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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

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簡稱「高幹會」），無論是會期還是規模，在

中共的歷史上都無前例。不過，如此重要的會議卻被更為宏闊的整風運動所掩

蓋，學界對其關注亦較少，而本次會議涉及的反特、審幹的內容又常常被過於突

出強調。本文基於豐富的史料，着力發掘這次會議台前幕後的諸多細節，盡可能

全面地呈現會議內容，並側重從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次會

議，希冀能豐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認識及糾補某些偏見和缺漏。本文認為，高幹

會的組織籌備和議程設置、特別是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處理，某程度上體現了一種

健康正常的組織文化，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高幹會是一次在解決黨內分歧和形

成共識方面具有典範意義的會議，而這也正表明延安整風的實際面相遠不止是審

幹、肅反。

關鍵詞：西北局高級幹部會　組織文化　延安整風　陝甘寧邊區　陝北肅反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又稱「陝甘寧邊區高幹

會」，以下簡稱「高幹會」）在延安開幕，至1943年1月14日閉幕。這次會議歷

時88天；除去節假日和因故休會，實際開了65天，會期之長史無前例。這次

會議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一般被視為延安整風運動

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由於與會者不僅有西北局縣團級以上幹部，還有一大

批來自其他地區以及當時在延安學習的高級黨政軍幹部，特別是大部分在延

安的中央領導人均出席了會議，因此這次會議的地域意義遠遠超出陝甘寧邊

區。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世的眼光來看，這都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

西北局高幹會：
延安整風中的民主作風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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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組織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高幹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毛澤東所

說：「邊區高幹會（黨政軍民三百餘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歷史、當

前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圓滿解決，

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1有論者甚至認為高幹會是「延安整風整頓黨風階

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2。不過，在史學研究中，如此重要的會議卻被更為宏

闊的延安整風所掩蓋。在有關延安整風的論述中，一般都會提及此次高幹

會，但以高幹會為核心論題的研究較少。即便是對這次會議的專題研究，總

體來說也較為薄弱，或許由於史料不足等種種原因，相關記述主要依靠一些

零星的回憶錄以及各種文件中的夾帶性描述3。此外，在論及這次會議時，

很多記述的重心也有所偏向。例如，高華在其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

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中多有提及此次高幹會，但其主要着墨點在於本

次會議與反特、審幹相關的內容，以至於被呈現出來的會議面貌近乎於一個

預先設計好的審幹搶救運動的發動會4。筆者認為，這是有失偏頗的。本文

將基於更為豐富的材料，以呈現會議的更多細節，着力於從組織程序和議事

方式的角度揭示會議的進程。本文認為，雖然此次會議後不久整風運動即進

入了殘酷的審幹階段，但並不能按着後來的情形倒推高幹會，尤其不能片面

擷取和放大會議中的相關內容用以滿足論述需要。事實上，如同這次會議內

容和議題之豐富一樣，延安整風也遠不止是審幹、肅反這樣的單一面相。

一　會前：中央直接領導籌備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整風運動按中

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中央黨校、不包括軍事院校的各學校

及陝甘寧邊區五個系統分頭進行，並確定了各個系統的指導者，其中陝甘寧

邊區系統由任弼時和高崗負責5。為了統一整個西北地區的領導權，早在

1941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

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簡稱「西北局」），委託任弼時、陳

雲商定西北局成員名單，同時決定中共陝西省委劃歸西北局領導。之後，中

央書記處行文通知：西北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蕭

勁光、陳正人為委員，高崗為書記6。自此，西北局正式成為黨中央在陝甘

寧邊區的代表機關。

1942年4月14日，西北局會議宣布陝甘寧邊區總學委正式成立，並決定

邊區政府各個子系統內整風運動的負責人。會議規定從4月20日開始，用三

個月時間研究中宣部指定的二十二個整風學習文件7。8月22日，中央政治局

會議提議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西北局的黨、政、軍工作，王稼祥負責軍隊

編制工作，準備在10月中旬召開由黨政軍幹部參加的西北局高幹會，以整

黨、整財、整政、整軍、整黨政軍民關係等「五整」為主要議題，以實現「整頓

三風」、「精兵簡政」兩個目標8。一周後，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於10月5日召

開西北局高幹會，地方縣委書記以上、軍隊團以上幹部參加。這次會議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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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定《解放日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同時也是西北局的機關報9。之所以決定

