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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桃園經驗」是1963年11月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親自下農村基層生產大隊

蹲點五個月，總結出來的一個四清運動奪權鬥爭的歷史文本。劉少奇以「桃園經

驗」指導全國四清運動，使之成為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激烈開展的一個重要推

手，並繼而成為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發生爭執的一個焦點問題。在文化

大革命中，「桃園經驗」遭到「形左實右」的指摘和「革命大批判」的譭詆，成為反

面教材。本文以不同時期的文獻資料與實地調查、口述採訪互證，細緻考察「桃

園經驗」的生產過程。通過解剖這個曾經風靡全國的四清運動典型樣本，以期對

四清運動如何自上而下地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政治機理有更為具體的認識。

關鍵詞：劉少奇　王光美　四清運動　文化大革命　「桃園經驗」

一　前言

1960年代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繞不開「桃園經驗」的話

題。而「桃園經驗」的話題更為宏大，並不限於社教運動範圍。

用「典型經驗」開路，以點帶面，是中共驅策群眾的有效方式。毛澤東在

社教運動中多次督促領導幹部下基層蹲點搞典型，給他們講「無證民不信，不

信民不從」的道理1。但黨內由於頻繁的政治運動造成嚴重勞損，各級主事者

對社教運動的響應度不高。劉少奇夫人王光美1963年11月起在河北撫寧縣盧

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為全黨先行，得到毛澤東的當面表揚。對王

光美把桃園大隊黨支部搞成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四清經驗，毛澤東也有嘉

許。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反修防修」指導思想重新部署社教運動，決

定由劉少奇掛帥總攬其事。由此，桃園四清經驗便從村莊政治的一隅之地上

升到國家政治的指導層面，成為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實踐依據。

四清運動的階級鬥爭建構
——「桃園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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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經驗」歷史文本的形成是一個過程。王光美從撫寧縣回京後，在中直

機關和全國婦聯做報告，講在桃園大隊蹲點四清的情況和經驗體會。1964年 

7月劉少奇到河北視察工作，王光美隨同。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

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這

個報告已具有了典型示範的四清運動指導意義，說桃園大隊黨支部在支部書

記吳臣把持下，「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2。隨後，在隨同劉少奇

到各地視察的過程中，王光美先後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

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市區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大會上，

作了同樣內容的報告。其主要內容是：先搞「扎根串連」，然後搞四清，再搞

對敵鬥爭；在開始時不能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四不清」幹部不僅有「下

面的根子」（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影響），還有「上面的根子」（壞幹部做靠

山），不解決上面的問題，四清就搞不徹底；「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工

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而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

「四不清」3。

8月，劉少奇在廣州主持修訂〈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

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修正草案），基本理路來自王光美在桃園大隊

四清的運動實踐。陳伯達極力主張把桃園四清經驗下發各地黨委和工作隊。

王光美在桃園四清經驗講演稿的基礎上修改兩遍4，增補四清改變農村面貌

等內容。劉少奇親自修改定稿，並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下發批語，於8月19日

報送給毛澤東並中央。9月1日，中央正式批轉了這一報告，發給縣以上各級

黨委和所有工作隊員閱讀。中央批語認為：這個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

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在許多問題上，「桃園大

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5。9月5日，中央又轉發〈河北省委批轉撫寧工作

隊關於盧王莊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批示說「撫寧工作隊在盧

王莊公社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

總結出來的經驗也是好的，值得各地同志參考和學習」6。從此，「桃園經驗」

傳遍全國，成了對全國四清運動影響最大的一個「經驗」7。本文所講的「桃園

經驗」，如非特別指出，俱是指這份歷史文本。

劉少奇在「抓上面的根子」的思想指導下，組織以縣為單位的「大兵團作

戰」，導致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運動激進化。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

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衝突，亦是以「桃園經驗」說事，指摘其對基

層幹部打擊面過大的問題。文革中，「桃園經驗」成為劉少奇、王光美「復辟資

本主義」的一大罪狀。文革後，隨着劉少奇的平反，關於「桃園經驗」的評價變

得有些曖昧。雖然劉少奇、王光美的文革遭遇令人同情，但社教運動在政治

上是被否定的8，「桃園經驗」為階級鬥爭極端政治典型乃不爭之論。論者探

討的聚焦點在毛澤東為何對「桃園經驗」先支持、後反對的態度變化上9。

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論者開始重新研究和評價「桃園經驗」，形成了三

種觀點：第一種是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第二種是徹底否定；第三種是總體否 

定但部分肯定。第一種敍述主要來自王光美、劉源的劉家方面。劉源1998年

11月在《南方周末》評論說：「桃園經驗」至今仍「散發着活力」，體現了實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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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是的精神實質，是「真正共產黨人的調查」，「還沒有一部能超過它的紀實作

品」，可謂紀檢部門的「必讀書」、記者採訪的「入門書」。他不無情緒地批評 

後世學者的研究和一些領導幹部的回憶錄是「一團漿糊」，甚至帶有「私情私

怨」bk。王光美則回憶說：「桃園經驗」有些事情不實，「錯傷了一些基層幹

部」，但還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對待bl。第二種敍述以海外學者和民間學者為代

表。如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認為：「桃園經驗」是文革某種形式的預演，開創

了「夫人參政」的先例，提供了另組「階級隊伍」的奪權鬥爭思路，為文革的

「逼、供、信」的樣板bm。第三種敍述沿用了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社教運動的定性，即認為：「桃園經驗」對糾正幹部特殊

化、打擊貪污盜竊等犯罪活動起了有效作用，然而說桃園大隊黨支部「基本上

不是共產黨」（劉少奇語），同樣過份誇大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bn。

當前研究的最大問題是，議論評價多而實證研究少。論者的正方、反方

觀點，大多受文革時期批判揭發材料和王光美口述史料所牽制，許多具體史

實模糊不清，對「桃園經驗」的文本缺乏有力考證。較為集中講桃園四清過程

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蕭喜東的文章〈劉少奇、王光美與群眾運動：以四清為

例〉，其中論及桃園大隊的四清過程，主要是運用文革時期紅衞兵群眾組織的

桃園調查材料bo；另一篇是李明明的碩士論文〈桃園「四清」運動歷史考察〉，

對運動過程進行了粗線條梳理，主要依據撫寧縣檔案館整理的桃園四清史 

料bp，但在史實考證上有些粗疏。

本文是基於文獻檔案、實地調查和口述訪談的實證研究，所應用的史料

主要來自五個方面：一是撫寧縣桃園村的實地調查，包括（1）當地村幹部的介

紹和對村莊歷史記憶的實地考察；（2）桃園村四清座談會的當事人回憶bq。二

是主要當事人的訪談，其中有兩位「桃園經驗」中的重要人物，一位是王光美

扶植上台的桃園大隊大隊長關景東（關寫有回憶錄《桃園風雲》，未刊），一位

是桃園大隊黨支部書記吳臣「上面的根子」副區長蘇長吉。三是撫寧縣地方文

獻材料和當地有關研究，包括（1）公開出版的撫寧縣史志材料；（2）有關檔案

文獻、縣委在文革後的調查核實材料和平反文件br；（3）當地史志工作者的研

究成果。四是文革時期紅衞兵群眾組織關於桃園四清的調查材料。五是「桃園

經驗」的歷史文本和王光美文革後回憶的口述史料。這些構成了本文研究「桃

園經驗」生產史的資料鏈條。

「桃園經驗」的歷史文本，即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中發【64】527號附件）。文革時期的批判資料 

《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中載有全文bs， 

文革後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的《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

冊中載有刪節版bt；本文所依據的「桃園經驗」文本是1964年中發527號文件

的附件文本。

「桃園經驗」是根據「反修防修」和「反和平演變」的政治需要而建構出來的

一個階級鬥爭故事，其背後的真實情節要比「桃園經驗」文本所述更加複雜。

「桃園經驗」的生產過程，比較集中地體現了1960年代「階級鬥爭為綱」的高層

和底層的互動關係，有許多值得討論的話題，如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群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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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機制、典型經驗的生產和傳播、階級鬥爭觀念的輸入和運動實踐的物化、

