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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开幕了。 

这一次会议的任务是：检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执行情况，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经验，以便根据新的情况与要求，来讨论并规定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因此，这次 会

议担负了继续巩固胜利，继续发展胜利，更彻底地打击敌人，更深入地展开镇压反革命的

经常斗争的重大责任，这是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 

为了说明情况和确定今后斗争任务，我的报告，拟提出下列一些意见。 

 

第一部分镇压反革命运动现在情况的分析 

 

镇压反革命运动总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成绩很大，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所谓成绩很大，就是全国极大部份地区，经过捕杀和关押了大量反革命首要分子以

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这样五个方面的敌人，已经受到了极其严

重的打击。据中南公安部的报告，中南全区反革命骨干分子约计一百四十万。镇压反革命

运动以来，被我杀掉二十二万，关押了三十四万，管制的估计有六十万，合计达一百二十

万，即是反革命骨干分子已有 80%以上受到了杀、关、管各种惩罚和打击。即令其中有若

干不准确的地方，那么，保守一点估计:也有 70%以上受到了惩罚和打击。在西南，全区

反革命骨干分子约计七十万，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杀十六万（内军队杀一万），关押了

二十四万，管制了十万，合计五十万，占反革命骨干分子总数 70%。即令也有若干不准确

的地方，那么，60%以上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受到了杀、关、管各种惩罚和打击，则是大

体可靠的。西南全区农村中，组织与参加暴动的特务、伪乡长、伪乡队附、反动党团区乡

负责人、 土匪中队长以上的匪首和惯匪，及一县、一区、一乡之恶霸而又多数组织和参

加了暴动的，大部地区基本上都已杀掉或捕押。华东全区有 60%的地方，中南六省二市有

五省一市，西北一百八十个县中的一百二十个县，老区华北有 80%的地方，山东有 75%以

上的地方，燕北占人口五分之四的老区及半老区中的城市，以及西南大多数地区，据各地

报告及各个检查组的报告，都属于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地区。 



所谓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即在一部份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得还不彻底，甚

则少数地区到你至今根本未动。这样的地区各大行政区都有。华东还有 25%到 35%的地区

不够彻底，10%到 15%的地区还差不多完全未动。西南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与尚未进行土地

改革的地区及新收复区（贵州的荔波等四县）有些还不彻底，有些根本未动。华北 20%的

地区及东北半老区的农村，还未彻底的解决问题。西北还有五十七个县不彻底，十二个县

也差不多完全未动。 

一般的说来，老区比新区进行得较为彻底；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比未实行土地改

革的地区是行得较为彻底。但就在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还有比较彻底与比料不彻底

的地方。例如华东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据华东农委会今年五月份统计，尚有 50%的所谓

“夹生饭”，现在情况当然有所改变。在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镇压反革命工作也是不

彻底的。 

全国沿海地区，与帝国主义势力接壤的边沿地区，及新区若干偏僻山地、湖沼地

带，以及若干运动起来较晚的地区，有的是完全未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的也进行得

很不彻底。 

在广大新区，运动的锋芒主要是打击了土匪和恶霸。中南全区匪首惯匪等共约

248000人，被杀 65000 多人，即彻底消灭了四分之一以上。全区恶霸地主约 373000，被

杀者 54000，即消灭了七分之一。没有被杀的惯匪恶霸，除少数潜逃外，其余多被关押或

管制。华东全区处决匪首、惯匪占 38。4%，恶霸不法地主占 35。1%，两者合计达 73。

5%。西南全区处决匪首、惯匪及暴动首恶犯占处决总数 47%，处决恶霸不法地主占处决总

数 23%。福建处决反革命中，土匪占 56。7%。广西处决人犯中，土匪占 64.9%。江西处决

之恶霸，占处决数的 40%。云南处决土匪，占处决数 59。8%。川北处决数中，恶霸占

40。2%。 

但另一方面，对于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虽也给了他们一些打击，但一般

地打击不够，反动会道门头子也给了一些打击，但把反动会道门作为一个反革命组织来摧

毁它，则远未达到目的。 

老区和城市，虽然一般地比较彻底，但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不彻底的部份或

方面。反动会道门虽受到很大打击，基本上算是打垮了，但残余分子尚待肃清，个 别地

区如山东，对会道门头子虽打击得比较彻底，但尚有滕县专区仍未取缔，秦安专区只打击

了一两种会道门，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东北会道门残余分子，最近尚阴 谋暴动。河南尚

