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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對「三反」運動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第一種是以反腐敗為立論

的視角，認為「歷時半年多的『三反』鬥爭的實質，是在執政情況下保持共產黨人

和國家幹部的廉潔，是反腐敗這一長期鬥爭的勝利的初戰」1。另一種是以黨、

工人和資產階級的關係為視角，認為通過「三反」、「五反」運動，改變了中共對

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矛

盾2。這兩種觀點無疑都有其合理性，有利於深化對「三反」運動的研究。而本研

究以江蘇地區為中心，以中共對幹部隊伍的不斷清理為切入點，釐清在「三反」

運動中中共關於通過這一運動純化幹部的種種指示，認為「三反」運動的實質也是

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政治運動，以為「三反」運動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　建國初期幹部隊伍的構成

建國之初的中共幹部隊伍主要由三種人組成：一是老幹部，一般是1949年

之前就已經參加工作，除了一部分地下黨員之外，他們中的多數人已經受到中

共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和考驗，也得到中共的信任，是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幹

部；二是新幹部，一般是在1949年之後參加工作的，隨Ì全國革命的迅速勝

利，需要大量的幹部來承擔各種工作，於是中共就大量地吸收了新幹部，他們

基本上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中共在吸收他們時也進行了審查，但由於時間緊

迫和工作需要，對他們的審查還是不全面的，還沒有達到徹底了解的程度；三

是留用幹部，根據中央「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Ì吃」的政策，在建國之初，對國

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了留用的政策，這些人員一般被稱為「留用人員」。但

是，中共在留用這些人時也是進行了初步的清理，並非全部留用。

1951年3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全國有我黨與非黨幹部共約175萬人左右。其中在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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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幹部約60多萬人，他們大都是經過了審查和考驗的，其中問題較少。1949年

以後參加工作的幹部約70萬人左右，從國民黨政府機關留下來的人員約40萬人

左右，在他們中間還存在Ì很多很複雜的問題3。

以蘇南級直屬機關為例，共有幹部8,913名，其中老幹部2,348名，佔幹部總

數26.3%；留用人員1,271名，佔幹部總數14.3%；新吸收幹部由兩部分構成，一

是組織吸收，有4,662名，佔幹部總數52.3%，一是私人介紹，有632名，佔幹部

總數7.1%，如果把這兩者相加，則有5,294名，佔幹部總數達到59.4%4。這樣的

一種幹部構成狀態不僅僅存在於蘇南，也基本是全國幹部構成的反映。

二　幹部清理持續不斷

中共對幹部隊伍的這種構成狀態相當清楚和了解，所以建國後中共對幹部

隊伍的清理基本就沒有停止。只是由於現實的需要，一時還不能造就大批為中

共所了解和信任的幹部，所以這種清理的規模還處於一種相對較小和隱秘的狀

態。我們從下面的這些批示和文件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1951年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刺殺事

件的通報〉中指出，「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份子混進

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察可疑的份子，聚

集材料。⋯⋯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

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5

3月24日，毛澤東在〈關於同意上海市委鎮反計劃給饒漱石的電報〉中指出，

鎮反包括：「（一）社會上的反革命；（二）隱藏在軍政系統舊人員和新知識份子中

的反革命；（三）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鎮壓這三方面的反革命，當然要有步驟，

不能同時並舉，但是對於黨政軍的某些重要部門特別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時清理，

將可疑份子預作處置，使這些機關掌握在可靠人員手·，則是完全必要的。」6

3月29日，饒漱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對一切家屬被鬥被殺之黨員幹

部及政府工作人員，如其本人在政治上未經過考驗及仍與惡霸家庭繼續保持聯

繫，則應一律調離首腦機關及要害部門，並須進行審查。對政權機關中現已自

動坦白登記的反動黨團特務普通份子，可暫留職考查以便收集更多材料，為進

行全面整風審幹作準備，但必須立即調離首腦機關及要害部門。對區分部以上

的反動黨團特務骨幹份子，雖屬自動坦白、登記，亦應有計劃地採取留職調訓

的辦法，進行一面學習一面審查。對一切隱藏在我黨政軍內部，繼續進行反革

命活動的反動黨團特務份子（不管其為主要或脅從份子），一經發現並獲有確實

證據，即應一律堅決鎮壓。」毛澤東的批示是，「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7

5月21日，中央發出〈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要求「從現在開

始，在今年夏秋兩季，採用整風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機關工作人員普遍

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況，處理一些最突出的問題，提高我們組織的

純潔性」。至於清理的範圍，「應包括各民主黨派和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及財

經文教等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和幹部學校的學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員和新