召開主要由高級幹部參加的這個會議，是因為毛澤東特別重視高級幹部的示

範作用，他指出：「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主要

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

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bk

9月1日，西北局發出〈中共西北局於十月五日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重要通

知〉，〈通知〉包含議事內容、與會者、會期及注意事項等四個方面的內容。與

前述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對照可以發現，議事內容與前者非常接近，但也略有

變化和有更加具體的說明：增加了「統一黨政軍民領導問題」一項；關於與會

者的規定更明確，即：黨的系統為縣委書記及分委特委省委書記，政府系統

為黨員縣長及專員副專員，軍事系統為團長團政委及旅長旅政委，並特別說

明如旅長不能來則副旅長來，政委不能來則旅政治部主任來；會期預定為

二十天。〈通知〉要求與會者必須於10月3日到達延安，並提示與會者提前準

備材料與意見bl。

不過，會議並沒有按時開幕，而是延後了十多天。這期間相關的準備工

作還在緊張進行，10月9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又討論了高幹會的相關問

題，決定各種決議草案，可先經高幹會討論，於會議結束前提到中央討論，

再交高幹會最後通過。工作會議還就統一財經委員會實際工作的領導，向西

北局作出了新的人事提議。同時，會議批准調李維漢到邊區政府工作，並出

任西北局委員bm。關於財經工作，在9月初至10月上旬這段時間，任弼時和

李富春、賀龍等出席財經委員會的會議，討論了邊區公營商業、工業、金

融、貿易等問題，形成了財政經濟工作大綱bn。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再次

召開工作會議，決定組織一個清算黨的過去歷史的委員會，毛澤東、王稼

祥、任弼時、康生、彭真參加，以毛澤東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同時，

工作會議決定組織另一個委員會，負責審查過去被打擊的幹部，陳雲、高

崗、譚政、陳正人、彭真參加，以陳雲為首bo。西北局則分別於10月6日和

15日兩次召開常委會，討論研究高幹會的準備工作，決定了高幹會召開的時

間、參加人數、會議程序、議事內容及向大會提交的主席團名單。據此推

測，高幹會之所以延期，一個重要原因是會議的準備工作未能在預定時間前

完成。前述10月9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高幹會的各種決議草案先提交給

會議討論，在會議結束前再提到中央討論，即表明中央還來不及進行成熟討

論和形成各種決議草案，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本次會議所要涉及的問

題太多。這一點在會議進行過程中也得到了體現，毛澤東的書面報告《經濟問

題與財政問題》在會議進行了一個多月時還在緊張撰寫中，到會議結束時，原

計劃的稅收、節約等內容仍未來得及寫出bp。

除了直接的會議準備工作，高幹會會前各部門還組織了相應的調查研

究。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召開了一次西北局各地縣組織的工作座談會，中

共中央派任弼時、陳雲等及中央政研室王若飛、王鶴壽等參加會議，對西北

局幹部隊伍、黨的建設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分析bq。西北局宣傳部在固臨縣農

村進行典型調查後編印了《固臨調查》一書；林伯渠視察了鄜縣、甘泉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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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青委和婦委也到綏德、米脂地區調查，搜集了不少第一手材料，編印了

《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中央軍委與留守兵團組成的考察團分五路到各部隊

進行調查研究，賀龍召集旅團領導人座談了整軍問題；等等。可以說，高幹

會的籌備過程也是一次對邊區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過程，這為會議討論及形

成各種草案和決議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隨高崗前往綏德、米脂調查的

時為西北局邊區問題研究室工作人員的于光遠稱，他所在的研究室對於高幹

會上要討論的經濟問題即負有搜集資料和提出看法的任務br。

毛澤東很關心高幹會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並強調要向工作一線的、有

實際經驗的人徵集材料和意見。譬如，關於財經工作文件的起草，毛早於

1941年8月19日就寫信給陳正人bs：

我要朱理治寫了一報告書，很有些價值，⋯⋯請向他索一份，以作你們

起草財經綱領的參考。在起草此文件前，請與南漢宸，高自立，葉季

壯，朱理治及糧食局貿易局諸人加以研討，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

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方更準確。

邊區參議會和西北局機關都在延安南區，和中央機關所在地楊家嶺南北

相距約十華里，中間隔着延河。為了方便指導這次大會，會議期間，時任中

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和他的政治秘書師哲一起住在西北局機關「蹲」會，這

也反映出中央對這次會議的高度重視。

二　會中：三大問題的解決

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幹會在延安鳳凰山麓的邊區參議會大禮堂開

幕。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陝甘寧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