有一万余会道门头子没有受到打击。老区若干地方，散匪尚未完全消灭。关内城市中北

京、天津、武汉、重庆、西安、青岛、济南比较彻底，广州、上海不大彻底，即在比较彻

底的城市，对于城市恶霸及工矿中封建势力以及隐藏的机关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则

是打击不够的。 

无论老区、新区、农村、城市，都有一批外逃分子没有归案法办，中南估计有三万

到五万，华东估计有三万，西南估计有两万左右，西北有三千，山东淄博专区有 六、七

百，这些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绝大部份都是罪恶深重民愤甚大的罪犯，群众迫切要求将他



们追捕归案法办。对于特务分子，则一般均打击不够，特别是对那些 既未参加土匪，又

无显著恶霸行为的特务分子，打击不够。对于隐蔽较深的特务，打击更少。 

即在那些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得比较彻底的省、或者专区，也还有一些进行得不彻

底的县和为数不少的不彻底甚至完全未动的所谓空白的区乡。例如山东临沂的一千 多个

村庄，文登专区的五、六个区，沂水专区的日照、蒙山两县是进行得不彻底的。河北全省

据几十个县委书记六月份的报告，尚有六十八个县镇，17112个 村庄也是进行得不彻底

的，其中有六个县与六千六百十一个村庄，反革命受到打击很少甚至根本未受到打击。河

北沧县三区，还有二十八个村庄该捕该杀的反革命份 子，迄未捕杀。静海是一个进行得

比较彻底的县，也还有十四个村庄始终没有突破。通县专区的密云县，反革命分子是不少

的，但由于运动起来较晚，直到最近还一 个反革命未杀。山东、河北是老区，新区的情

形就更差。例如浙江嘉兴、临安、衢州、台州等专区的百分之三十及温州专区百分之五十

左右的地区，都进行得不彻 底。中南有一百五十个县进行得不彻底。湖北黄冈专区，是

基本上进行得彻底的地区，便其黄海、广济两县还进行得很不彻底。广东一省还有三十八

个县不彻底，二十个县根本没有动或没有大动。西南、西北也有类似的情形。 

彻底不彻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群众发动的情况，全国大致有三种情形，即打击了

反革命又发动了群众的地方，出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群众的政治积极 性与

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敢于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态度更加明确，完全

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优势，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密切了。这样

的地区也是多数。而在那些反革命未受到打击的地方，群众当然也不可能发动，在这些地

方，反革命分子气焰依然猖獗，人民不敢抬头如山西清源县 三分之一的村庄尚未发动斗

争，群众对政府是否为他们作主，尚有怀疑，根本不敢起来。即在那些杀了一些反革命，

但未大张旗鼓作宣传或未通过群众来镇压反革命 的地方，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如广东和

平县杀了五十八个反革命，没有开过一次控诉会，群众很不满意，反而增加了顾虑，怕外

逃反革命分子捉不回来，怕反革命分子报复，怕干部包庇反革命，因而，群众没有真正发

动起来。 

以上，就捕杀不足与发动群众不够两个方面来看，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到现在还

是极不平衡的。 

应该指出：我在这里所说的，所谓打击反革命彻底不彻底，是指上述五个方面的敌

人来说的，不是就所有反革命来说的。不消说:上述五个方面的敌人未彻底消灭以前，存

在着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即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敌人消灭以后，也存在着革命与反革

命之间的斗争。只要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反革命阶级存在，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存

在，就必然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存在。这种斗争，一直要继续到阶级社会的消灭和

世界革命的完成。为了不致误解和曲解起见，指出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以上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情况 

另一方面，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以来的四个月中，我们的主观情况也有了改变。镇

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若干干部和群众的左的情绪控制不严所产生的偏向 和错



误，其中有极少数是属于乱捕乱杀的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若干地区因为内部不纯，造

成乱捕乱杀的错误，也被认识清楚并把它停止下来了。加强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控制能

力。对待反革命各方面的政策，现在是更加完备与更加具体，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积极分子

的政策水平提高了，懂得了如何更好地，也是更坚决更彻底 地对待反革命和处置反革命

了。由于大批积案的清理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犯人进入劳动改造，使积压大批犯人以致监