中央幹部與地方幹部的認知差距和法理性衝突、基層社會治理結構與幹部群

眾的體制性矛盾，等等，從中可以發現從四清到文革的歷史演進伏線。可以

說，理清了四清，才能認識文革。「桃園經驗」研究的價值也就在這裏。

二　桃園村的歷史故事

桃園村位於河北省撫寧縣南部平原地區，因唐太宗征高麗時將軍陶元在

此地建營而得名。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設桃園大隊，隸屬榆關區盧王莊公

社。該地交通方便，自然環境優越，北離撫寧縣城二十里，南距避暑勝地北

戴河十餘里。村旁有洋河水域流經，灌溉便利，旱澇保收，糧食產量較高。

村民以自耕農為主，外出謀生者多去東北。村中能夠僱工的殷實人家都是在

東北有商號的，家境貧寒者多為外縣討飯來到本村落戶的新戶ck。

撫寧縣是中共北方老區，歸中共冀熱遼分局冀東區所管轄。在1947年的

激進土改中，撫寧縣亂鬥亂殺情況嚴重。撫寧縣城裏貧農團三五成群，扛着

大旗，敲着鑼鼓，挨戶搞清算，抄家打人殺人。城裏人紛紛逃走，桃園村也

有縣城來落難的人cl。1948年4月，中共東北局嚴厲批評冀東區土改有「極端

嚴重的左傾錯誤」，責令「停止一切土改鬥爭」cm，立即進行土改糾偏。

桃園村是典型的北方自耕農村落，沒有大富人家。1948年「解放」，10月

開始土改。此時已過了激烈鬥爭的風頭，當地土改過程比較平穩，劃出了兩

戶地主，兩戶富農；沒收分配了他們的房屋土地，沒有搞出「浮財」。外地遷

來的新戶，包括在城裏為逃避土改到桃園村落戶者，因在桃園村無地無產，

土改時劃成份為貧農。

冀東區土改和建黨同步進行，以土改「根子」（貧僱農）建立鄉村政權。桃

園村的土改建黨，第一批發展了吳臣、關希顏、趙樹春等八人，由牛頭崖區

委幹事蘇長吉辦具體手續，入黨手續很簡單cn。當時村黨支部主要負責給路

過的軍隊號房子（安排臨時住房）、支差、派飯。討飯落戶來的貧農黨員，多

是大字不識的憨厚農民。

吳臣是黨支部宣傳委員，分管民兵工作。他有大城市生活經歷，見多識

廣，頭腦靈活，成了村裏的實際主事人co。吳臣幼年喪父，兩歲隨母親改嫁

到桃園村。他的養父以租種土地和做小工為生，農閒時做些小買賣。吳臣從

小隨養父種地打工、做小買賣，十五歲就給人家拉大網、扛長工，十七歲時

隨姨夫到長春學做木匠，後來又做點小買賣餬口。1947年，國共兩軍在東北

鏖戰激烈。3月，吳臣為躲兵焚，攜家眷回鄉。回村後，吳臣以租地耕作為

生，還借錢開了一家出售日用雜品的小賣店。吳臣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土

改時定為貧農成份，工作隊將從地主處沒收的三間偏房分給了他。

桃園村糧食產量高，農業合作化開展得早，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

到人民公社，它都是撫寧縣的先進村。吳臣雖然不識字，但記憶力好，精明

強幹，上級布置的任務都能順利完成，與縣區領導幹部的關係也很好。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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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作化到四清的十幾年間，一直擔任村（大隊）黨支部書記。撫寧縣歷任縣委書

記到南部地區來，都喜歡在桃園村落下腳，找吳臣聊聊天cp。

關景東是在合作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後起之秀。他出身中農，上過幾年

學，聰明機靈，能說會道，表現積極，1949年入團，1952年入黨。合作化開始 

時，桃園村許多黨員出外謀生。區委書記動員桃園村團支部書記關景東出面， 

組織了一個初級農業社。關景東初級社宣稱糧食平均畝產423斤，高居全縣第

一（全縣1953年的糧食平均畝產量166.3斤cq）。1956年，桃園和盧王莊兩村

合建高級社「東方紅農業合作社」，二十五歲的關景東任副主任。1957年，東

方紅高級社宣稱糧食平均畝產580斤，大大超過全縣糧食平均畝產346.9斤cr， 

被省、地、縣、區評為先進社，關景東被評為全國先進生產者。在大躍進的

「放衞星」中，東方紅社自報畝產650斤，力爭700斤。縣委書記親自出面，將

東方紅社作為縣委的高產實驗田，確定了畝產1,000斤的高指標。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中央辦公廳

主任楊尚昆騎馬到周邊微服私訪，見東方紅社地界的莊稼長勢喜人，與眾不

同，回去做了匯報。隨後，有四批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和全國各省、市、

自治區第一書記來到東方紅社參觀cs。8月12日，朱德、鄧小平、彭德懷等中

央領導人到此地考察，《撫寧報》立即做了報導。撫寧縣大放高產衞星：「東方

紅社的糧食畝產由原來的保證5,300斤、爭取6,000斤，提高到保證8,000斤、

爭取10,000斤。」15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來到東方紅社視察，關景東等人

向他們介紹了生產情況。劉少奇詢問多穗高粱的畝產，關回答10,000斤是有

把握的。劉少奇高興地說：「還可以想些辦法爭取15,000斤嘛！」ct關景東當

即誇口可達標。《唐山日報》當即發布了農業生產特號消息：〈東方紅農業社多

穗高粱畝產萬斤〉dk。9月27日，《撫寧報》在〈我縣實現多穗高粱千斤元帥縣〉

報導中說：東方紅社2,591畝，畝產1,820斤，其中36.7畝平均畝產2,974斤，

有1.7畝高達9,200斤。關景東晚年回憶說，這些產量都是按每畝多少株、每

株多少穗、每穗打多少給推算出來的，實際畝產量1,800斤也達不到dl。

劉少奇在東方紅社視察時，問他們還有甚麼困難和要求。關景東很機

靈，說希望給一部電影放映機；物質生活豐富了，也要豐富社員的精神文化

生活。此事，王光美記在心裏。9月，當地在東方紅社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東

風人民公社」。王光美代表劉少奇給公社送了一台電影放映機，聲明這是他們

全家入社的股金。9月25日，《撫寧報》以〈我縣全體人民的光榮，少奇同志加

入東風公社〉為標題做了專題報導。關景東專程去北京，向劉少奇匯報公社成

立後的情況dm。這是王光美後來到桃園大隊進行四清的前緣。

大躍進「吹牛皮」的「浮誇風」，是「政治正確」的上下互動。原桃園大隊會

計趙忠義在1958年陪國務院一位副秘書長去縣委dn。縣委第一書記強華匯報

說，這裏半山區多，白薯一畝地可以出十幾萬斤，可以磨成多少澱粉。這位

副秘書長提出質疑，讓陪他來的趙忠義計算了一下，揶揄說：就你們縣裏出

的澱粉，能繞全國十三圈do。

1958年大煉鋼鐵，桃園大隊把農民的鍋砸了，門上的鐵扣拆下，都拿去

煉鋼。人民公社辦食堂，不幹活不給吃飯。凡是不聽話的，就弄到公社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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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當地群眾說風涼話：「下至活褲襠〔開襠褲〕，上至白髮蒼，老頭孩子都得

幹活去。」dp當時桃園村所在的東風公社從全部青壯勞力中抽120人去北京修

密雲水庫，其餘的全部到縣東北杜莊大煉鋼鐵；在家的全是婦女、老人，眼

看到手的莊稼無法收割，全部爛到地裏了dq。

1959年11月，撫寧縣開展反右傾運動，整了一批敢講真話的基層幹部。

關景東晚年回憶說：「反右傾很厲害，公社成立了『拔白旗』赤衞隊。當幹部稍

有工作怠慢，或對某個黨員領導幹部有言語不周，傷了他的面子，就可能定

為『白旗軍』而被拔掉。送到公社集中營裏，接受批判、批鬥、勞動改造。所

謂改造，白天強制勞動，晚上受批判。所謂批判，其實是酷刑加身，強迫你

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集中營關的人多數是地主、富農、

歷史反革命、右派份子。如果搞到這個集中營，那是滅頂之災。」dr關景東本

人職務經過六次變動，從高級社副主任到管理區，又調到公社，又從公社回

到管理區。1961年國家精簡人員，凡是從農村調上來的非國家正式脫產幹

部，全部回原村。關景東回到了桃園大隊，任大隊黨支部委員、治保主任兼

民兵連長。

大躍進帶來了大饑荒，撫寧縣「浮誇風」厲害，饑荒嚴重，許多村子都死

了人。桃園村往北不到十公里的蘭山村，全村人人浮腫，四十多歲的人都餓

死了。桃園大隊在吳臣黨支部領導下，想盡各種辦法度難關，全村沒有餓死

人。對此，桃園村的村民至今仍是心存感念的。他們稱道那時桃園大隊的幹

部，是把老百姓擱在腦子裏，擱在心上的好幹部：「產量高點，多少可以瞞

產，這樣群眾可以多吃一口，浮腫少一點。」當年全村「沒有餓死人，這是天

大的功勞」ds。

三　「桃園經驗」的故事

（一）桃園四清工作的開展

1963年6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社教工作隊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蒲蘭大

