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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动会道门的基本情况： 
 

我省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历史较长，分布很广，名目繁多，全省有 165种会道门，

其中有 41种是反动的，最反动最普遍的是一贯道分布全省的 58县，同善社分布全省的

65县，大刀会亦分布在 20 余县。此外在不同的地区，西天异门、孔圣道德会、皈根门、

斗姆坛、骆大仙、道德金门、红枪会、西华堂、茶会新心佛堂等亦很反动。 

全省共有反动会首 11604人，会众约 40余万。会门活动以黄冈、孝感专区最为严

重：黄冈全区有 18种反动会门，会首 3883名，会众 21万；孝感有 15种反动会门，会首

2172名，会众 6万；襄阳有 9种，会首 1513名，会众 51000人；宜昌 4种，会首 1645

名，会众 21100；荆州 15 种，会首 1116名，会众 29886 人；恩施 4种，会首 864 名，会

众 16000人；黄石市 5种，会首 63名，会众 2100人；宜昌市 3种，会首 269名，会众

1600；沙市 4种，会首 79 名，会众 1000人。 

解放以来经过土改、民改、镇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罪恶突出，成分很坏的

会门头子，已受到很大打击：全省已杀 1265名，占原有的 10.9％，关了 1433 名，占原

有的 12.4％，管制 821名，占 7.1％；自杀、病亡 1169 名，占 10％，合计已打击 4688

名，占原有会首的 40.4％，在残余会首中一部分罪恶重大的已逃亡，须继续追捕归案法

办，另外有一大部分中小会首起了分化，还应继续分化。对会门打击的情况也是不平衡

的，从地区看，宜昌专区已打击 39％；恩施专区仅打击到 18％；浠水县已打击到 80％以

上；而利川县则仅打击到 15％。从会门情况来看，一般的是对一贯道打击较多，对暴乱

的打击较狠，会首主要是兼地霸及其他反革命成分，并且罪恶明显的打击较多，对于罪恶

不明显的职业道首则打击较差。 

此外，宜昌市在 1951 年 2月曾进行过全市范围的取缔；浠水全县，圻春 6个区结

合镇压会门暴乱；监利全县结合破案，进行了全面取缔。在全省共有 21个县的 60个区

400个乡结合土改复查，进行过零碎的取缔，共计打击了会首 492名，登记会首 312名，

会首退道有 38179名，这些取缔给反动会门以一定的打击，教育提高了群众，并取得不少

经验，但就全省来看，则在绝大部分地区尚没有来得及进行取缔，就是已经取缔的地方也

还作的不够，零碎取缔的声势不大，现今仍有活动。因此，虽然打击了近半数反动会首，

但尚有部分反动会首漏网没有受到应有打击。绝大部分中小会首没有登记悔过，广大会众

尚未觉悟起来，其中不少人仍为反动会门所愚弄。因此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会门问题，

尚是很严重的任务。 

1、从反动会道门的组织活动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 

（1）分布很广但不平衡：全省各专、市、县均有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但由于反动

会门组织发展情况不同，其严重程度和分布地区尚不平衡。就各县情况来看，大体可分作



三类：会门严重的县有 24 个，会门一般县有 32个，会门较轻的县有 20个。区乡情况更

不平衡，尤其是乡。少数区、部分乡尚没有反动会门。有的乡会首会众均多，有的乡有会

众无会首。如宜昌专区全区 9个县 97个区有 82个区有反动会门，占总区数的 85％，全

区 1385个乡，有反动会门的乡有 733个，占总乡数的 55％；远安县会门情况较重，90％

的乡有反动会门活动；五峰情况较轻，全县只有 12个乡，占总乡数的 15％，反动会门的

一般发展情况是由城市到乡村，成线成片。因此多集中于城镇水陆交通要道。如宜昌专区

38个城镇，有 34个镇有反动会门，占总镇数的 90％。另外武装暴乱性质较强的反动会

门，如大刀会则多集中于偏远山区和省县交界处。因此我们要在具体斗争中抓住重点。但

也不能忽视它的普遍性。 

（2）群众性大：反动会门利用广大群众传统性的封建迷信落后心理，以“扶乩”

“敬神”“治病”等方式来迷惑群众进行造谣，煽动等破坏活动。因此尚能占领一部分群

众的思想阵地，如全省被骗会众约有 40余万，占人口的 2％。据通山县 6个乡的调查

1254人中有会众 1069名，占人口的 9.66％，会门最严重的乡，如鄂城车湖乡 2586人中

有会众 720 人，占人口的 38％，会首有 40人，占人口的 1.5‰。 

反动会门的会众中基本群众很多，据枝江全县 235个会众的统计有：贫农 93，中

农 89，工人 2，商人 7，小土地出租 5，富农 9，地主 30。基本群众参加的原因，主要是

因为生活贫困和思想上迷信落后，据宜昌县石门乡的重点调查 60个会众中，参加的动

机，为避灾难的 3人，求儿女的 4、求财 2、求不害病 50，求死后不入地狱 1人，正因如

此，取缔反动会门斗争就必须贯彻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被骗会众觉悟的方针，绝不能反会

