

以及生產方面的損失了。

但是，無論我們能移從這次土改的各種問題當中吸取到怎樣的教訓，由上述歷史過程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這些問題的發生，既不是毛澤東的故意，也不是出於什麼財政的

目的，更不是因為需要動員農民參軍參戰上前錢，因而要在他們的家鄉造成巨大的恐怖和

混亂，使他們的家人深陷於種種危險之中，使農民對發展生產失去興趣，使基層的黨員幹

部朝不保夕，基層組織陷於癱瘓。自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成什麼“農民小資

產階級的急性病咐。

坦率地說，發生這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是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觀念使然。從階級的角度看問題，把人割分成相五對立

的不同階級，相信必須通過階級鬥箏的手段，部通過打擊、壓迫甚至消滅敵對階級的方法

來解決人典人之間地位及關係不平等問題，結果就勢必只看到善惡分明、利害相反的對立

階級，而看不到有著同樣生命和情感特質的具體的人，也就不會承認世上存在著超階級的

以“人性"和“入道"為標準的具有誓世性的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或道德觀。中共松江省委

負責人張秀山1947年夏關於對地主階級的門守主“不要受任何條文眼制和拘束越激烈就

越人道的說法叭以及在此次土改中創造出來并成為日後中國政治制度重要特徵的那種

“類似於種姓等級制的"“H佐成份論"帥，最典型地反映出多數共產黨人頭腦中階級鬥爭觀

念的作用與影響。

第二，是在中國農村貫徹階級鬥爭政策的現實需要使然。因為中國多數農村階級分化

并不明顯，血緣關係、親族關係、“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里關係，以及眾多地主和個戶

之間相互依存的利害關係，加上傳統的習俗和禮教約束等等，使得多數農民對地主很少白

發的仇視心理。要使農民把地主乃至富農當成自己的敵人，就必須要依據貧困程度，把同

為勞動者的農民進一步劃分成不岡的階級或階層，通過調動農民的物質慾望及求富心理，

用剝奪地主富農財產再分配的辦法，以滿足無地少地貧農、雇農的物質需求為手段，鼓勵

(別) 羅平漢前引書，第210頁。

(湖) 參見〈松江省縣書聯席會議總結半年群運工作，確定今年三四個月內全力消滅夾生}， <東

4七日報}， 1947年 7 月 2 日。報道稱: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在縣委書記聯席會議上

宣布:土改門爭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拘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門爭越是尖銳激烈，

對於廣大農民來說，就是最人道的。

(的有關這種情況，亦可參見弗里曼等前引書，第123-129 ， 140-143, 147頁。而實際上地

主富農等農村被制奪者的境遇還遠甚於印度非人道的種姓制度，因為印度的低種姓族群至

少還擁有一定獨立的生活空間和相互中的平等權利地位，而中國農村中被剝奪後的地主富

農則是一家一家孤立地生活在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血統高貴的貧下中農的眼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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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苦農民與地主富農“撕破臉"。結果，“群眾單純地想發財"、“白發起來算脹特別是

害怕地富報復，為了免除後患而亂打亂殺，再所難免棚。

第三，是高度集權的制度使然。因為長期生長在戰爭的背景之下，中共自身組織早已

帶有很強的軍事化特點。其高度組織和高度集中的特性，與列寧主義強調紀律、強調集中

的建黨學說相結合，最大眼度地強化了其黨章中所規定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這一組織原則(曲。這一組織特性，有力地保證了中共黨

的高度統一性和政策實施的高效性。但與此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個人和下級在組

織和上級面前的高度無助性，并且使組織和上級與由個人和下級所聯繫的基層之間發生嚴

重脫節。這種情況不僅會使作為個人的下級很容易因為只能被動地執行作為組織的上級的

指示，而缺乏主動性，對上級并不正確的指示在推行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無從反對與糾正，