學各系統負責幹部97人，分區黨、政及軍隊旅一級的負責幹部52人，縣級

黨、政及軍隊團一級的負責幹部117人。在開會期間，延安中央高級學習組的

全體成員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二部學員也都到會旁聽。中央黨校一部學

員中有相當部分是各地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於

七大一再延期，黨中央決定將他們集中到中央黨校學習）。在高幹會開幕、閉

幕和討論邊區經濟財政問題時，政府和財經機關的黨外負責人、技術幹部也

被邀請與會bt。

大會開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選舉高崗、林伯渠、賀龍、謝覺哉、陳正

人、徐向前、蕭勁光、賈拓夫、方強九人為大會主席團，賈拓夫為秘書長。

高崗致開幕詞，說明了這次高幹會的重要意義及其任務。毛澤東在開幕式上

作了講話，算是為本次大會奠定基調。他說，這次開會是要大檢查、大整

頓，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其中尤其是統

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針對有人說進行黨內鬥爭是不合乎中國習

慣的，毛回應說，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這就包含着鬥爭，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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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保留，壞的整掉ck。遵照毛的指導，高幹會先由各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報

告，然後與會者半天閱讀文件材料，半天進行小會或大會討論，逐項進行。

10月21至22日，陳正人向大會作了〈關於整黨整風問題的報告〉，〈報告〉

闡述了整黨的目的和原則以及整黨草案的產生過程，同時還論及黨員政策、

支部建設、幹部政策、新區同邊區工作問題等較為具體的七個問題cl。在隨

後的幾日，各小組圍繞整黨問題，結合陳正人的報告，進行分組討論。大家

討論的主要是組織工作方面的具體問題，甚至在一些瑣碎的問題上爭論不

休，如模範黨員的標準、黨內十種「壞份子」的比例等。另外，批評與自我批

評也沒有展開。這些顯然與毛澤東「大檢查」、「大整頓」的要求不符。對此，

毛指示會議主席團改變方針，從「細小末微」的具體問題，轉到集中火力檢討

黨內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傾向，特別是自由主義和同黨鬧獨立性的問題cm。關

於陳正人的整黨報告，在討論期間，毛也曾致信陳cn：

整黨鉛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問題，康生同志在看過後有些值

得考慮的不同意見，提議在討論後暫不作結論，接着討論其他問題。結

論可以在閉會前作，而在作結論前中央可以討論一下。請與任（弼時）、

高（崗）商量酌定為盼！

以後來的情況來看，這裏的「不同意見」很可能就是康生認為陳的報告太過一

般化，沒有觸及不良作風觀念及其思想根源等深層次的問題。

（一）陝北肅反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高崗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要清算邊區黨在中共中央未

到陝北以前和內戰後期歷史上的有爭議問題，並以自我批評精神來檢討歷史

和現狀。於是，大會主席團決定改變會議的進行方針，停止關於整黨問題的

瑣碎討論，把整黨、整政、整軍、整關係結合起來討論，集中力量檢討邊區

黨內的思想傾向問題co。接着，11月4至5日，林伯渠向大會報告了整政問

題，賀龍報告了整軍問題，高崗報告了整關係問題。

由於觸及到1935年秋「陝北肅反」等重大歷史問題，與會者的積極性被調

動起來，幾百人立即投入到熱烈的討論中去，特別是那些曾經受到錯誤對待

的幹部紛紛發言，強烈要求中央徹查。為了配合討論，會議還摘要翻印了代

表當時錯誤路線的部分文件。邊區黨最有威信的老幹部張秀山、習仲勛、馬

文瑞、張邦英、劉景範、賀晉年等人以及其他許多一貫擁護該正確路線者，

相繼講話，舉出種種例證，來證明當時左傾路線怎樣危害了革命的工作，危

害了黨內團結和黨與群眾關係，要求犯錯誤者承認錯誤；過去曾站在錯誤路

線方面但已經覺悟者，也一面進行自我批評，一面要求還沒有完全覺悟者趕

快覺悟cp。

作為「肅反」的主要責任者，朱理治和郭洪濤成了被批判的焦點cq。據于

光遠回憶，在大會上首先對朱、郭發難的是時任綏德地委書記張秀山，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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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在陝北根據地的開闢者相繼發言，以親身的經歷說明朱、郭等執行的是