隊進行農村四清試點；11月下旬，進入盧王莊公社開展四清。工作隊陣容強

大，由省、地、縣229名幹部組成，平均每個大隊17名。省委第一書記林鐵

掛帥，撫寧縣委第一書記強華、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肖風任工作隊長，由

肖風主持桃園大隊四清試點工作。

11月13日，四清工作隊進駐桃園大隊，宣布桃園大隊為省委的四清試點

單位。21日，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身份參加桃園四清，任

工作隊副組長。桃園工作隊由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組成，從開始進駐

的八人增加到二十多人。桃園四清工作於1964年4月底結束，整個運動過程

歷時五個月。

王光美1946年參加革命，1948年入黨，是中央領導人的夫人中革命資歷

最淺的一位。她生長在大城市，一直讀書至碩士畢業，參加革命後就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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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高層機關工作，很少接觸基層。1947年曾隨着北平軍調部的幹部在晉綏根據

地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工作，接受了最早的革命洗禮。

晉綏根據地是1947年土改中最激進的地區。興縣八個區290個村，打死

1,050人，自殺863人，掃地出門凍餓而死63人dt。劉少奇也是1947年激進土

改的始作俑者，習慣運用工作隊的工作方式整頓基層。他在全國土地會議上

推行「貧僱農當家」，整訓地富出身的黨員，對基層幹部「搬石頭」。四清運動

把當年土改運動的鬥爭基因重新激活，其歷史印記在「桃園經驗」裏也有反映。

盧王莊公社有十四個大隊，1948年底開展的土改，與之前激進土改政策

有別，四清工作隊認為這一帶是「和平土改區」，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陣營

混亂，幹部『四不清』問題很嚴重，多吃多佔、鋪張浪費、貪污盜竊、投機倒

把，都是比較多的」。桃園村與盧王莊村相鄰，省委工作隊把王光美安排於

此，本是有些照顧的意思。桃園大隊各項任務都完成得很好，按當時的政治

標準，屬於先進生產大隊、先進黨支部（當時把基層支部分為三類：先進的、

一般的、落後的；也有分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一般的、差的），而且在

1963年已搞過一次清經濟的「小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

在當地幹部看來，在這個大隊搞四清，不過是走過場。但是，王光美是帶着

搞階級鬥爭的「清政治」框框來的，並不認可地方黨委的「小四清」，對當地幹

部抱有不信任態度，認為他們「有寧右勿左的情緒」。

桃園大隊有217戶，四個生產隊，1,080人，2,000多畝地。桃園四清工作

隊的工作步驟是：宣講「雙十條」（「前十條」〔〈關於目前在農村工作中的若 

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與「後十條」），「扎根串連」，訪貧問苦，組織貧下中

農階級隊伍，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經濟「四清」，幹部「洗澡放包袱」；群眾「洗

澡」ek；憶苦思甜，思想歸隊；複議階級成份，建立階級檔案；對敵鬥爭；最

後搞組織建設，改進經營管理，掀起生產高潮等階段el。

具體而言，四清工作隊撇開基層組織另搞「扎根串連」，從出身成份找「根

子」（指階級根子，基本群眾也就是工作隊的依靠對象），重新組織階級隊伍。

依靠「根子」秘密串連，發動群眾大揭階級鬥爭蓋子，檢舉揭發壞人壞事。大

小隊幹部「洗澡放包袱」，社員群眾「洗澡洗手」。桃園的四個生產隊中，三個

隊是鬥爭重點。工作隊採取「有棗沒棗打三桿，有魚沒魚淘乾了看」的運動策

略，事先確定了每個幹部的貪污數字，定出給群眾「分紅」的指標，幹部一律

「上樓」交代問題em，一個個地過篩子。為了逼迫幹部交代「四不清」問題，工

作隊連唬帶詐，還採取了圍攻推搡、罰站罰跪、彎腰低頭「燕飛」en等體罰性

的軟暴力鬥爭方式。當時桃園大隊的大小隊幹部和副業攤的幹部共四十六

人，挨整挨鬥的三十九人，佔85%。「群眾洗澡」中社員群眾交代投機倒把和

偷摸問題，全大隊有155人挨了整eo。

經過四個多月的四清工作，桃園大隊黨支部書記吳臣被清除出黨，定為

壞份子，監督勞動；大隊副書記兼第三隊生產隊長趙樹春被開除黨籍；支部

二十三名黨員，處分和勸退的七名；四個生產隊中三個隊長被撤職；經濟 

退賠的有四十七人。整個大隊（包括大小隊幹部）一共搞出了22,000多元，

34,000多斤糧食的問題。其中貪污1,000元錢以上的有五人，查出漏網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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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戶（二戶由貧農、中農上升為富農，四戶由貧農、中農上升為地主）ep。從

而講述出了一個「桃園經驗」的階級鬥爭故事。

（二）「桃園經驗」：意識形態的觀念建構

「桃園經驗」把桃園大隊說成是一個「壞份子控制的大隊」，黨支部基本上

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大隊書記吳臣是「流氓」、「壞份子」。然而，所

述情況與基本事實出入很大。「桃園經驗」其實是一個故事，是一個在「反和平

演變」的大背景下，以階級鬥爭觀念試圖解釋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構建。

1、「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桃園大隊黨支部

桃園四清工作隊進村時，地方黨委介紹情況說：桃園大隊是先進黨支

部，支部書記吳臣有威信，但有些家長制作風；支部成員只有民兵連長關景

東有200元的經濟問題。然而，王光美在桃園大隊搞四清的結果，卻把事情完

全給顛倒過來了：「好幹部」吳臣成了「壞份子」，「四不清」幹部關景東成了「敢

於自我革命」的樣板。「桃園經驗」按照劉少奇的意見，給吳臣桃園黨支部的定

性是「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所謂「兩面政權」的問題，主要是三

項：一是支部書記帶頭打罵群眾；二是瞞地瞞產；三是貪污腐敗。

第一，吳臣打罵群眾是實情。農民說吳臣「打一拳揉三揉」，吳臣自己也

講當幹部要有點「迫力性」，工作隊調查說他打了三十多個人。所謂「迫力

性」，實際上是集體化後農村基層幹部普遍的工作方法，否則是不能完成上級

任務的。農村基層幹部中能夠像吳臣這樣，做到「打一拳揉三揉」的，已是很

講方法的了。農民群眾真正反感的，並不是基層幹部的性格粗暴，也不是多

吃多佔，而是他們對群眾漠不關心，不給群眾辦事。改革開放幾十年後，桃

園村的村幹部還稱道說：「吳臣接觸群眾，在群眾中有威信。打你了，給個糖

吃。」eq撫寧縣委文革後落實政策的調查結論是：吳臣在當基層幹部十幾年

中，確實打過社員群眾，但「桃園經驗」在情節和性質上與事實有原則性出入。 

吳臣打人是性情粗暴，方法簡單，並非私人報復；根本沒有私設監牢、扣押

群眾的問題er。

第二，「桃園經驗」講的隱瞞地畝和瞞產私分問題，也是實情。而且，桃

園大隊所隱瞞的地畝，實際上要比「桃園經驗」所講數量還要多es。農村生產

大隊的瞞地瞞產，是農民給自己生存留下的一條縫隙，人人皆知。大饑荒時

期，當地政府曾出台了一些救命的土政策，規定「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留一點豬

飼料地」；桃園大隊動用了一些集體耕地作為「保命田」，是符合政策的et。從

體制上講，瞞地瞞產是每個生產隊都有的事情。上報糧食產量的提高，社員

收入分配的增加，都出自這裏。毛澤東在全國樹立的農業生產典型昔陽縣大

寨大隊，當年也是瞞了不少地畝的。

桃園四清工作隊用過去「打土豪」的辦法，一開始就預設了幹部貪污和退

賠的數量指標，作為四清運動的鬥爭目標。工作隊給大小隊幹部預定的貪污

指標很高，給大隊書記吳臣定了「雙一千」（1,000元錢、1,000斤糧食）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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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給關景東定的是「雙七百」指標。工作隊不僅算了貪污的錢、投機倒把的錢、