吸收的知識份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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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在全國範圍內，建國以後中共對幹部的清理工作始終沒有停

止，清理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中，並且也通過整風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整黨運動等形式，初步對幹部進行了清理和考察。

同樣，江蘇地區對幹部的清理工作也始終沒有停止，這種清理主要是集中

在留用人員、新吸收人員和地下黨中。到1951年9月止，蘇南松江地專機關通過

採取送蘇南繼續學習、精簡回家、調離重要崗位、就地撤職等辦法，一共清理

被認為有問題人員356名9。

如前所述，中共也通過鎮壓反革命運動來對幹部進行清理，如中共常州地

委在〈本區關於整理中層的進行情況報告〉中指出bk：

地委、專署直屬機關以及所有在常州市的公營企業，參加鎮反學習的有

2,382人，在鎮反學習前的初步整理材料：國民黨員111人，內有區分部以上

7人；三青團員69人，內有分隊長以上的13人；其他反動黨團4人；偽軍

72人，內有少校1人，連長以上27人；偽政府人員49人；偽憲警18人；地主

惡霸6人；反動會道門20人；叛徒7人；特務23人，內有小組長以上10人；

嫌疑22人；可疑的61人。經學習後，各種數字除原有的數字又增加：國民

黨員60人，三青團員40人，特務10人，反動會道門49人，防諜組2人，復興

社1人，共和黨1人，偽軍6人，偽政府人員3人，嫌疑份子3人，可疑份子

67人，共產黨員自首份子2人。

通過這種清理，中共逐漸地加深了對幹部隊伍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清理

出一部分被中共認為是有政治問題或歷史不清的人員。但是，由於這種清理是

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同時進行的，所以還未能成為工作之中心。並且，這種清理

也是在缺乏大量幹部的情形下進行的，因此，中共對被認為有問題人員的清理

還是較為謹慎的。如果將他們全部清理出去，就需要大量的新幹部進行補充，

但當時沒有這麼多新幹部。所以在「三反」運動之前，中共還沒有對幹部隊伍達

到徹底的認識和了解的程度，各個機關和單位都還存在Ì較多被中共認為有政

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的人員。如在蘇南區常熟市各級機關中就有被認為是不純的

幹部233人，其中外來幹部2人，新吸收幹部95人，留用幹部136人bl。

這種情況對中共來說，是難以滿意的，因為「中共一直把清理內部、純潔組

織看成是一項事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

又視之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事實上，建國後，在黨、軍隊和國

家機關進行清理本身，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bm。而隨後進行的「三反」

運動，則基本上達到了中共徹底了解幹部、清理組織的要求。

三　「三反」運動的目的是徹底清理幹部

1951年12月1日，中共正式發動「三反」運動，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運動的實

質也是一場徹底清理幹部的運動。通過對資料的仔細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中共

中央對「三反」運動的這一目的有Ì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指示。12月14日，毛澤東

在〈中共中南局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的批語〉中明確指出，「這場運動〔『三反』

運動〕實際上就是審幹、整黨運動的開始和過去清理『中層』的繼續深入」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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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3日，中央在〈關於「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中指

出，「『三反』運動又是了解幹部，教育幹部的一種最好的辦法。各級黨委、政

府、群眾團體和部隊的領導機關，在『三反』鬥爭中，應該對所屬幹部作一次深

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須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貪污蛻化份子

出黨，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份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沓、

毫不稱職的份子的領導職務」bo。

3月，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通報情況時說的一段話，言簡意賅地指出了「三

反」運動的目的就是清理幹部隊伍，他說bp：

審視出現的形勢，黨中央採取了清理黨的隊伍的堅決措施。所有犯有貪

污、腐化、官僚主義罪行的人，都被我們清除出黨。如果必要，我們還不

就此罷休。我們把所有這些人清除出黨，用忠誠可靠的人加強黨的隊伍，

用來自工人階級、貧苦農民一方的積極份子和生產突擊手補充黨的隊伍。

我們把嚴重腐敗份子、貪污盜竊份子送上法庭，關入勞改營，投入監獄，

而查明的罪大惡極份子則被槍斃。隨à這一運動同時還查明，解放戰爭時

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

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份子等人

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所以他們一同民族資產

階級接觸便產生了共同語言，走上了同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合作的道路。

而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的指示也印證了「三反」運動的這一目的。1952年1月

26日，蘇南區黨委組織部在通知中指出，「通過『三反』運動來了解黨員、幹部情

況，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和良好的方法，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抓緊進行這項工