狱拥挤、大批罪犯疾病死亡等严重状况，也已经有所改善。 

由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中央和毛主席的密切指志下，掌握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发

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即当运动应当收缩一下的时候，坚决而又适时的收缩下来，这

样就不仅巩固了胜利，避免了错误，并为进一步彻底镇压反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

由于坚决地收缩，加上传达得不好，有些机械、片面和平均主义的缺点，使少数地主，主

要是那些镇压反革命开展较晚的地方，多少束缚了一点手脚，损害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积极

性。但是经过工作，特别是通过必须要杀、有缓、有关、有管、有放的宣判大会，向群众

全面交代政策，这个缺点也很快地纠正了。 

总的来说，一方面镇压反革命工作还有不彻底的地区与不彻底的方面，需要继续加

以贯彻，把镇压反革命斗争进行彻底；一方面经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以后，我们的主观

能力确实加强了，因而也就可能把镇压反革命斗争进行彻底，保证了能够更好的完成任

务。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分析，来确定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的。 

第二部分 今后斗争任务  

根据上述情况的分析，把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一切不彻底的地区和一切不彻底的

方面，都进行得彻底；把广大群众更普遍更深入地发动起来；并在一切比较彻底的地区进

一步加强各方面的经常斗争，这就是我们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所应当采取的斗争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我们必须进行下列几个方面的、一系列的具体工作: 

第一，将一切不彻底的地区，不彻底的方面所躲藏的反革命分子，凡是应该捕必须

捕的，一律逮捕起来；凡是应该杀必须杀的，一律坚决杀掉。此项捕杀反革命的工 作，

必须在严密的调查研究，充分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制定计划，然后实行。从一九五一年十

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应是实行此次捕杀反 革命的计划的必

要时间。其主要目标仍然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敌

人，一直到彻底把他们肃清为止。至于某种地区应以某种敌人为重点，则视那个地区的具

体情况去规定。一切潜逃外地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多方发动群众缉拿，务使归案法办。在

清理积案中尚未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只要确系 罪大恶极，民愤极大，非杀不可的首恶分

子，则应发动群众坚决杀掉，不得犹疑。 

但实行以上的捕、杀反革命的计划和行动，必须认真遵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所规

定的政策和工作路线。凡是可杀可不杀的坚持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凡 是

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一律不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罪证确凿应该逮捕的，就应坚

决捕起。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彻底贯彻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镇 压反革命的斗



争时，必须与当地正在进行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民主改革

及宗教革新运动等等密切结合，以收相互支援相互推动之效。 

为保证更有秩序地进行工作，避免仍有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大行政区、专区三

级领导机关，必须加强领导，严格控制，交清政策和勤于检查。要从实际出发，既反对

“差不多”的 新的麻痹思想，也反对夸大敌人，提出过左的捕杀反革命的计划。对于捕

杀反革命的名单必须严格反复的审查，务求不要捕错、杀错。对于捕、杀权限，必须严加

控 制和严格遵守捕人批准权属于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属省一级等规定，不要随便交

给下面。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和控制完全切合实际的捕杀反革命的数字，心中无数 是危险

的。至于有些县区、乡，过去已经搞乱，至今尚未彻底纠正，以及那些由于基层党政机关

内部不纯，以致镇压反革命不彻底或发生乱捕乱杀的地方，则在队伍 没有整顿好领导没

有加强以前除现行犯外一律继续停止捕杀。必须在整顿好（包括清查混入党政基层内的反

革命分子）领导加强以后，再去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对于这

种地区，必须忍耐，不可性急。 

在遭受了灾害的地区，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因此，即使这些地区镇压反革命尚不彻

底，或者尚未发动镇压反革命，目前也不要把镇压反革命当作中心工作。但对于现 行反

革命犯，特别是那些企图鼓动灾民制造骚乱，或破坏救灾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则必须与救

灾工作相结合，在灾民群众中充分的揭露反革命的破坏阴谋，以便团结 多数，依靠群众

实行坚决地镇压。 

第二，清理积案，劳动改造，清理“中层”、“内层”等项重要工作，仍须继续完

成。分述如下： 

（一）继续清理积案。全国积案，大约还有近五十万罪犯，急待清理，并主要仍集

中于三大新区，因此仍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力争在十月底以前基本清理完毕，以便腾出