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路線；同時，他們也闡明以劉志丹、高崗為代表的路線

的正確性，而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下，路線正確者險被鎮壓cr。也就是說，張

的發言將對朱、郭關於「肅反」的質詢和批判引向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相

較陳正人的報告，會議主題明顯得到了昇華。張後來在自傳中也提到，「會上

我的兩次發言引起震動。中央黨校的年輕同志聽後說：在敵後，我們只知道

對敵鬥爭殘酷，沒有想到黨內的路線鬥爭也是這麼複雜嚴重，整黨整風真是

很有必要。」cs張秀山憶述稱彭真和任弼時也高度評價了他的發言，其中彭真

認為其發言「有事實，有根據，有理論，以理服人，是一個教育幹部分清路線

是非的好教材」ct。後來《解放日報》刊發張秀山的〈高幹會雜記〉一文dk，可

能與他的發言受到廣泛讚譽有關，因為這是該報刊發的唯一一篇個人名義下

的會議雜記，且篇幅較大。

11月17至18日，高崗作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在結論中將

邊區黨歷史上的爭論定性為路線鬥爭，確認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朱、

郭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dl。高崗的報告經胡喬木、賈拓夫整理，再

經討論和修改，最後由黨中央批准，將這個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

一，要求邊區各級黨組織全體幹部和黨員進行深入研究與討論。於此，邊區

黨的歷史問題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定性。

從11月5至20日，先後有四十六人在大會上發言，其中有的人不止一次

發言，且發言時間大都較長，達兩三個小時，這也是整個高幹會會期如此之

長的原因之一dm。而對於郭洪濤、朱理治等人的發言，則伴隨着不斷的質

詢、喊聲，甚至哄笑聲dn。據當時負責中共中央保衞工作的陝甘寧晉綏聯防

軍團長劉懋功回憶，一位被批判者不得不在大會上多次做檢討，但他的認錯

態度仍然不好，有一次連毛澤東都氣得在台下站起來嚴厲斥責他，這個人站

在台上低着頭不敢吭氣do。劉沒有點名，但根據合理推測，此人不是朱理

治，就是郭洪濤。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會場上的緊張氣氛。《任弼時傳》

描述說：「在緊張而有秩序的討論中，有好幾次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八時。儘管

立冬以後，西北高原氣溫已很低，但會議始終保持着熱烈的氣氛。」dp

不過，會議也並非一直這麼緊張。會議期間，八一劇團應邀在陝甘寧邊

區政府參議會大禮堂演出。首場演出《民族魂》，接着是《石達開》和《三滴

血》。據參演者回憶，演出結束後，林伯渠、謝覺哉等領導接見了他們，熱情

稱讚說：「你們的三本戲內容好，一本是宣傳抗日，一本是反對分裂主義，一

本是反對教條主義，緊密配合了黨的整風學習。」dq

（二）毛澤東的報告

隨着關於邊區黨歷史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毛澤東適時而作的報告成了

新的核心議題。11月21、23兩日，毛結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逐條講解

被其視為「我們全黨的聖經」的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dr。毛在這個

時間點做這個報告，顯然是用心安排的。早在11月1日，賈拓夫就去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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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何時在高幹會議講解「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次日覆信說：「大約可在十號

左右講，那時再商量確定日子。請你將布化十二條及結束語第四第五條按聽

眾之數鉛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發與他們研究。十二條譯文要用最近一次師

哲譯出的，請注意。」ds可見，這次報告是早就打算好要做，只待合適的時

機。而高幹會進行到此，熱烈討論的氛圍已經形成，關於歷史問題也進行了

系統的清算，是非正誤有了公斷，為此次整風會議向更高層次推進奠定了基

礎。于光遠回憶說，這是他聽到的毛澤東最長的一次演講，一共講了三四個

半天，每次足足講了四個多小時，一共講了十三四個小時，「十二條一條一條

地講，既對斯大林每一條本意作了詳細的講解，又聯繫實際充分地發揮，講

得極生動。我聽了也覺得過癮。」dt

無論是從當時的出發點還是從實際效果來看，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

維克化應該說是整風運動的核心任務。在講演中，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經

過21年的鬥爭，可說是布爾什維克黨」，但若以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衡量，

則「我們現在還差，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ek。要完全布爾

什維克化，則必須做到領導一元化，反對鬧獨立性，反對自由主義，對黨員

而言則是要求增強黨性。關於這一點，毛在看了彭德懷1943年6月在中共中

央北方局黨校地委幹部整風學習會上作的〈關於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十二條〉發言的記錄稿後，在「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為國會選舉機構的附