多吃多佔的錢，還把幹部一起吃飯的錢也都算進去了。如大小隊幹部商量完

工作，安排第二天幹的活，弄點東西吃，無非就是拿棉籽油炸個油餅（油餅 

都是黑糊糊的），但四清運動來了，這就得賠。理由是：幹部吃了，群眾沒有

吃fk。實際上，農村基層幹部很辛苦，對於這類多吃多佔的事，群眾本來沒

有甚麼意見，但被工作隊煽動起來後，群眾的鬥爭要求就愈來愈高了。工作

隊說貪污數額是一千，群眾就會說有七千。這種情況與當年土改鬥地主的情

況一模一樣。

第三，「桃園經驗」為了表現生動形象的效果，刻意誇大了幹部貪佔退賠

的數量。如其中講二隊副隊長關希英退賠1,000元，表示感激四清挽救了他等

等。實際上，關希英的定案和退賠數額只有400元，也沒有說這些話。他後來

不無幽默地說：剩下的600元還得由王光美給出fl。工作隊預設的退賠指標太

高，根本落實不了，對幹部追逼得厲害，關希顏、趙樹春等人連居住的房子

都賣掉退賠了。

「桃園經驗」引用桃園大隊一位軍屬大娘的話，形容桃園大隊存在嚴重的

損公肥私的風氣：「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社員就縫了兩個大袴兜，袴兜

都裝了東西。」這句話並非桃園大隊的「特產」，而是集體化時期整個農村社會

的普遍狀況。當時規定農民每年獲分配360斤原糧，桃園大隊雖然糧食產量

高，但分到社員頭上，每人一天也就是八大兩（400克），其餘都交給國家做貢

獻了fm。每人一天八兩的糧食，是半飢餓狀態的生存標準——據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FAO）的標準，一個成年男性每天最少需要攝入2,100卡路里，而

400克原糧相當於1,120卡路里。沙俄時期，政府規定饑荒時期的人均口糧是

602克，合1,750卡路里。桃園大隊是當地糧食豐產的先進紅旗單位，但農民

的糧食數量甚至低於沙俄政府給飢民的糧食配給量。在飢餓線上掙扎的農

民，把自己種的糧食撈一點回來餬口充飢，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對於農

民的這些「反行為」fn，熟悉農村的幹部都是睜隻眼閉隻眼的。

「桃園經驗」還提到基層幹部的毛病：「這幾年我們的不少基層幹部沾染了

很多壞毛病，懶呀，饞呀，說謊話呀⋯⋯」，「多吃多佔，貪污盜竊，無償地

佔有別人的勞動果實」。這是集體化體制的問題，把賬算在基層幹部頭上，完

全是本末倒置了。桃園大隊的幹部曾當面說王光美不懂農村工作，不了解基

層幹部。如桃園大隊支委趙品三說：「董樸〔王光美〕能把我駁倒，不過她不了

解基層幹部。」由於他堅決不與王光美扶植上台的新任大隊長關景東一起工

作，王光美便認為這是桃園大隊的幹部抗拒運動。

關景東在四清工作隊入村時是清查的重點對象，當時揭發了他不少「四不

清」問題。王光美要他帶頭「放包袱」退賠錢款，關景東心裏有了底，帶頭在公

社三級幹部會上做檢查，把自家的豬、手錶、自行車都賣了，籌錢退賠fo。

於是，關景東很快「下了樓」（過了關）。關景東除了1958年大躍進期間與王光

美有過工作交集外，以後再沒有來往。王光美來桃園前並不知道關景東在這

裏，關景東一開始也沒有認出王光美fp。王光美扶植關景東並不是因為過去

認識的原因，主要還是四清運動的政治需要。關景東能說會道，頭腦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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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領會王光美的意圖，敢於對吳臣進行堅決鬥爭，但也有些誇大其詞的言

論。王光美對關景東的扶持，讓那些過去對關景東有看法的幹部更加不滿。

支部中形成了關景東與吳臣的對立，社員中也分裂為兩派。桃園四清的二十

幾個「根子」和四清中被衝擊的幹部群眾相互對立起來，製造出了「有他沒我，

有我沒他」的情緒。在村莊社會生活裏面的一些常態化的人際關係矛盾，在四

清運動中被發酵、被政治化，以階級鬥爭人為地製造出村莊社會的分裂。

由上可見，桃園四清經驗是一個不了解集體化時期農村生活的「經驗」。

但因為王光美的來頭很大，從省委到公社的各級幹部雖然心知肚明，但誰都

不敢說破，「桃園經驗」遂堂而皇之地成為風行全國的四清運動樣板。

2、「壞份子」——大隊支書吳臣

桃園四清工作隊打倒了「好幹部」大隊支書吳臣，扶植了「問題幹部」關景

東，是有着搞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先入之見。當時劉少奇給王光美面授機宜

說，搞運動必須要樹立一個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政策」fq。

四清工作隊進點以後，把幹部統統都趕「上樓」交代問題，工作隊進村後， 

二十天免了吳臣的職務——先定性質，後找材料，這是一種「有罪推定」的做

法。工作隊捕風捉影，懷疑吳臣在東北當過偽警察，開過大煙館，搞過走私

販運、抽頭賭博。它們把吳臣的出身成份由貧農改成遊民，從歷史問題、男

女問題、貪污問題、政治問題逐一查起。工作隊內查外調三百多人次，查出

了吳臣在東北有過賭小錢、進妓院等一些不良行為，但沒有找到其他要害材

料。直到1964年3月15日工作隊開大會當眾宣布開除吳臣的黨籍時，這些問

題仍然沒有坐實。主持者說，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吳臣當過特務、偽警

察，開過大煙館，但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fr。

工作隊整理出吳臣八大罪狀：（1）打罵群眾；（2）帶頭賭博；（3）包庇重用

壞人；（4）投機倒把，貪污多佔；（5）道德敗壞，亂搞姘頭；（6）依仗職權，吃

請受賄；（7）瞞產私分，欺騙國家；（8）對抗、破壞四清運動fs。但除了打罵

群眾和瞞產私分外，其他都缺乏事實根據。吳臣在長春和桃園均有正當職

業，入黨是經過審查批准的。但是，「桃園經驗」仍然說吳臣不是貧農，而是

流氓，過去「搗動小買賣，賣破爛，跑單幫，一貫吃嫖賭博，無所不為，同一

些流氓份子混在一塊」。

「桃園經驗」說，土改時桃園土改工作隊和黨支部，私分了土改清查出來

的許多金銀財寶，並煞有其事地說，僅吳臣夫婦「就貪污了五十多顆珍珠，一

副金鐲子，三個金鎦子〔戒指〕，一個翠簪子，兩包袱衣服，一個座鐘」，土改

工作隊幹部林寶「挑了一副最好的棺材板送回老家去」，蘇長吉也「搞了金鎦

子、衣服等」；還說吳臣貪污了土改果實後，跑到外邊做生意。試想，吳臣當

時不過是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村支部宣傳委員，如果能得到這麼多東西，

桃園村的地主就大得不得了，土改搞出的「浮財」也多得不得了。事實上，桃

園村土改沒有搞出「浮財」ft。

「桃園經驗」講吳臣政治「四不清」問題，主要有兩件事：一是吳臣1962年

批准了舊政權的保長蓋房。吳臣解釋說：他從東北回來後，保長曾借20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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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給他在村裏擺了小煙攤，他批准保長蓋房是為了報恩。「桃園經驗」作者則以