手 来继续进行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四个月来经验证明：清理积案既准且快的最好办

法，就是实行充分的群众路线。把政策向群众交代清楚，将群众所熟悉的反革命 罪犯交

给群众议论，并可由群众提出量刑的初步意见，再由一定的审判委员会或审判机关决议或

判决。也有的先经上面审查得出初步意见，再将案件拿到群众中去， 发动群众讨论，征

求群众意见。例如有些地方采取干部携案卷到乡村，到街道巡回审讯，发动群众控诉，补

充对证材料，吸引群众参加公审、判决等办法就是实行群 众路线的生动有效的办法。这

样做的结果，群众不仅可以对他们熟悉的反革命分子，提供许多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材料，

而且在掌握政策以后，也能够提出正确的判刑 意见。“人民坐大堂”，“人民当法官”

真 是一个创举，已搏得广大人民的称赞，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所以清理积案的过

程，同时又是继续深入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展开激烈斗争的过程。如果清理积 案忘

记了发动群众，则不仅清案工作做不好，群众的积极性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四个月经

验又证明：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审判清理工作，既对于民主人士是一种很 好的教育，又有

利于我们克服与防止草率和粗糙的作风。因此，深入发动群众吸引民主人士参加，同时加

强领导，抽调大批干部进行突击清理以及加强专门机关的审讯、调查工作，是这次清理工

作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一切地方的清理大批案犯时都应继续采取的方法。此外，四个月

经验还证明：在清案工作中有准备有计划地召 开有杀、缓、关、管、放五种类型案件处



理的宣判大会，对于全面宣传政策，教育群众，瓦解敌人，都有极大的作用，在今后处理

罪犯时还应照此办理。 

（二）强迫罪犯劳动，是消灭反革命阶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

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

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

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

要强迫他们劳动”共同纲领第七条，也有同样规定。我所以要作这样的引证，其目的在引

起大家加以必要的注意。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对劳动改造这一项包含着极端重要

的政治 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工作，重视不够。如果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只会侦察、破案、审

讯，而不懂得去改造他们，那末，我们的工作只是做了一半。也许还不是很重要的一半。

只有既懂得并善于打击反革命分子又懂得并善于改造那些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彻

底地消灭反革命破坏活动，也才利于最后彻底消灭反革命阶级。 

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十分重视做好这一工作，经费、干部、武装尚未完全解

决的地方，必须执行中央规定迅速解决。必须抽调若干得力干部而不只是抽调一些很弱的

干部去做这件事情，应当看到：对于劳动改造，特别是大规模的劳动改造，我们的经验尚

感不足，如果我们又不加重视，那么我们就会失败。 

依据目前的情况，即应着重组织专、县两级就地劳动改造的工作，过分集中是行不

通的。但要看到今天，也要看到明天。因此坚决实行统一筹划，因地制宜，集中领导，分

散经营，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方针，乃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生产对

象，一般以从事农业和水利、筑路、造屋等工程为主，以若干可行的小 型轻工业或手工

业为辅，必须精密计划，必须长期打算，必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纠正与防止

单纯营利或与民争利或与国家经济建设计划脱节的错误偏向。经济核算制度和会计监督制

度，加强生产管理和加强技术管理等项，也应着手准备，以便逐步实行。必须争取所有应

该劳动改造的犯人，都能在今年内全部投入生产，并须争取在一两年内，由部份自给逐步

做到全部自给，以减轻国家负担。 

劳动改造工作，是政治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要把罪犯改

造成为新人，就要一方面的政治上、思想上铲除他们反革命的立场、观点，另方面 的生

产技能上也锻炼他们成为一个熟练的劳动者，使他们以一个罪犯身份进去，以一个熟练的

劳动者出来。因而，这个任务虽是很艰巨的，但又是很光荣的。 

（三）清理“中层”、“内层”的 工作，仍是后半年应当继续进行的重要工作。

就中央一级及各地清理机关内部的情况来看，经过学习和号召坦白，使许多人交清了历史

或其他问题，安下心来；使少 数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并受到应有的处理。因而也就初

步地达到了纯洁组织，团结内部，提高觉悟，巩固统一战绩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其主