而且會鼓勵作為個人的下級，出於升遷或免貴的自身利益考量，亦步亦趨地緊跟上級步伐，

甚或有意投上級所好而弄虛作假，進一步導致作為組織的上級對基層的實際情況和對運動

形勢發生誤判。

第四，是中共高層對農村實際狀況的隔膜使然。機械僵化的階級鬥爭觀念和高度集權

的組織體制，極大地強化了作為中共最高決策層領導人政治決策的主觀性。儘管中共中央

身處鄉村地區，但其活動範圓極為有眼，對農村情況的了解，除了自身早年的點滴經驗以

外，大多只能來自於各中央局的相關報告。而各中央局岡樣受階級鬥爭觀念和集權制之影

響，必須要通過下一級組織的報告來了解基層情況。如此層層遞轉，再加上作為下級的組

織及個人因領會貫徹或曲意迎合上級指示意圓的偏差，難免會使中共中央對基層情況的了

解和判斷出現種種問題。“五四指示"的被動形成，劉少奇1947年土改政策從溫和轉向激

進，叉再度轉向緩和的反復，都在在反映出中共高層對農村實際情況缺乏深入具體的了解。

毛澤東在土改問題上能修保持相對客觀的一個主要資本，在於其始終牢記“農村戶口中地

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左右"(帥。但是，對照當年中共基層幹部調查所得材料，可知這種判

斷本身仍舊帶有階級門守主觀念的主觀臆測性，與華北農村，乃至全國相當多數農村地區階

級構成的客觀實際也相差甚多(即。

(的 〈高魯日記)，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4年，第594-595頁，并見前引王謙語。

(帥 參見〈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1945年 5 月， (劉少奇選集) (上)，第366頁。

(帥 前引陳毅: (關於中央十二月會議基本精神的傳達報告)， 1948年 4 月 28 日。謝覺哉1947年

12月 20 日日記也記述過毛澤東所講的同樣內容的話，即:“地主富農在鄉村中所占比例雖

然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大約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為單位計) ......0" (謝覺

哉日記〉下，第1175-1176頁。

(組) 即使按毛澤東自己在江西所做過的尋烏、典國、長岡鄉調查，除尋烏地富達 8%外，其他

均在 4-6%之間。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05 ，

200, 288頁。即使肯定中共這時剖分地主富農的標準沒有偏差，據高魯自 1942-1947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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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一步印證中共高層領導人對基層情況十分隔膜的一個重要例證，就是由劉少奇

提議并經毛澤東批准的土改整黨們箏的發動。如同20年後的“四清"和“文革"時一樣，

中共中央在發現各地土改不盡理想的情況之後，竟致提心到自己的黨員幹部身上，不惜大

批解散地方支部，開除或停止縣區鄉鎮及農村黨員的黨籍，甚至縱容農民中少數“勇敢分

子"對自己的幹部施以暴力，鼓勵農民白發組織權力機關以取代自己建立起來的各級基層

政權組織。這種極端的作法甚至還被引入到軍隊之中，直接威脅到軍隊內部的團結和穩定。

到頭來，他們又不得不進行糾偏，否定自己曾經做過昀這一切。

由上可知，這一切問題的造成，雖然與毛澤東崇尚暴力的革命倫理觀有著密切的關係，

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根源於中共領導人對農村實際及其階級關係狀況的錯誤判斷。

儘管許多學者無論如何難以相信，精明如毛澤東等，如何會犯如此巨大的錯誤，以至於主

事別青jfllJ其中必有陰謀。但是，從筆者對大量史料所做梳理之後呈現出來的歷史過程，我們

還是不能不承認，整個事情的發展變化不僅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與東多兢定的條件和