作，為此，特做如下規定，第一，每一個參加『三反』運動的黨員和幹部，均須

在運動結束前，根據這次檢查的內容，寫成『三反』自我檢查，由組織考察了

解；第二，各級黨委組織部門與政府人事部門，應有計劃地將幹部在『三反』運

動中所作的自我檢查報告、大會或小組意見的記錄、支部及小組意見以及其他

有關『三反』的材料，進行收集研究，可作為了解幹部的重要參考材料」bq。

此外，蘇南人民行政公署也要求，「結合『三反』『五反』運動，進一步審查機

要人員」。經驗證明，「由於部分機關，尤其財經部門部分工作人員不純，使資

產階級有空可鑽，大膽竊取國家機密，使國家遭受了損失。因此，各機關應結

合『三反』『五反』運動，對接觸機密的幹部進行一次徹底查清，作出結論，凡歷

史複雜、『三反』中有嚴重問題者，均應堅決調換。對問題未搞清者，均應迅速

徹底查清，作出結論，適當處理。」br

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認為，在「三反」思想建設階段，主要清理壞份子，搞

清幾種人：第一種人，「包括（1）資產階級出身、地主出身，仍保持原思想作風

或有發展的，也包括過去歷史關節未交代或不徹底而行動表現很壞的。（2）弄清

屬於思想意識的毛病，權位、興趣、不團結，有的是水平低，有的不是水平低

即一貫如此的，應有區別。並將其中典型，作為大會上思想鬥爭的對象，對壞

的，應作適當處分。（3）教育工作消極，地位也高，不負責任，應在批判後，撤

下來。」第二種人，「行政部門較多留用的、新吸收的、派進來的，品質惡劣

的，沒能力的應整掉，提出名單，且要發動群眾把他整掉。」第三種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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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女兒，一種改了的，一種規矩的，一種腐化了我們幹部的，後者要狠狠

的整，務必要整掉，名單應心中有數，拿出預算。」bs

3月12日，蘇北區委發出〈關於三反與整黨相結合的通知〉，要求「在三反運

動中必須將幹部所有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以及商人坦白有關幹部的材料，有計

劃的加以搜集和保存，在這一運動告一段落時，應組織一些力量分別加以整

理，存檔備查。這是整黨和了解幹部最好的材料」bt。

在「三反」運動過程中，中共對幹部的政治面目和歷史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

解和認識，如南京市稅務局幹部就在「三反」運動中暴露了許多問題。在「三反」

運動中，南京市稅務局共有779名幹部參加了「三反」運動，暴露問題總人數為

92人。暴露問題的性質有資產階級份子、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地主、

特務和隱瞞歷史等多種情況。這種情況說明了通過「三反」運動，中共加深了對

南京市稅務局幹部的了解ck。

既然在「三反」運動中發現這麼多有問題的幹部，那麼下一步就是要進行清

理和處分。下面以蘇南區級機關幹部的處分情況為例，詳見表1。

對於中共而言，在「三反」運動後期，隨Ì如此多的幹部被清理，迫在眉睫

的任務是要大量提拔吸收新幹部來彌補幹部數量的不足，以免對正常工作產生

較大的影響。為此，中共蘇南區黨委就幾次發出指示，要求「必須有革命的精

神，大膽地大量地提拔幹部，要在現有『三反』基礎上提拔一些『三反』中湧現

出來的優秀的積極份子。這是解決幹部缺乏問題的基本辦法」cl。

在「三反」運動中，蘇南區級機關提拔吸收新幹部情況如下：第一，蘇南區

級機關原有幹部8,913名，新提拔吸收幹部429名，其中主要集中在財經和企業

系統，兩者之和為341名，佔提拔吸收幹部總數的79.49%，主要原因是由於在

「三反」運動中，貪污份子和被撤職法辦份子主要集中在這兩個系統之中，所以

　　　　　　　　表1　蘇南區級機關幹部撤職降職及清洗法辦統計表 單位：人

黨務 群工 政法 財經 文教 企業 總計 百分比

項目 系統 系統 系統 系統 系統 系統 （%）

「三反」前幹部總數 668 446 1,000 2,714 579 3,506 8,913 －

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數 26 24 61 126 18 172 427 －

佔各系統幹部數百分比（%） 3.89 5.38 6.1 4.64 3.11 4.91 4.79 －

政治　共產黨員 17 6 39 23 8 36 129 30.21

情況　青年團員 0 5 0 3 5 11 24 5.62

　　　群眾 9 13 22 100 5 125 274 64.17

來源　老幹部 20 6 46 29 9 45 155 36.3

　　　新吸收 3 18 12 31 8 84 156 36.53

　　　留用 3 0 3 66 1 43 116 27.17

原因　貪污 23 23 51 91 17 145 350 81.97

　　　政治、歷史問題 2 0 6 16 0 4 28 6.56

　　　品質惡劣、右傾 1 1 4 19 1 23 49 11.48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三反前後人事工作情況匯報〉，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70，長期，案卷號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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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其所需要補充的幹部數量也就較多。第二，從提拔吸收新幹部的政治情況看，