屬物⋯⋯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這句話旁批註：「黨是

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工會、合作社、軍隊、政府（與其他階級聯合的）、國

會黨團等階級聯合的一切形式，均須受黨的領導。中國黨是照這一條建立

的，但在黨員中認識不很深刻。」el毛這裏所提到的「認識不很深刻」的一個典

型表現是，當時有些人將黨政軍民平列起來看待，甚至在有些地方，軍隊凌

駕於黨委之上。針對這一點，高幹會作出的相應決定是「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

工作，都統一於以高崗同志為首的西北局，分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

一於黨的地委會」em。這也表明，使全黨明確認識黨是無產階級一切組織最高

形式這個原則，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其中高幹會上毛的報告顯然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義。

在毛澤東報告之後，從11月24到12月5日，大會結合陳正人、林伯渠、

賀龍、高崗等人先後做的整黨、整政、整軍、整關係等報告，集中檢討當時

黨內的思想傾向問題。12月6日至13日，大會休會，黨、政、軍三個系統分

別召開地委、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專員、縣長聯席會議，軍政幹部會議，根

據大會精神檢討各自部門的工作。12月16日，大會請康生做了關於鋤奸問題

的報告，19日請葉劍英報告了華北抗日鬥爭的情況。

（三）今後工作問題

12月20日開始，高幹會轉入對今後工作問題的討論，從思想上着重於解

決兩個問題：其一，確定邊區黨今後的中心任務；其二，黨的領導如何適應

今後的任務而轉變。討論的底本是毛澤東為大會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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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賀龍口頭傳達書面報告。毛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心的或者第一位

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來說，就大多數同志說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

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而有意義。」en謝覺哉在日記

中數次很簡略地記述了高幹會的相關情況，其中提到最多的是這個小冊子及

財經問題，充分體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特別關注eo。會議討論的目標就是將

大家的思想統一到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上來。為了進一步突出經濟工作的重

要性，會議特於閉幕前就近年來領導經濟建設「成績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

眾中有信仰」的幹部中選拔王震等二十二人予以隆重獎勵。毛為獲獎者逐一題

字留念，會後《解放日報》在頭版發布消息，介紹受獎者事迹，還配有其素描

畫像，並配發社論〈向領導經濟建設受獎同志學習〉ep。

之所以在一次以整風為主題的大會上，將經濟工作擺到如此重要的位

置，基本原因在於此時邊區處於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自1939年國民黨

五屆五中全會後，國共之間摩擦增多，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則是摩擦嚴重激

化的表現，並且自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不僅停發八路軍所有軍餉，還開始對陝

甘寧邊區進行嚴厲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此外，有數個原屬邊區的縣份被

國民黨先後佔領，邊區地盤不斷縮小，人口也在減少。如毛澤東在《經濟問題

與財政問題》中所言：「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及1941年，兩次反共摩

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

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國民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

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eq由此，此次高幹

會提出將「發展經濟，保障供給」er作為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並指出

在會後將要進行「嚴格的精兵簡政」，「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或局部的」es。

1943年1月後，高幹會進入總結階段。彭真、劉少奇、任弼時先後作了

領導問題的報告。1月13、14兩日，高崗作了大會的總結報告。他將西北近

二十年的政治社會歷史和邊區黨的歷史進行了簡要回顧，對於過去的爭論為

何是路線的爭論，錯誤的路線如何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等會議所涉問題

進行了再次闡發，並告誡知識份子要自覺與下層人民、與槍桿子結合，以免

重蹈主觀主義覆轍et。高崗講畢，即由毛澤東、朱德、李鼎銘相繼致詞，最

後由林伯渠致閉幕詞，大會至此結束。

從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歷時近三個月的高幹會實際上解決了三大問

題：清算邊區黨的歷史；統一對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認識；確定今後的中心工

作任務。這三大問題雖然性質各不相同，但都統一在這樣的脈絡中：通過解

決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應對邊區當時的困難及未來的發展

上去。

三　會後：各方評價積極

儘管在會議過程中唇槍舌劍、激烈交鋒，甚至不乏面紅耳赤，但高幹會

的結果卻讓大家普遍感到滿意。高幹會結束時已到農曆臘月初十，年味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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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濃，1943年2月5日正月初一，欣逢立春，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爆竹、年