階級立場責問為甚麼「不報貧下中農的恩」。二是吳臣「重用包庇」八個地富份

子，在大小隊副業攤子或公社單位工作。事實上，其中四名地富份子在四清

運動前均為貧農或中農成份，另外四名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在高級社時就

已經在這些地方工作gk。

「桃園經驗」講吳臣經濟「四不清」問題，還列出了詳細數目：貪佔了1,000

多元錢、1,000多斤糧食，倒賣了自行車五輛、縫紉機六台、手錶三塊、棺材

板四副半等問題。當時這些日用工業品都是憑票供應的緊俏商品，一個公社

總共也沒有幾張票。事實上，吳臣只拿過一副半棺材板，也是交了錢的。「桃

園經驗」講吳臣高價倒賣糧票，也是查無實據的事情。吳臣在四清中一共退賠

金額655元零2分gl，還少於四清上台幹部關景東的「雙七百」退賠數額。

「桃園經驗」講吳臣對抗、破壞四清運動，實際上是吳臣對省委工作隊在

蒲蘭大隊四清試點有些意見，他在支部會上說，蒲蘭大隊的四清運動搞糟

了，把原大隊書記搞倒了，最後還得請回人家。這是出於基層幹部同氣相求

的同情。關於給吳臣定性「壞份子」的其他問題，如所謂拉攏、腐蝕幹部，實

際上是給縣和公社的幾個幹部兌換了細糧gm。所謂投機倒把、貪污腐敗，實

際上就是多吃多佔問題。所謂亂搞姘頭，工作隊煞有介事地說有五個人，但

最後一個人也沒有找出來。

「桃園經驗」的最不當之處，是拿吳臣的家庭做文章。它指吳臣的妻子過

去是「拉幫套」的暗娼，現在還經常跑到幾個單身漢那裏，看見喜歡的東西就

拿，發煙拿煙，發布票拿布票。他們夫婦倆是一對「見縫就鑽」的壞人。事實

是吳臣的妻子與前夫離婚後，由吳臣的姨給他們介紹成家的，在村裏也沒有

拿人東西佔小便宜的事情。吳臣的兩個弟弟只是做過一點小買賣，卻被渲染

成「最會投機倒把」gn。將吳臣的問題，牽連到他的家庭和親屬頭上，這種整

人的做法非常不妥。吳臣的精神壓力巨大，甚至要自殺。

對於吳臣問題的處理，工作隊和地方黨委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1964年 

4月，桃園工作隊宣布吳臣為壞份子，清除出黨，監督勞動，直到6月25日榆

關區委才將案件材料上報中共撫寧縣委監察委員會。縣監委審查後，於7月9日 

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因為案件許多事由的情節不清，遂於21日派專人到桃園

大隊與工作隊交換意見，對有關問題進行了核實。23日，撫寧縣召開縣常委

會，專門研究吳臣的問題，請桃園工作隊列席會議。會上，對如何定性吳臣

的問題爭議很大。縣委一些幹部認為吳臣的問題是好人犯錯誤；工作隊堅持

說是壞人辦了壞事，吳臣是鑽進黨內的壞份子。最後，縣委迫於壓力，按照

工作隊的意見作出了結論。實際上，工作隊內部也有分歧，有的人主張讓吳

臣留在黨內，不當支書還可以擔任支委go。但由於劉少奇對吳臣和桃園黨支

部已有「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定性，案件只能按照敵我矛盾處理。縣監委的

一個幹部在核實吳臣問題時提出三十三個疑點，遭到工作隊嚴厲批評為「喪失

階級立場」，縣委和縣監委都做了書面檢查gp。同日，中共撫寧縣委監委會做

出〈關於給吳臣清除出黨處分的批覆〉，把吳臣定為「混進黨內的壞份子」，清

除出黨，「戴壞份子帽子，在村監督生產」gq。9月26日，縣委監委會再次下

文，對趙樹春做出處分決定，定為貪污盜竊份子，開除黨籍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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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臣從紅旗單位先進黨支部的書記，一下子落到「四類份子」的行列。不

僅是他個人命運的雲泥之變，也是整個基層幹部群體在四清運動的命運寫

照。如果按照桃園四清處理吳臣的標準，那麼農村基層幹部沒有幾個人是能

夠過得了關的。相比之下，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大寨大隊書記陳永貴，不僅有

瞞地的問題，還有當過日偽「情報員」的政治歷史問題，性質更要嚴重得多。

3、「下面的根子」——大隊現金保管、四隊會計趙學瀚

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與王光美談桃園四清時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 