要经验就是：在运动中，共产党员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坚持团结多

数人员，打击少数反革命；坚持自觉自愿，不逼不追；坚持大部不抓，大部不杀，基本不

清洗 等等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整个运动中的领导艺术，应是一层一层的深



入，逐步缩小清查范围，孤立和暴露反革命分子，使已坦白者与反革命分子撕破脸 皮，

割断联系，进一步巩固学习成绩，这个经验也是成功的。 

凡是尚未进行清理工作的地方或部门，均应经过准备并运用上述经验，选择适当时

机进行清理一次。至于那些虽已清理但不彻底的地方或部门，则可留待今冬明春整风、整

党中再去继续进行清理。 

军队内部的清理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这是全国胜利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整

军，使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纯洁和巩固起来。但个别部队的清理 工作

中曾发生过刑讯、逼供错误，必须进行检讨，并在今后继续清理中严加防止和纠正。目前

有些部队才开始清理，或还未进行清理，特别是那些情况比较严重而尚 未进行清理的部

队，必须从今年十月起至年底三个月内完成清理工作。抗美援朝的部队，在可能条件下亦

应利用战斗空隙，进行必要的清理工作。遵照中央指示拟于 最近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

论并决定进行此种清理工作的正确而又可行的办法。军队中已经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目

前还有一大批尚未处理，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谨慎而又严肃地基本上处理完毕。处理的

政策和方法，除处决少数罪大恶极者外，仍是组织罪犯劳动改造，切不可大批清洗，推出

了事，以免遗害社会和遗害人民。 

由于清理工作一般地只清出了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则清出

较少。外部的反革命分子又有可能继续混入，因此所有军队必须在此次清理工作基础上，

结合今后整党或其他各种工作，继续注意纯洁内部，加强军队的侦察工作和经常的保卫工

作。 

一切公营和较大的私营工厂、矿山、企业，专科以上学校以及全部中、小学校教职

员，均应按照清理“中层”的 政策与方法进行清理一次。特别对于公营企业的干部和各

种要害部门，尤须认真加以清理。其方法，在工厂、矿山、企业以结合民主改革运动为

好。武汉、青岛的经 验，在运动中深入阶级教育，组织坦白、控诉及检举运动，对发动

工人群众，清查混在工厂中的反革命分子，开展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整顿工人阶级的队

伍，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与生产积极性，都起了很大作用。各地于条件成熟并经过准

备后，均可仿照办理。学校清查工作，某些地区如条件成熟，教职人员，即可结合今 年

寒假训练班以整风方式进行。专科以上学生，可以选择适当时机，通过学习镇压反革命文

件，提高觉悟后即可号召他们之中有问题的人忠诚坦白，以便弄清情况和 处理一些最突

出的问题。对于有用的技术人员、科学家、学者，在进行清理工作时，应特别注意方

式?，并予以必要之保护。关于工矿部门，学校部门，因为情况复杂，关系重大，弄得不

好，不仅妨碍生产学习，而且会影响我们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甚而脱离工人群众。如

果领导不强，控制不严，被暗藏反革命分子加以利用，其危险更大。为慎重起见，中央另

有专门指示，这里就不多说。 

第三“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大大丰富了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的内容，同时，

进一步把许多经常业务工作提到更为迫切的地位。特别是那些镇压反革命已比较彻底的地 

区，要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组织加强公安工作的经常业务。为更好的深入对敌斗争，根据敌

我斗争形势的要求，必须立即着手加强下述业务工作的建设。 



（一）加强侦察工作，在今天比过去更加重要。因为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只能

够打击那些业已暴露的及隐蔽得不深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隐蔽较深的特务，特别是经过帝

国主义躲藏得更巧妙的间谍分子，没有长期的专门的侦察工作，就根本不能为我们发现，

如果一在我们不更加强调地加强侦察工作，在今后斗争中就完全有可能使我们 陷于被

动、危险的地位。 

我们当前的侦察工作建设；必须着眼于加强对帝国主义特务的斗争，加强在宗教团

体内同帝国主义的分子与影响的斗争；加强特情工作与专案侦察；加强技术侦察； 加强

审讯工作；用力培养干部与适当改变组织机构等等，以适应今后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需