畫、紅燈比去年熱鬧，表現民生已比前富裕。黨政機關人員相互拜年。陽曆

團拜，帶點強制意。古曆元旦沒人約會，自然地互相道賀。」fk輕鬆愉悅的心

情和氛圍溢於言表。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接見從前方到延安學習的軍事幹部

時說的一番話，可能道出了其中的緣由：「你們當旅長、團長的同志，在整風

中不要怕丟臉。下級對你們有意見，讓他們統統講出來，他們窩在心裏的怨

氣全吐出來，心情就舒暢了。你們再把架子放下來，如實地向群眾檢討反省

一番，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就改善了，內部就更加團結了。」時任晉西北軍區第

三軍分區司令員、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的一席話，使我

們心中豁亮了。」fl劉懋功回憶說自己是直性子，憋不住話，就公開向他的頂

頭上司——警一旅旅長兼關中警備司令員〔似為文年生〕提出批評，認為他對

部隊防區劃分等方面不公平。劉說他的意見提得比較直率，措詞也比較尖

銳，任弼時聽得很專注，並且一直在本子上記錄。當天的會議簡報還把他的

這個發言刊登了fm。平心而論，劉所提的意見難說與「不正之風」相關，更多

的還真是「怨氣」，但發出來了，他的氣也就順了，也就能以更好的精神狀態

投入到工作中去。師哲在憶述中也稱會議「批判了錯誤的做法，統一了認識，

給受委屈的同志順了氣」fn。

高幹會閉幕後的主要工作是傳達和落實會議精神。1月29日，西北局邀

請黨外人士座談，由賈拓夫、謝覺哉出面，向李鼎銘、柳湜、賀連城、霍子

樂等通報高幹會經過及內容，並聽取大家的批評與意見。李等聽後都很振

奮，一致表示願與共產黨關係更親密，希望以後凡非中共黨內問題，都應事

先與他們商談，同時對過去向他們談得不夠表示了某些意見fo。毛澤東很快

積極回應了李等的意見fp。高幹會開過以後，各縣都召開了幹部會議，傳達

高幹會的主要內容，並以高幹會的精神檢討工作、布置工作。4月8日的《解放

日報》就集中報導了安塞、鄜縣、志丹等縣的會議情況，5月5日又集中報導

了固臨、延川、延長、赤水、子長、鎮原等地的會議情況。總的來看，各地

的會議都開得比較長，少則六天，多則十幾天fq。

同年1月31日，《解放日報》頭版整版刊發高幹會的消息，並配有高崗、

陳正人、林伯渠、賀龍等四人的素描畫像。這是會議首次向外公開。消息引

用高崗的話，說這是「邊區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會議，這是一個學校」，與會

同志普遍認為這次大會「不但大大解決了實際問題，並且大大的勝過在學校住

兩年」fr。賈拓夫向記者詳談了高幹會的經過與收穫，簡單講是「歷時三個月

解決了三個大問題」。報導還特別提到主席團為幫助大家研究，將代表當時錯

誤路線的文件摘要翻印，與會者拿整風文件同這些文件對照來看，是非功

罪，倍覺明顯fs。張秀山也表達了類似的體會，他說：「開完了高幹會，我感

覺自己是真正被提高了一步。尤其寶貴的，是會議的全部工作，以活生生的

榜樣，告訴了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ft

這種通過會議教育、訓練幹部的方式在後來顯然得到了延續和進一步發

揮。例如1945年晉冀豫區武委會在關於培養幹部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哪怕是

能力稍差，也應大膽提拔起來，不應過於顧慮能力太弱等就不敢大膽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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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可不斷採取開會方式進行短時期的訓練。」gk此外，高幹會上批評的自