誤，根子在那裏？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 

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這是基本的根子。」gs

桃園大隊原有地主富農各兩戶，四清工作隊從土改往前追，又查出了五

戶漏劃地主、兩戶漏劃富農。如桃園小學的小學教員單立中，1947年從縣城

逃亡到桃園村，土改時劃成份為貧農。這次四清重劃成份，工作隊說他是 

撫寧縣城的逃亡地主。單立中拿着當年土改文件為根據找工作隊論理，工作

隊說這是「地主和我們搞合法鬥爭」，還查出單立中打了二十一個學生的事

情，把農村小學常見的教學管理行為，放大為地主份子對貧下中農子女的階

級報復。

桃園四清工作隊不僅補劃了這些地主富農，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當作「四不

清」幹部背後的階級「根子」，「用各種辦法，腐蝕了很多幹部，使幹部貪贓枉

法」。工作隊給吳臣找出的「下面的階級根子」，是大隊現金保管、四隊會計趙

學瀚。

趙學瀚是東北某銀行的資深會計，在1947年長春被圍時跑回家鄉，土改

時劃為中農成份。他熟悉業務，賬碼清楚，謹小慎微，為人和善，全村老小

都很喜歡他。至今桃園村老人還眾口一詞地稱讚他是「正人君子」，規規矩矩

的老買賣人gt。從初級社起，趙學瀚就擔任生產隊會計。四清時，工作隊收

集群眾反映，都說幹部中比較好的就是老會計趙學瀚，認為他「賬碼清楚，甚

麼時候找他都是好應承，從來沒向我們說過硬話，這個人沒問題，信得過」。

到運動後期，趙學瀚所在的第四生產隊的社員還請求工作隊，不要動趙學瀚

的成份，我們還要他當會計。但工作隊認定趙學瀚是桃園村的首富，說他在

1947年賣了60多畝地，把他的中農成份改劃為地主份子，而且按照「根子在

地、富」的農村階級鬥爭公式，認定他就是躲在「壞份子」吳臣背後的階級敵

人。「桃園經驗」說趙學瀚表面裝得像「羊羔」，實際上是「鑽進幹部隊伍」的階

級敵人，「表面上裝窮賣傻，迷惑群眾，實際上出謀劃策，出壞主意的就是

他」，就連趙學瀚幫助不識字的吳臣寫檢查，也被說成是搞破壞活動。

在四清運動中，這些被抬高了階級成份的新劃「四類份子」，給他們全家

和子女後代帶來了沒頂之災的政治噩運。趙學瀚有兒子、兒媳、女兒一共六

人，長子是空軍的一個上尉軍官，二子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助教，三子在唐

山鐵道學院學習，四子是天津南開大學自動控制系的學生，小女兒在撫寧中

學高中畢業班上學，兒媳是國營企業的會計。他們的政治身份是兩個黨員，

四個團員。桃園工作隊認為，趙家子女是隱瞞出身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

c175-201907022.indd   93 19年10月8日   下午3:08



94	 學術論文 份子，於是分別寫信給他們所在單位的黨委。受到父親的株連，長子趙仲恩

被開除黨籍、軍籍，遣返回鄉勞動就業；二子趙仲明被開除黨籍，另行安排

工作；三子趙仲平被開除學籍，回鄉勞動⋯⋯

趙仲恩曾作為轟炸機上的通訊長，參加過著名的「一江山島戰鬥」，當年

《人民日報》有過報導hk。1964年8月，空軍司令劉亞樓的夫人翟雲英，在婦

聯聽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報告，回來告訴劉亞樓，在空軍還有這樣一個暗

藏的階級異己份子，劉亞樓立即查出並把他清除、遣返回家了。趙仲恩把復

員費全部捐給了生產隊，在曹中莊生產隊掏大糞。1984年，中共撫寧縣委為

他落實了政策，安排到縣五金廠當黨支部書記。1986年，撫寧縣委授予他優

秀共產黨員稱號，以表彰他歷盡劫難無怨無悔的崇高精神hl。

桃園四清的補劃階級影響極大。整個盧王莊公社2,098戶（不含蒲蘭大

隊），錯劃成份的有324戶，佔15%。其中清查出來的漏劃地主、富農46戶。

撫寧縣四清錯劃地主、富農成份1,014戶hm。他們被補劃為「階級敵人」的同

時，也斷送了子女的前途命運。如盧王莊大隊會計董獻廷，兒子董國柱是外

交部信使，他被劃成了漏網資本家後，河北省委盧王莊工作隊給外交部政治

部去信，通報董國柱的父親是漏劃階級敵人hn，這樣一來，董信使的國家信

使工作肯定是做不成了。

從桃園大隊的補劃階級中，「桃園經驗」得出了在四清中搞「民主革命補

課」的一般性認識：「從桃園來看，原來的地主和漏劃地富的子女基本上都不

在農村，這樣的戶一共十六戶（土改時訂了五戶地主，四戶富農，其中有五

戶，全家都搬到城市去了）ho，他們的成年子女一共三十四個，只有三個在農

村幹農業活，那三十一個都是在北京、天津、東北的廠礦、企業、學校、還

有的在機要部門。在北京的八個人，有在工廠的，有在學校工作的，有在軍

隊的，他們中只有四個人登記了地主成份」，作者進而提出：「和平土改區一

定要認真登記成份，這個馬虎不得」，並由此認為：和平土改地區的民主革命

不徹底，劃階級成份的漏洞很大，許多漏劃的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弟都鑽到

城裏去了，他們改換了出身成份，成了城市貧民。所以「桃園經驗」說城鄉社

教運動的「清階級」，要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一起搞，才搞得清楚。這個

結論對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的激進化影響極大。

四清的複查重劃階級和建立階級檔案，是1960年代重塑階級政治身份社

會的重要內容。西北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中，普遍複查土改的階級成份，

甚至查三代、看五夫（姑父、姨夫、舅父、姐夫、妹夫）。四清運動中的階級

鬥爭概念化和虛擬化，強化了階級出身的政治標籤化，發展出一條從強化階

級成份開始，「唯成份論」隨之泛濫，再到文革「血統論」猖獗一時的歷史演進

線路。

4、「上面的根子」——榆關區副區長蘇長吉

「桃園經驗」抓農村階級鬥爭的一個新經驗，就是「抓上面的根子」。這個

思想來自劉少奇。劉少奇聽王光美介紹桃園四清時說：不但要抓他們下面的

地富反壞的「根子」，還要查「上面的根子」，挖「上面的根子」，「犯嚴重四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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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基層幹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有根子，要切實追查一下，要切實

整一下」，「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hp。劉少奇還

具體指出，榆關區副區長蘇長吉就是吳臣「上面的根子」。

「桃園經驗」把蘇長吉作為吳臣的後台，列舉出了他的六項問題：（1）桃園

大隊賭博成風，蘇長吉經常到這裏賭博，還帶了縣委辦公室主任一起來賭博； 

（2）關希顏和蘇長吉是乾兄弟，他老婆是蘇長吉的姘頭。蘇長吉一來，關希顏

就搬到牲口棚住，給他騰地方；（3）關希顏是「偷摸滲漏甚麼事都做」的人，

1961年還搶過一個棉襖（在地頭上撿的），被公安局抓了。蘇長吉包庇他，從

公安局把他給要了回來；（4）蘇長吉參加蒲蘭大隊四清工作隊，對四清一直抱

着抵觸、反對甚至破壞的態度，說蒲蘭搞糟了，搞「左」了；（5）蘇長吉在桃園

和牛頭崖有「享腐化福」的窩子，拉了一批基層幹部的酒肉朋友，一起吃喝、

聊女人；（6）蘇長吉被迫交出了他的腐敗日記，其中記載他與女人來往的事

情，日記標題就是「雲雨日記」。但並沒有說出蘇長吉的腐敗與吳臣有甚麼具

體的關聯。

筆者於2008年4月間，在撫寧縣招待所三次採訪蘇長吉。他的往事回憶

與「桃園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故事。

蘇長吉是撫寧縣蘇官營村人，1947年入黨，1948年春調到牛頭崖區委任

幹事，在桃園村一帶搞了四五個月土改和建黨。其後回縣委工作，沒再過問

桃園的事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發展黨員工作就做過吳臣、關希顏這一批。 

1952年蘇長吉調到唐山地委組織部工作，先後任黨員管理科幹事、副科長。

1962年地委機關幹部下放，回撫寧縣任東風工委副書記。工委合併為榆關區

委後，改任副區長。

1963年省委在盧王莊公社蒲蘭大隊搞四清試點，蘇長吉也參加了。他對

四清提出了一些反對意見，主要是：運動要與整黨結合，搞運動不能影響生

產，對基層幹部要有甚麼問題說甚麼問題，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因大隊搞

運動就減少徵購量，等等。縣委把他調回縣裏反省，檢討在蒲蘭大隊四清問

題上的錯誤，後來縣委和工作隊又對他進行政治審查hq。1964年3月26日召

開蘇長吉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hr，主要查他的生活作風上的男女問題，責令

他寫檢查hs。期間，工作隊桃園大隊鬥吳臣，讓蘇長吉也去檢查。蘇長吉說

他與吳臣是工作關係，在桃園沒有犯錯誤，拒絕到場。

事實上，工作隊也找不出吳臣與蘇長吉有甚麼「勾結」關係。所謂土改貪

污金鎦子的事情查無實據；蘇長吉在男女問題上的那點事兒也很輕微，查不

出更多的問題。劉少奇親自抓這個案子，壓迫省、地、縣的黨委政法部門，

一定要嚴肅處理此案，辦案人員只得別開蹊徑，另外找出了蘇長吉有關歡迎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言論，把他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判了六年徒刑。蘇長吉對

這個處理不服，向組織上訴，向唐山地委書記馬力訴冤，但都沒有結果。文

革中，蘇長吉刑滿釋放回家，戴了「壞份子」帽子。在文革後，中共撫寧縣委

重新複查了蘇長吉的案件，予以徹底平反ht。

蘇長吉從未讀過「桃園經驗」ik，筆者詢問其中有關他的問題，答覆如下： 

（1）桃園土改時沒有分過「浮財」，他與吳臣之間也沒有甚麼私誼。（2）關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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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一家是厚道的本分人家，所謂蓋「關家門樓」的事情根本不存在。（3）他對關希

顏妻子非常尊重，以老嫂子看待，連句玩笑話都沒有說過。（4）當年與他有親

密接觸的婦女有三人，沒有發生性關係。（5）他根本不知道有一本「雲雨日記」

的事情，也從沒有主動交出過日記il；只是省公安廳審訊他時，提到他的日

記中有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反動言論」，與情色無關im。

據此可見，「桃園經驗」說「桃園這個支部是蘇長吉建立的，而且是按蘇長

吉和吳臣的面貌所改造的」，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所謂漏網地主趙學瀚、「四

不清」幹部吳臣、「蛻化變質」副區長蘇長吉，其實都是「抓根子」的政治祭品。

5、追「上面的根子」——地方幹部的群體尷尬

「桃園經驗」對階級鬥爭的新發展，是提出了要挖「上面的根子」。它斷言

說：基層的「四不清」幹部，大體在社、區、縣都有靠山。然而，「根子」追到

區、縣幹部一層，所牽涉的問題就不僅是人事了，還牽涉到各項制度和程序

規定，從而生發出了規制政治與運動政治的一系列矛盾衝突。縣委的角色非

常尷尬，從社、區、縣三級幹部，到縣委第一書記強華，「桃園經驗」都有點

名批評。

在四清開始時，縣委第一書記兼工作隊長強華按照中央「雙十條」精神動

員講，「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要依靠基層等，王光美認為這是給運

動「潑冷水」。在處理幹部的程序和規制問題上，桃園四清工作隊與縣裏發生

了直接衝突。在有關吳臣與蘇長吉的事情上，牽扯到縣監委書記陶克日和縣

水利科長育仁等一批縣裏幹部。

桃園工作隊要在桃園村開會批蘇長吉，請陶克日主持。陶推諉說：蘇長

吉是現任區長，「可不能像搞吳臣那樣搞法」。王光美認為地方幹部「框框

多」，並得出了「不能怕和地方黨委搞壞了關係」的基本認識。

育仁與王光美的交集是在業務問題上，但卻上升為政治問題。1964年 

3月8日，育仁下鄉到桃園大隊，大隊幹部提出要修一個揚水站種水稻，這是

王光美在桃園大隊搞的一個政績工程。育仁不知是王光美的主意，隨口說：

「誰給你們出的這個孬主意，就這點蛤蟆尿能種稻田？」當他知道王光美在場

時，當下就嚇傻了，趕緊給縣委書記強華打電話求救，但強華也不敢出頭。

事後，縣裏趕緊撥專款派專人給桃園大隊解決了建揚水站的事情。實際上，

桃園大隊的水量有限，是種不了水稻的。桃園大隊在現場的當事人後來也承

認，水利科長育仁的意見是實事求是的，當時桃園確實水少in。

但在「桃園經驗」中，修揚水站的事情卻成了一個上下勾結的行賄受賄故

事，修揚水站的時間被有意地提到四清之前。故事說：吳臣在任的時候，給

水利科副科長送了100斤大米，縣水利科已經同意在桃園修建一個揚水站，還

選好了地點，立即開了工。桃園四清後，吳臣遭撤職，水利科長又說不行

了，桃園水源不夠，把水利款批到不搞四清的地方去了。「桃園經驗」還說：

「他〔育仁〕沒有到桃園來看過。」「桃園經驗」的故事與本事出入很大，意在說

明縣裏幹部和「四不清」基層幹部的沆瀣一氣，合夥抗拒四清運動。育仁因為

這件事在四清中挨了整，受了處分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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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長吉案在縣裏牽連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個幹部。因為「桃園經驗」講的一