因素息息相關。其走向普遍暴力化的後果，均未必是中共中央乃至毛澤東預先計劃好的。

對於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這一問題上所起的作用，或可以晉按區的情況為例略作一

點觀察。已知該分局1946年對老區土地情況，包括地富實際占有土地情況，都是有較深入

的調查材料的。僅僅因為受到晉冀魯豫激進作法的提示，分局領導人或者是因為本能地想

要迎合最高領導人的喜好，或者是其內在的階級革命的街動被調動起來，總之，他們明明

知道地富手里已無多少土地，卸不僅否定了此前基層的調查數據，而且在會上反復敲打基

層幹部，逼迫下級造假(帥。結果就出現了張轅夫所說的情況，下面的幹部迫於壓力，只好

報假數字。他們公開講:“反正我有兩個口袋，一邊裝的是羊毛，一邊裝的是豬毛，你要

豬毛有豬毛，你要羊毛有羊毛!"{帥而肩負指導土改運動之責的劉少奇此時又恰好來到晉路，

遠離農民生活的劉少奇明顯地是帶著對此前農村政策，包括對“五四指示"及清算滅租政

策效果的美好印象來到下面的。當他在路上意外地發現老區農民仍舊極度貧困的情況，自

然會對晉經區領導人這時匯報的老區土改極不徹底的種種虛假的數據深信不疑。這也正好

可以說明，為什麼直到來到晉輯之前都還在考慮和平土改方案的劉少奇，此後迅速開始傾

向於暴力土改和清洗基層幹部的作法。劉少奇這時的態度變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毛

晉西、晉絞一些地區村落的調查統計筆記亦可知，該地區除個別縣以外，多數村落地主富

農合計最多可達 6 %，最少僅為 4 %，而且其中地主為數甚少，許多自然村均無地主。

〈高魯日記)，第374， 408, 416, 455-456, 607-608, 706, 763, 767一769 ， 779-791 
頁。

(飽) 關於李井泉明知地富于真沒有多少土地，卸謊報晉級50-70%的土地都在地富于裹的情況，

見〈謝覺哉日記) (下)，第1220頁。

(的張被夫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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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 2 月會議上關於“要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的說法的影響，但聯繫到劉 2 月會議

之後仍舊一再發布有關和平土改方案的指示，可知其進入晉經根據地後，晉緝分局等中層

黨政部門所提供的土改新情況和假數據，起了更為重要和直接的影響。

有必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全國土地會議前後中共土改整黨運動的嚴重“左"傾偏差

很快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糾正，但是，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其實都并沒有從中吸

取到足移深刻的教訓。毛澤東依舊堅持他的地富占人口 8%左右的農村階級分析的理念，

依舊相信土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結果，在1947年間發生過的一切，

到1951年全國範間的土改運動期閒，在許多地方竟叉再度上演了一遍。

當然，最後也必須指出的是，主要發生在1947年間的暴力土改與整黨的嚴重情況，在

中共各個根據地并不是誓遍、全面、平衡發展而毫無差別的。不僅各個根據地開展土改運

動的時閒不同、過程不同、推廣的範間大小不同，而且，不同地區的領導人，包括不同地

區縣區級組織在對運動的把握和對上級指示的領會土，也各有區別。因此，這一暴力浪潮

的危害及影響的範園，在各地也是輕重不同的。同樣在晉經區，右玉縣的土改門爭就沒有

走到極端血腥的程度憫。同樣殘酷血腥，松江省尚志縣元寶鎮的多數農民依舊熱烈響應共

產黨保衛勝利果實的號召，踴躍參軍參戰帥。而與此同時，毛澤東、任臨時等人從1947年

底才開始直接介入對土地改革問題的調查和指導，這使得他們所獲得的信息與劉少奇的明

顯不同。他們這時立足於全局來考慮問題的不同角度，也使他們不能僅僅著眼於各分局報

告上來的有關農村土改情況的真假數據，還必須要高度重視統一戰賤的政策及其對整個戰

爭形勢的影響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他們形成了不同於劉少奇只從土地改革角度認

識問題的一些影勢估計和判斷。這些情況，都使得這一暴力狂潮只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

沒有造成對中共不可挽回的根本性損害。故從總體上看， 1946-1948年的土改運動，帶給

中共的利益仍舊是很大的。不注意到這一點，就無法解釋何以在如此嚴重地傷害了大批根

據地農民和基層幹部的情況下，中共依舊能移動員并整合出那樣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來戰

勝有著各種優勢資源的國民黨的中央軍。只是，此點并非本文分析的內容。

(1的 據1946年10月起在右玉縣政府直接參加土改工作的幹部高魯日記可知，激進土改方針是在

1947年 7 月中旬才布置下來的，但在執行中，在高魯領導的地區雖也一度聽任農民扣押和

打殺地富，但還是堅持了一些既往的政策標準，比如強調留地給地主父母以供養老之用;

注意掌握地富成份下降的情況，避免劃錯門錯;對各村扣押的門爭對象要求仔細檢查，防

止自殺等。參見〈高魯日記}，第700一779頁。

(的見前引〈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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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utonomous sea-nomads, who eventually joined in the Wokou rebellions and 

comprised a sizeable proportion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The ToM GakuM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No. 81 (2007) 258 - 191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Dynamism of Land 
Reformation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1946-1948 

Guisong YANG 

What were the reasons of the "May 4th Instructions" formed in 1946? Why wa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urther considered more moderate policy to buy land to 

solve the land problem after a few months time? Why was Liu Shaoqi suddenly 

turned fierce policy of land reform in April 1947? Why did Mao Zedong which 

insisted that the movement of peasants must break with landowners, interfered with 

Liu Shaoqi for the agrarian reform, will twist the violent land reform movement to 

back the land reform a relatively moderate line in the 1948? This series of dramatic 

policy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apart from the historical memory under the domi

nant ideology of the Party and with the KMT relations at that time, are right or not, 

to a large extent, depends on the true extent of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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