由主義作風也有了改變，安塞縣的會議中間恰逢過舊曆年節，大會休會三

天，主席團通知回家過年的同志，三天就來，正月初二大家真的就來了。而

在過去有些同志回家過年，一直過了十五還不肯來gl。

3月4日，《解放日報》頭版發布了社論〈高幹會與整風運動〉，系統總結了

高幹會成功召開的經驗。社論認為，要貫徹整風運動首先必須把它與實際結

合，整風一旦脫離實際，就成為無的放矢，就不會得到任何的收穫；要貫徹

整風運動，必須正確運用黨內民主，充分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要貫徹整風

運動，對於黨內黨外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必須着重於思想檢討；要貫徹整

風運動，必須倡導布爾什維克所特有的那種學習精神，這次高幹會就是一個

集體學習集體創作的大會，就是一個學校gm。社論中提到高幹會是「集體學

習」、「集體創作」的大會，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這是一般的會議所不具

備的功能。

四　組織程序與議事方式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整風運動分地區分系統進行，而西北局高幹會如

毛澤東所說是「整風學習的考試」gn，也如任弼時所說是「一次黨性測驗的大

會」go。之所以首先選定西北局來進行整風學習的「考試」和「測驗」，是緣於

該局的特殊地位。李維漢稱毛曾和他說「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gp；任弼時說

得更明確gq：

陝甘寧邊區是唯一的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而到今天還保存着的區域，是經

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兩個階段而且有鞏固的黨的區域。同時，它又

是黨中央所在地的區域。因此陝甘寧邊區是有它特殊的地位的。⋯⋯這

個區域裏的一切重要設施，對於其他根據地有一種先導的模範的作用，

要為其他根據地所效法。

從整風運動的全域來說，西北局顯然是最為合適的切入口。實際上，參加本

次會議的除了西北局的高級幹部，當時在延安的中央幹部也大多出席了會

議，並在大會作報告、發言，毛更是親自指導和參與會議。會議討論的問

題、制訂的政策也不局限於西北局，而是具有全域性的意義。會後的宣傳落

實工作也印證這一點，賈拓夫關於高幹會對記者的談話文稿既在《晉察冀日報》

全文刊出，也在《新華日報》華北版全文刊出gr。《晉察冀日報》還全文轉載了

《解放日報》關於西北局高幹會的社論gs。

高幹會的特殊性還在於這是中共在歷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高規格的

會議。此前，中共雖然先後召開了六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在當時的環境

下，除了國共合作期間的幾次大會，其他幾次要麼秘密召開，要麼在境外召

開，難得在一個正常安定的環境開一次大會。1928年六大之後，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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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瓦窰堡會議、洛川會議都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會議，不過，這些會議都是政

治局會議，至多也只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參與人員與層級相當有限，會議議

程也相對集中。在高幹會之前，一再延期的七大再次進入籌備，且基本準備

就緒，但受限於時局等因素，仍然未能如期召開，而此時距六大已有十幾年

了。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創的黨代表大會年會制來衡量gt，這顯然是不正

常的。高幹會召開之際，陝甘寧邊區實際上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在日寇的

不斷擠壓下，根據地日漸縮小，人口也大幅減少，經濟極其困難。賀龍在高

幹會上發言說：「召集這樣大的一個會，尤其是在整風期間開這樣的會，要花

多少錢，光是伙食每天每人就是60元。」hk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會議的形式可

以起到解決問題，凝聚共識，共克時艱的效果，還能對與會者起到教育作

用，鞏固和加強黨組織建設——總之，這次會議的召開適逢其時。從這個意

義上說，黨內教育和黨內整風在當時的背景下也有其明顯的必要性。

西北局高幹會除了解決中共黨內幾大具體問題外，還體現出良好的精神

風貌。高幹會原計劃會期為二十天，最後實際會期長達八十多天，嚴重超期

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會議議程相較原計劃發生較大改變。比如會議組織者原本

大概沒有料到陝北地方黨的歷史問題會引起如此熱烈的交鋒，而在實際的進

程中發現這一問題無法簡單處理，因此，會議主席團因勢利導花了較多時間

和精力來解決有關問題。正是由於這種相對開放和寬鬆的議程設置，使得會

議過程中發表意見者眾多，且從發言記錄來看普遍篇幅較大hl。儘管是長篇

大論，但空話套話很少，發言者都是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來談相關的問題，

非常細緻具體。

此外，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發言者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真正做

到暢所欲言。即便是主要的被批判對象朱理治，不僅獲准先後兩次發言，還有

機會給任弼時、高崗和大會主席團寫長信，進一步闡明相關問題hm。同樣受

到較多批判的郭洪濤在回憶這次會議時說：「會上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是完全應該的，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動而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hn