些事情，與實際情況出入很大，按有關政策規制，是處理不下去的。由於撫

寧縣沒有立即處理蘇長吉，沒有立即開除「補劃地主」小學教員單立中的公

職，也沒有立即給盧王莊公社四清查出的二十五個「漏劃地富份子」的子女所

在單位寫「階級複議」證明信，1964年9月16日，劉少奇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副

部長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點名批評了唐山地委書記馬力和撫寧縣委主要領

導，指示要查具體辦事人的階級「根子」問題，結果查出縣四清辦公室有三分

之一是地富子弟ip。對此，縣委第一書記強華多次作深刻檢討iq，縣監委書

記陶克日、縣公安局長、縣辦公室主任等一批縣級幹部受到處分ir。

平心而論，以劉少奇幾十年的革命閱歷和長期分管黨的組織黨務工作的

領導經驗，不會不清楚這樣處理幹部的方式可能是有問題的。但是，「桃園 

經驗」已經作為四清樣板轉發全黨，已成為中央指導運動的標竿，如果發生甚

麼差池，就不是村莊政治的小事體，而是關係到中央政治威信的大事情。所

以，即使有些證據不實的問題，也必須照本宣科地處理下去。這時是講不得

「實事求是」的，即使有冤枉也得過幾年再說。從歷史上講，這是政治運動的

革命體制使然。在文革後撥亂反正的眾多案例中，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

在劉少奇「追根子」思想的影響下，撫寧縣四清處理幹部相當嚴重。盧王

莊公社531名社、隊幹部，353名有「四不清」問題。全縣「四不清」問題的幹部

11,807名，佔幹部總數的65%；受黨政紀處分的幹部1,013名，受刑事處分的

37名；一名副縣長勞教，一名副縣長自殺is。

四　「掌握好群眾運動的規律」——「桃園經驗」的經驗分析

王光美貴為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能夠從中央最高層扎根到農村最基層

單位開展四清，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王

光美到基層蹲點，不是一般意義的社會調查，而是要為中央高層指導四清運

動取得第一手實踐經驗。然而，王光美最大的短板是缺乏底層社會的生活經

驗，對農村工作的複雜性知之甚少。

王光美在桃園四清中，劉少奇不斷予以具體指導，並在指導中形成了他

的四清思路。回京後，她又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建構出了「桃園經驗」的現實

版階級鬥爭故事，給全國的社教運動提供了一個指導性的實踐樣板。「桃園經

驗」作為中共在執政條件下開展階級鬥爭的新範本，既有許多過去共產革命的

老經驗，又有在「反修防修」指導思想下的新發揮，其中許多關鍵性語言是劉

少奇的原話。從而在現實政治的層面上，溝通了奪取政權的階級鬥爭和鞏固

政權的階級鬥爭之間的歷史聯繫。

「桃園經驗」的內容虛虛實實，不乏有虛構和誇張之處，甚至還有些情節

編造。但四清運動的基本面貌和基本問題都反映出來了，不僅沒有迴避，而

且還突出表現了運動中的種種矛盾衝突，特別是工作隊與當地幹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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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敍述方式大量引用了許多群眾性的語言素材。只要撇開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形

態立場，是能看出許多東西來的，具有考察階級鬥爭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分

析價值。

「桃園經驗」提供了一個中共在執政條件下，以階級鬥爭重新整合基層社

會的完整案例。其中最有理論分析價值的地方，就是比較完整地展現了共產

黨運動群眾的一套政治動員技術，這就是「桃園經驗」特別強調的「掌握好群眾

運動的規律」。關節處有兩點：一是如何掌控動員群眾的「火候」；二是如何運

用政治運動的「群眾」話語。這是其他歷史文本中論之不多，言之不細的地方。

（一）如何掌控動員群眾的「火候」

首先是「桃園經驗」中關於把握群眾運動的「火候」問題。劉少奇在代中央

起草的轉發「桃園經驗」的批示中，特別把「桃園經驗」的掌握「火候」問題，作

為應注意的強調重點：「在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

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掌握

「不能實事求是」與「實事求是」之間的「火候」，是領導運動群眾的一個關鍵法

門。「桃園經驗」說：在發動群眾運動的時候，是不能搞實事求是的。先講實

事求是，群眾就不講話了。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再講實事求是。「甚麼時候該

轉入實事求是，這個火候要根據很多迹象來判斷」，「轉早了不徹底，轉晚了

要糾偏」。王光美還以她在1947年參加晉綏土改的經歷，解釋了掌握運動「火

候」問題的重要性：「真正發動了群眾，真正掌握了這個火候，才能既把問題

搞清楚，又少出後遺症。」

劉少奇在桃園四清問題上，講了許多發動群眾運動的經驗之談。如搞運

動必須樹立一個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政策」；在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

前，不要提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村幹部；對運動搞錯的人「冤枉就冤枉

幾年」，等等，這些都是如何領導群眾運動的辯證法，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心領

神會。毛澤東特別強調樹立對立面的問題，他在1958年9月第十五次最高國

務會議上講話說：「我是歷來主張對立面的，沒有對立面，誰也不幹的。」it

集體化體制下的幹群矛盾是體制性常態。農村基層幹部是不拿國家工資

的農民頭，身兼雙重角色：一方面要壓迫農民為國家提供糧食；一方面要維

護農民的基本生存條件。在集體化的半飢餓生存條件下，幹群矛盾的內容非

常龐雜，匯集了村莊社會從歷史到現實的各種新舊矛盾和利益衝突，很難理

得清楚。「後十條」強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村幹部」，實際上是要維

護現有的鄉村權力格局。桃園四清的「扎根串連」、鬥爭幹部的做法，則是要

打破現有的鄉村權力格局，明顯帶有1947年土改運動「搬石頭」的印記。「反

和平演變」在基層單位搞「兩面政權」，實則是以虛擬現實的階級鬥爭理論重組

農村基層政權，以外部的政治力量改變基層政治結構，勢必造成對基層幹部

的嚴重傷害，發生打擊面廣大的事情。這是1964年下半年激進化的四清運動

中，各地普遍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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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經驗」總結的發動群眾鬥爭基層幹部的經驗，一是把群眾原來熟視