要。为此目的，中央公安部拟于本年内召集一次侦察工作的业务会议，以 总结经验和确

定今后在侦察业务上的许多具体作法与若干其他具体问题。 

（二）对于遗留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一切外国的间谍、特务分子，必须彻底加

以清除。对待他们的原则，依据国际惯例和依据我国目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情况，主要

应 是驱逐他们出境只对于犯有最严重罪行而又证据确凿的少数分子，才判处徒刑，为了

更有利于对敌斗争，今后对于一切外国反革命分子的判处，均应集中于中央公安 部统一

管理，以免畸轻畸重，给敌以攻击我们的借口。 

（三）经济保卫工作是今后经常斗争的重要方面，这是敌人破坏我们的重点，但又

恰是我们工作的弱点。故应引起更多的重视。除尽力健全保卫工作的机构，加强财政经济

部 门、交通运输部门、工厂、矿山、企业中群众性的保安工作外，特别要加强专门机关

的侦察工作。各企业的领导同志必须把保卫企业的安全和管理企业，视为同等重 要的任

务，切不可麻木不仁。 

（四）由于帝国主义和台湾残余匪帮的骚扰和破坏，由于不少的反革命分子逃到边

疆和海上去进行活动，因而使我国沿海地区及与帝国主义势力接壤的边疆地区，经常处在

紧 张与严重的状况中。因此，我边防保卫机关和边防地区的人民公安机关，应在当地党

委统一领导之下，共同协力，加强边防保卫，做好沿海渔民、船夫、水手中的群 众工

作，作好边疆少数民族工作，依靠群众开展边疆地区的镇压反革命斗争，肃清边疆地区的

土匪和特务，制止敌人一切潜入或强行打入我内地的阴谋，在今后甚为 必要。中央公安

部发出的并为中央所批准的全国边防会议的决议，各有关地区，均应切实的付诸实行。 

（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在遭受严重打击之后，正在千方百计地策划对

于我们的领袖和党、政、军、民的首长，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重要分子实

行暗害，企图以恐怖活动来打击革命。全国胜利以后，在各地都曾发生过反革命暗害革命

干部的事件，例?如山东黄祖炎同志的被害事件。因此，加强对领袖、对首长、对首脑机

关及重要民主人士的警卫与保卫工作，同反革命的暗害活动作尖锐的斗争，随时保持充分

的警惕性，实应引起十分的注意。 

第四，为了进一步缩小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堵塞反革命的空隙，争取一切可能

争取的人到人民方面来，必须对以下问题采取正确而又恰当的政策，加以解决。 



（一）作好管制工作，已成为目前迫切任务。全国需要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按新区

农村一般的约占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老区和城市千分之二的比例计算，为数将超过一百 

万，这是很大的数量。作好这一工作，对于分化瓦解敌人，堵塞反革命的活动空隙，有很

重要的意义。管制的目的就是给罪恶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以一定的惩罚，同时 又争取改造

他们成为好人。管制的正确方法主要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强迫他

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就是说要政治管制、思想教育与监督劳动 相结合。管制的力量基

本上依靠群众，运用群众力量进行监督，进行教育。目前管制工作，除应防止若干应该管

制的不加管制或放松管制的右的偏向外，主要应防止 左的偏向，防止打击面过宽，例如

重庆被管制分子达总人口千分之二十，太原达千分之二十四，显然是不对的。对于被管制

分子除了剥夺其政治权利之外，还施以侮 辱人身的管制办法，也是错误的。管制的基本

目的，既然是为了争取改造与防止继续作恶，一切管制的手段，当然也应该服从这个目

的。同时并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对 待。对于一些确有改悔的被管制的分子，要适时取消管

制，甚至提前取消管制，以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为加强对于管制工作的控制，今后对于被

管制分子的名单，应当严加审查，在农村，由区乡提出报县公安局审定批准。在城市，由

派出所、公安分局提出报市公安局批准。 

对于历史上与反革命或与反革命统治有过若干联系，但是劣迹不多的人，对于政治

上受过反革命影响至今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以及社会游离阶层中的

分子，只要在解放后未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就应采取改造团结的方针，向他们进行工