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甚麼會議閉幕後許多人都感到心情舒暢、心中豁亮。

不僅如此，在發言中與會者還普遍非常坦誠地講述了自己所經歷的或者

聽聞的各種情況，包括自我的檢討和對別人的批評，其中對上級的批評尤為

引人注目。這樣對於上級了解情況也大有裨益，毛澤東在報告中就指出：「比

方這次解決歷史問題，沒有這十一天的會議，沒有你們貢獻的材料，暴露了

這樣的事實，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ho這背後其實關涉到一個

黨內常常被忽略的問題，也就是下級對上級批評的渠道和方式應該是怎樣操

作。儘管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在同級之間相對容易操作和實

現，但在上下級之間恐怕「集中」會超過「民主」。這次會議算是為下級對上級

表達意見和展開正常批評作了一個表率。換言之，共產黨人要真正做到《共產

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所說的「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

點和意圖」，需要一個正常的、良好的組織氛圍。

這次會議在解決黨內分歧和形成共識方面具有典範意義。在此之前，中

共在歷史上也出現過重大分歧和激烈鬥爭，最後一般在外部力量的主導下或

c144-1310004.indd   48 14年8月7日   下午2:45



		 延安整風中的	 49	

		 民主作風典例	

內部高層小範圍討論議決、對錯誤進行定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八七會議」定下的）和「立三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定下的）就是按照

這種方式來定性的。相較之下，本次會議對陝北肅反問題的處理方式則明顯

不同。會議並沒有一開始就定性，而是首先進行充分的討論，當與會者將矛

頭紛紛對準具體的當事人時，才適時將之引導至路線原則問題的討論上來。

這種做法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優長：首先，廣大與會者親自參與討論和定性，

可為達成共識奠定基礎；其次，這種方式對與會者處理其他問題有積極的教

育意義；最後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把歷史過錯提升至路線方針層面，能有效

避免走入對具體個人進行道德品質評判的死胡同，而這對中共實現自我糾錯

以及維護其組織文化大有裨益。出現重大分歧和不同意見時，讓各方充分發

表意見，親自參與到問題的討論中來，而不是上級作出決定下級遵照執

行——那樣對錯誤或分歧的認識顯然不如前者徹底和深刻，甚至暫時平息的

矛盾或被掩蓋的問題在日後還會再次爆發出來。陝北黨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

教訓，本來在1935年11月中央黨務委員會即對這段歷史做過結論hp，但由於

不能服眾，以至於無法迴避，因而在高幹會中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

本次會議對與會者的教育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會議所遵循的組織程

序和議事方式。如前所述，在會議開幕前各部門就做了大量籌備工作，其中

重要一環是各方面的組織進行實地調查和廣泛徵求意見。會議過程中一直保

持着良好的民主作風，與會者嚴肅認真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結束後

各地亦開會落實會議精神，討論本地工作，許多與會者就發現這次會議與以

往很大不同——「這次會議是真的要檢討了！」「說出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和不

敢說的事！」「領導人都那樣地把缺點講了，咱還怕甚麼！」hq由此也可看出，

上級組織對於引領良好的組織氛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對於具有龐大層級體

系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最高層的行事方式可以對全黨形成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五　餘論

儘管西北局高幹會達到了多方面的預期效果而「圓滿結束」hr，然而就在

高幹會結束後不久，邊區各機關、單位、學校即掀起了抓特務、叛徒的狂

潮，原本生動活潑的延安轉瞬陷入萬馬齊喑、人人自危的境地。當然，這個

轉折在高幹會中已有苗頭，如康生的鋤奸報告已在渲染延安「特務如麻」hs。

這個轉折過程是如何完成的，還需要更多的探究，但前後的巨大反差至少表

明，以會議的形式，遵循一定的組織程序，採取開放的方式，不預設結論，

領導者保持克制，允許各方面充分表達意見，顯然更有助於中共解決黨內問

題，也更有可能導向一個良好的結果。由此，高幹會的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

在後續整風運動中為甚麼未能得以延續，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與之相關，康生所謂的「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ht，是否果

真如此，也值得質疑。進而言之，對於高幹會所代表的議事模式究竟有怎樣

的缺陷，是否也應當進一步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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