無睹的事情，通過上綱上線的分析，啟發群眾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二是在工

作隊的撐腰下，組織群眾揭發鬥爭幹部，挑動幹群矛盾，煽動鬥爭情緒。當

群眾鬥爭情緒愈來愈激烈之時，工作隊再適時把握「火候」。從開始發動群眾

的「不實事求是」，轉為落實政策的「實事求是」。「桃園經驗」講掌握「火候」的

標誌是，群眾「敢講話了，當面也敢講，也敢查，而且已經發現有過激情緒的

苗頭了」，並舉出三隊會計的例子：「〔工作隊〕摸底他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塊錢

的事，可是積極份子非說他有七千塊錢的事不可」，說明群眾情緒被調動起來

了。這就是需要工作隊出面來講「實事求是」的時候了；再不主動「改口」，就

要跟着積極份子犯左傾錯誤了。

「桃園經驗」講，只要掌握好了運動「火候」，就能夠做到既弄清問題，又

不留後遺症，這當然是作者的想當然。外來的工作隊在運動結束後離開，給

村莊留下了「撕破臉」鬥爭的人際結怨，這是鄉村「熟人社會」的生活圈子中幾

輩子都抹不平的事情。

（二）如何運用政治運動的「群眾」話語

其次是「桃園經驗」中關於「群眾」話語的問題。在政治活動中，「群眾」和

「群眾利益」是一個巧言令色的詞彙，最容易被政治投機份子所利用，形成道

德綁架，幹出違逆人性常理的事情。人民群眾的對象宏大，聲音雜亂；似乎

具體，實則抽象；名為集合群體，實是散落個體；居於道德高地，又缺乏真

正的利益代言人。在對「群眾」話語的使用上，最能看出政治運動的品行。

在「桃園經驗」六萬八千多字的全文中，「群眾」使用詞頻最高，有358處；

而「黨」的詞頻只有158處，可見其立言的群眾立場。「桃園經驗」對「群眾」話

語的運用，大致有幾種情況：

第一，表達四清代表了群眾利益。如「桃園經驗」說：「群眾非常歡迎『四

清』，現在已經磨了米，砍了肉，準備接待『四清』工作隊。」這是沒有的事情，

是渲染的「形容詞」。相反，當地幹部群眾被運動嚇怕了，對工作隊很反感。

第二，把上面的意圖以群眾意見的名義講出來。如「桃園經驗」中說「追根

子」是群眾提出來的。原是桃園不知名村民說大隊幹部「背後有人」的閒話，而

劉少奇引申為「追根子」的意思。他在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撫寧縣

群眾反映要抓壞幹部在「上面的根子」，所以他才引起了警惕jk。這是以群眾

話語來表述自己的運動意圖。

第三，把個人意見說成是群眾的意見。如在整蘇長吉的問題上，王光美

要挖出支持吳臣「四不清」的後台幹部，工作隊找到了發展桃園第一批黨員的

副區長蘇長吉。但「桃園經驗」卻說這是「根據桃園群眾和幹部的揭發」，挖出

來的一個「爛透了頂的蛻化變質份子」。

第四，以群眾意見的名義作為整人的擋箭牌。如開除吳臣黨籍，定為「壞

份子」，「桃園經驗」講這是群眾的一致要求：「要不定成壞份子，就是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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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這是由工作組定的，桃園大隊的幹部、群眾誰也不敢說不jl。

第五，以群眾的名義整群眾。如「桃園經驗」講：四清和退賠基本完成了

以後，幹部矛盾基本上解決了，群眾「洗澡」就成了社員的要求。實際上，群

眾「洗澡」，是有領導有計劃的運動部署，當時要求層層發動，培養典型，先

黨員、團員、積極份子，後群眾jm。所謂「社員要求」，不過是一個「順民意」

的說辭，群眾根本沒有這個意願。

階級革命運用「群眾」話語的類似事例很多，其要義很簡單：把自己的意

圖通過「群眾」話語的方式表達出來，賦予群體道義的合法性，使之具有不可

置疑的權威力量。「桃園經驗」無疑是熟悉這套政治動員策略的，在群眾話語

技巧上運用得十分出色。左傾小知識份子與社會邊緣份子，是共產革命進行

底層革命動員的兩個重要群體。前者能鼓動，後者能衝殺，兩者結合起來就

會形成群眾運動走向激進化的生猛力量。青年知識份子有革命激情，是左傾

思潮的社會載體。「桃園經驗」在1964年下半年激進化的四清運動中風行一

時，為一些青年知識份子追捧，原因即在於此。

從上可見，把握運動群眾的煽火與澆水的「火候」，掌握以「群眾」聲音表

達領導意志的話語權，是中共領導群眾運動的兩大法門，在「桃園經驗」中有

比較細緻的描述和集中的體現。可以說，「桃園經驗」為我們理解共產革命的

底層群眾動員，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實例，有其獨特性的史料文本價值。

五　餘論：從村莊政治到國家政治

1964年，劉少奇親自主持修訂的「後十條」（修正草案）講，這次農村社教

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

運動」jn。「桃園經驗」從村莊政治的微觀層面，提供了以階級鬥爭重組基層的

政治實踐。然而，用外力植入鄉村社會的革命動員，固然可以造成鄉村權力

的顛覆，但卻很難使革命成果在鄉村土壤落地生根。

「桃園經驗」雖然風行全國，但在原產地卻造成了嚴重的運動後遺症。村

裏許多幹部和社員群眾都不願接受王光美扶植上台的幹部，四清下台的幹部

也不服氣。為了確保桃園的四清典型，王光美憑藉特殊身份，調用大量的公

共財力物力投入給桃園大隊，還留下了「鞏固組」看攤，不准四清下台幹部翻

案，直到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9月才撤出。

可以見得，作為政績工程的桃園四清經驗，實際上是以政治特權製造出

來的一個「政治花瓶」。同時也說明了1960年代的「階級鬥爭為綱」是一場虛擬

現實的革命，「和平演變」是依靠外力輸入鄉村社會的。「政治花瓶」的維護成

本非常高。桃園點的維護，不僅有經濟上的輸血，而且還有政治上的付出，

錯誤處理了上百名縣區在職幹部。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說，在毛澤東時代樹立的政治典型，都是基於某

種政策理念的意識形態創作，與本然的實體社會是脫離的。這些先進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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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都需要有國家政府格外施恩的陽光雨露。典型層級愈高，維護的成本

愈大。群眾議論說：「大幹部蹲點沾大光，小幹部蹲點沾小光，沒幹部蹲點不

沾光。」桃園大隊僅水電兩項，1964年的國家投資就七萬多元。然而，桃園大

隊1964年的糧食產量是下降的，農民的口糧標準也低於去年。1965、1966年

接連減產。1966年的工分值只相當於1964年的一半jo。

劉少奇把王光美桃園四清個案的特殊性當作普遍性，以為是掌握了來自

基層一線的實踐「真理」jp。在1964年5、6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後，「桃園經

驗」開始從村莊政治上升到國家政治。劉少奇以「桃園經驗」指導運動，反映了

領袖政治與科層制官僚系統的衝突、運動體制和制度理性的衝突。這種體制

性衝突，先有劉少奇與地方黨委的意見不合，後有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分

歧，成為導致文革發生的一個直接原因。「桃園經驗」與中央高層的四清運

思，以及與毛、劉之間的分歧衝突關係甚大，需另外述之，本文不贅。

隨着文革高層鬥爭和政治權力的轉移，桃園大隊的村莊政治又顛倒過來

了，再次成為全國矚目的政治焦點。桃園四清變成了劉少奇、王光美企圖「復

辟資本主義」的「黑樣板」，並與文革政治相聯繫，又新加上了對幹部「打擊一

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面典型jq。1967年4月23日，北京、天津、唐山等地

的造反派組織和當地駐軍在桃園大隊聯合召開聲勢浩大的聲討劉少奇大會，

原桃園四清工作隊的成員被激烈批鬥，殘酷毆打，四清運動鬥爭的軟暴力望

塵莫及。文革運動比四清運動更為暴烈，但四清運動卻是它的源頭所在。

吳臣、關景東二人因「桃園經驗」而被貼上了黑白分明的政治標籤。四清

上台幹部關景東，被打成了劉少奇、王光美「黑線」上的「小爬蟲」，成為全國

大隊級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首，被開除黨籍，戴上「壞份子」帽子。

四清下台幹部吳臣則成為了反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草根英雄，甄別平反，恢

復黨籍和原來職務。在文革新政權的安排下，吳臣在各處宣講王光美在桃園

四清的罪行，以後還成為了撫寧縣革委會的副主任。

吳臣、關景東這兩個出身底層的草民百姓，被歷史的偶然性拋到了政治

運動的峰谷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充當了高層鬥爭的政治玩偶，變成了你上我

下相互打倒的政敵對頭。他們的個人命運狀如浮萍，隨着國家政治風雲跌宕

起伏，也給村莊社會留下了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劉少奇平反後，關景東當

了桃園大隊支部書記，屆後主動辭職，留下空缺無人代替，又由吳臣接任。

但因吳臣是高層人士關注之人，當地黨委沒有給他任職名分，以村民身份實

際主持村裏工作。吳臣的四清問題生前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去世後葬於本村

河灘，幾年後墓碑不知被何人所砸。

在北方農村一個普通生產大隊中所發生的村莊政治，竟然能夠影響到國

家的高層政治，而且還間接影響了以後的歷史進程，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

過的事情。然而，幾十年階級鬥爭治國的反覆折騰，雖然找出了無數階級敵

人，卻始終解決不了幾億農民的吃飯問題。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

後，桃園村的農民吃糧才脫離了每天八大兩的半飢餓狀態，從1.2斤、1.5斤逐

年增加。到1982年人民公社解體以後，桃園村農民就可以實實在在地敞開肚

皮吃糧了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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