作，讲明政策，号召有错认错，劳动生产，改造自己。不要不加区别的 一律以反革命分

子看待。对于其中个别游离成性，难以改造，而群众要求管制的分子，可经县公安局批

准，在不剥夺其政治权利条件下，给以一定时期的劳动监督。 只要严格划清应该管制的

对象与应该进行一般社会改造的对象，而又采取不同的方针与办法，就会更加缩小反革命

活动的社会基础。 

（二）关于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新区城乡大多数还没有举办。在镇压反革命斗争胜

利的基础上，有计划有准备地展开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

摧 垮反动党团的组织。普遍进行这一工作的时机，一般业已成熟，不仅群众有此要求，

即反动党团分子本人亦要求有个交待后可以放心。因此，全国尚未举办过此项登 记工作

的一切地方，凡镇压反革命斗争已经深入，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均应在适当时机普遍举

办登记工作。各地在进行此项工作时，必须遵守中央一九四九年一月 二十七日指示的原

则。只登记区以上的骨干分子，不追究反动党团的普通分子。但对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伪军

官尉级以上、伪官吏乡级以上的党团分子，亦应命令他们 进行登记，以便完全弄清国民

党匪帮党、政、军骨干分子的全般情况，彻底摧毁反动党团的反革命组织。 

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在老区基本上完成。广大新区除打击了某些罪恶昭彰的道首

外，并未摧毁其组织。因此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在经过充分准备工作之后， 即应

进行彻底取缔。在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则不必着急，须待土地改革完成而又有了准

备之后，才去进行彻底的取缔工作。已有经验证明：反动会道门的组织，是可以彻底摧毁

的，其关键就是要掌握材料，深入宣传，在广大被骗道徒中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发动道

徒起来与道首斗争，启发他们展开退道、清算道费的运动（没有道费可退的不要退）。并



坚决依靠群众惩办一批罪恶昭彰的反动首领。作好了这些工作，会道门的反动组织，就大

体上被打垮了。剩下的残余分子，也就容易肃清了。 

（三）对反革命家属的工作，全国各地已开始试行，作得好的地方，都初步做到了

讲明政策、打破顾虑、揭露反革命罪恶，教育争取了其中多数的作用。但这一工作还没有

普 遍的开展起来，不少同志还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做好这一工作，乃是团结多数孤立反

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甚而有的地方有一些错误的作法，例如给这些人门口挂上“反革命

家属”牌，开会时设“反革命家属席”， 完全采取歧视打击他们的政策。这种作法只会

加深他们与人民的对立，其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人民，有利于敌人的。经验证明，反革命家

属中极大部份是可以教育争 取，使其各安生业，并拥护政府的措施的。其中坚决与人民

为敌的反动分子是极少数。因此，必须确定不移地对其中的大多数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

应使干部和群众 懂得：对待反革命家属的政策只要他们未参与反革命活动就不应株连他

们，即不在政治上打击他们，还要在经济上给以生活出路。因而对于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家

属， 应进行经常的适当的工作，并经常召开小型的反革命家属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

况，教育他们，并解决他们中的若干问题，对于生活无着的分子，应协同有关部门，尽可

能的安置他们。但对于少数坚持反动立场不愿与反革命斩断联系的人，特别是那些敢于进

行反革命破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不是什么反革命家属，故而必须坚决

的给以打击。 

第五，放手发动群众并大胆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打破公安工作中的孤立主义与神

秘主义，乃是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极其宝贵的收获。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必须继续坚

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工作路线。 

（一）必须继续大张旗鼓，加强宣传。我们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既要取得打倒敌人

的成果，又要取得发动群众的成果，因而我们把广大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看成为镇压反革

命 是否彻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看成是彻底镇压反革命的重要保证。经验证明：凡在镇

压反革命运动中，认真发动了群众的地方，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主人

翁的感觉和爱国情绪的高涨，都大大增强。否则其结果?就 是恰恰相反的。因此，一切群

众还没有发动，或发动是很不充分的地区，必须通过清理积案，通过继续捕杀反革命和其

他各种工作，采用各种形式，例如召开各界代 表会，各级政治协商委员会、反革命案件

审查委员会、控诉会，有领导地发动群众的检举运动和发动群众参加对于各种反革命分子

的判决等等，向群众进行深入普遍的宣传，使每个人都受到镇压反革命的实际教育，以提

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 

（二）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已有北京、上海、青岛、天津、河北、

太原、兰州、东北等地的试行经验。事实证明：治安保卫委员会是巩固与发挥群众对反革

命 的斗争积极性的很好的组织形式。凡是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群众觉悟提高了的地