計有黨員173名、青年團員113名和青年143名，分別佔到提拔吸收幹部總數的

40.33%、26.34%和33.33%。第三，從提拔吸收新幹部的來源看，老幹部176名、

新吸收幹部202名和留用人員51名，分別佔到提拔幹部總數的41.03%、47.09%和

11.89%cm。

雖然，我們無法對這些新提拔幹部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但由於在提拔時秉

承的是「大量提拔在『三反』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的原則，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

這些被提拔的幹部基本上是對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同感、能積極貫徹中共的要

求參加「三反」運動的人員；用這些人員來取代原有的在「三反」運動中出現問題

或者是不積極參加運動的人員，或者是中共不甚了解的幹部，無疑會極大地促

進中共對幹部隊伍的整合，增強了幹部對中共和新政權的認同感。

在「三反」運動之後，雖然中共在某些部門用「三反」運動中湧現的積極份子

來取代之前不太了解或者有嫌疑的幹部，但由於還沒有大量的幹部來補充這些

被處分幹部離開後所留下的空缺，中共在對這些部門的幹部進行清理時還是採

取緩進的方針，即先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這種調整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如

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在「三反」後調配幹部時就遵循了這樣的原則cn：

第一，將政治品質優秀的忠誠可靠有培養前途的幹部，即使業務能力低也

大膽放手調配到各級領導地位上，作為各級組織的核心，在實際工作中加

以培養提高，這些幹部調配到新的崗位上是會感到不夠熟悉，但這是暫時

的，不足為懼的，尤其他們總比那些表面上掛à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實際

上是資產階級的堡壘要好得多。第二，對於重要的要害部門和分散獨立有

全面業務性質的單位，要特別加強骨幹幹部的調配，同時在重要的要害部

門中的一般幹部，也要做到適當的調整，以保證我們要害部門的絕對純潔

和組織上的健康。第三，在一般部門中，也須保持一定數量的骨幹幹部，

便於掌握。第四，對繼續留用的貪污份子，均分散調配在能夠控制的一般

部門和次要的工作崗位上，使他們無法做破壞勾當。第五，在重要和業務

性較強的部門，現有幹部不可靠，無適當幹部代替原幹部，則暫不調出，

另配備骨幹前去學習，待經過一定時期後，再行調整。

四　結論

通過以上的æ述，我們能夠看出以下四點：第一，在江蘇「三反」運動中，

幾乎每一個幹部都要參加「三反」運動，並且發現貪污份子數將近佔到幹部總人

數的40%co，這也證明了運動的深度和廣度。在運動中，許多幹部的政治問題和

歷史問題紛紛得以暴露，加強了中共對幹部的認識和了解。第二，在「三反」運

動中，確實有一些幹部被清理，清理的形式包括撤職、降職、清洗和法辦等，

這些幹部既包括黨員老幹部，也包括一些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但主要集中

在後兩種人中。第三，中共通過「三反」運動還造就了大批積極份子，他們基本

上都對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同的態度，就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

1965）》中所說的，「運動本身也造就了大批對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持明顯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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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是「大量提拔在

『三反』運動中的積極

份子」的原則，所以有

理由認為，這些被提

拔的幹部基本上是對

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

同感、能積極貫徹中

共的要求參加「三反」

運動的人員。



「三反」運動中 65
幹部隊伍的清理

態度的新幹部」cp。而中共正是用這些積極份子來取代之前不太了解或者是歷史

不清的幹部，以達到對幹部隊伍整合和清理的目的。第四，從這種意義上而

言，「三反」運動是建國之後中共發動的第一次完全針對幹部的政治運動，也是

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運動；從結果來看，中共也基本上實現了清理一部分

幹部、補充一部分幹部和調整一部分幹部的目標。但是，對中共這樣對自身的

純潔高度重視的政黨來說，這樣的清理是不會停止的。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

清理對於中共自身的鞏固和新政權的鞏固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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