方，人民群众对于治安保卫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都表现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怀。因此对每

一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产生，必须坚持经过群众自己的运动，由群众直接选举。只有这样

产生出来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才会获得群众的热烈拥护，并能够组织 与发挥群众反奸斗

争的力量。因此它的组织起来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的过程。公安部门必须加强

对于此项工作的领导。因治安保卫委员会，实际是公安机 关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也是



公安工作在群众中生根，并从而吸收新鲜血液以充实公安机构的无限源泉。我们起草了一

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请 同志们加以研究和审查。 

（三）全国各地应在今年十一月至明年四月的六个月内，以县、市为单位，普遍召

开一次防奸、治安模范代表会议，代表可以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推选在镇压反革命斗争

中 有功的积极分子和成绩卓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委员充当，在这个会议上向他们讲解政

策，介绍经验，宣传群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同时进行评功、选模，奖励反奸中

有突出功劳的人物。使群众既受到政策教育，又认识自己在反奸斗争中的力量，以进一步

鼓舞群众的斗争的热情。这样的会议，也是人民公安机关通过人民 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联

系广大群众的重要形式。在今后几年内，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 

第六，为完成上述各项任务，人民公安机关本身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在这

里，想特别说一说加强人民公安机关的党性与加强人民公安机关内部的政治工作。 

加强党性与加强政治工作这个问题，在今年六月召开的公安人事会议上已经提出来

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第一，因为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 

一，也是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斗争、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第二，因为人民公安机关有人民

赋予的特权。第三，因为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组织成份，主要的乃是大批的 小资产阶级

分子。所有这些，都说明:?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加强 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必须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

特别要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同那些不懂得群众没有群众观

点，不懂得阶级没有阶级立场，不懂得党的领导的绝对重要性缺乏党性或者没有党性等等

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政治上是坚强的，才能 使我们手上掌握的权力完

全用以战胜敌人和保护人民。只有这样，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非无产阶级及一切非无产阶级

的思想和影响才不致侵蚀我们的队伍，才能用无产 阶级的思想武器战胜它。也只有我们

每个人员的党性加强了，政治觉悟提高了，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才会真正懂得热爱人民

和仇恨敌人，我们才不会在人民面前居 功骄傲，随时都保持谦虚谨慎的清醒头脑，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为中央所批准的人事工作会议的决定，以及使所有公安人事部门，

目前是省（市）、大行政区、中央共三级的公安人事部门都起到政治机关的作用等等，应

该引起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公安部门的领导同志的普遍注意。 

 

第三部份  结束语 

 

这次全国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其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意义，就是

经过这个斗争，我们基本上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反

革命残余势力，并取得了极广泛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伟大效果。 



这是中国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应该采取必须采取的步骤，也是中国革命为了巩固

胜利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没有这个步骤，要巩固与发展胜利是难于设想的，没有这

个步骤，人民公安工作的前进，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就在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反动统治被?完 全推翻以后，还是

大量地普遍地存在，而且还是顽强的抵抗人民并同人民进行拼死的斗争。因此要彻底地肃

清他们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必须划出一个特定的工作阶段，经过十分剧烈的斗

争，才能解决。关于这一点，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的指示过我们，要我们不要忽略对

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对此，虽有一些认 识，但认识却是逐渐明确逐渐深刻的。直

到今天，恐怕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深刻的认识。 

毛主席最近指示：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还需要继续斗争，需要三个工作阶段。双

十指示以后到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有一个收缩暂停的时期，相同于军事作战的战役休

整，即第三次全国 公安会议到十一月一日止的这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取得了

极重大的胜利。这一次会议所要规定的今年十一月一日起到明年四月三十日止的这个时

期，是为 第二阶段，继续肃清残敌。这一阶段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明年五月

或六月以后，可能还有一个第三阶段，估计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大体上会普遍地都进行得

彻底了。此后可完全转入以打击隐蔽敌人为主的经常斗争时期。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从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并已为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践所证明。同时，毛主席这个

指示也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总方针相关联的，它给我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启发。 

深刻体会这个指示，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对继

续 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的方针，就能够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有了这个共同的认识，

就可以统一我们的步调，再接再励，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为彻底肃清反革 命的残

余势力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