众。 

（3）骨干会首成分很坏：反动会道门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破坏革命的工具。

因此，骨干分子成分极坏，据宜昌、枝江两县统计，在 874个会首中有土匪 16，恶霸

224，伪军政官吏 136，特务 8，反动党团骨干 8，共计 392，占总数的 44.8％。咸丰县 9

区同善社“善长”“首士”54人中，地主即有 40人，占总数的 74％，中统特务 3名，伪

军政官吏 27 名，合计占会首总数的 50％；英山县皇坛共有坛主 41人，其中有土匪、特

务、伪军官吏 17名，占总数的 40％；鄂城同善社则为特务中统站站长李宅安所掌握，蒋

匪鄂南保安司令兼专员李辉武，是同善社的“八屠顶航”；洪湖县新堤镇一贯道点传师是

蒋匪县长，日伪警察局长刘生安。因此，我们打击的重点，就必须对准那些成分很坏的骨

干会首。 

（4）名目繁杂，牵连甚广：反动会门为了欺骗群众便于活动，一方面发展许多支

派；一方面采用许多化名。如我省一贯道化名即有 60 余种，造成我掌握上的困难，由于

其常常利用宗教、迷信进行破坏活动，故易与宗教迷信混淆。在会门严重的地区则牵连到

我之内部：天门县岳口镇镇委书记、皂市镇镇长曾参加过一贯道，荆门县同善堂的统计有

经生（小会首）12人，计散布在我县委会 1人，县政府 1人，合作社 2人，教员中 1

人，县医院 1人，宜昌专署 1人，在南漳县工作 1人，计 8人，在家 4人；浠水九区红连

乡乡干、民兵、妇联组长以上 270人中有 93人曾参加过反动会门，达 29％，其中 19个

乡委员有 11 个参加会门，5个党员有 4个，39个团员有 17个参加了会门。另据咸宁县 4

个乡的调查共有 347名居民组长以上的乡干、民兵参加会门者有 34人，占总数的 10％。

反动会门的活动方法是毒辣的无孔不入的。因此，在斗争中必须十分慎重，先行教育解除

顾虑提高觉悟使其积极参加取缔斗争，化阻力为助力。 



（5）破坏活动危害很大：解放以后反动会门则直接为美蒋匪帮和地主阶级所掌

握，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它们籍战争和土改、民改等激烈的阶级斗争，歪曲我之政策，

利用我工作中某些弱点造谣破坏动乱人心。如解放前后则大肆宣传“三期末却已到”以

“渡人救世”欺骗串连扩大组织，假籍“乩语”造谣惑众。如解放初期则普遍有“魔王杀

人如割草，贫富一律都难逃”之类的谣言，污蔑我党杀人放火，土改和复查当中主要是破

坏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如散布“白来的钱米不养亲，白来的田地水冲沙”等。 

暴乱骚动是反动会门活动的一个突出方面，解放以来全省发生暴乱 47起，暴乱已

遂的就有 28 起，参加人数有 5576人，造成损失极大，我伤亡干部群众 87人，打死暴乱

暴徒 87人。突出的有英山暴乱、大冶暴乱、浠水暴乱，浠水在土改以后 1952年 2月尚发

生斗姆坛暴乱，猖狂的提出“依靠地伪、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杀尽贫雇，肃清干部，破

狱救命”杀死我武装部参谋乡干 5人。 

此外反动会门利用政治欺骗、思想愚弄，经济敲诈，严重的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一贯道有“献身费”“供果费”“功德费”等十余种，使某些会众倾家荡产，更以“考

道”“考色”拷打“道亲”，污辱妇女，不少会众倍受凌辱，而“拜仙药”“求神水”诈

骗群众，坑害人命，杀害儿童则极普遍，仅 1952年 4月到今年 2月全省有 16个县发生取

神水，因而使群众直接致死者达 182人，黄梅宿松交界处凉亭河一天竟有四五千人，严重

的影响社会秩序和群众生产。正是由于反动会门这样严重的危害革命，危害人民，就必须

加以取缔，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条件去依靠群众进行取缔。 

（6）目前反动会门一方面引起了很大分化，一方面活动更趋诡密。在经过各种社

会改革运动之后，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已起了很大分化，主要的是广大被骗会众逐渐觉悟提

高，反动会首更加反动日趋孤立。会众觉悟之后，有的自动退道“开斋”，有的成了斗争

中的积极分子，据宜昌县石门乡的典型调查，原有 60 名一贯道会众，现已不信的有 37

人，开始动摇怀疑的有 14 人，仍在信仰的有 3人，已死 6人。另据监利县的统计，全县

会众 1079人，参加农会的已有 372人，民兵 138人，妇女会 116人，乡村政权 18人，合

计 644人，占原有会众的 59.7％，但有的还不了解我政策。宜昌反映：“我们不信了，

可是政府不相信”，有的怕斗争，吃肉假“开斋”。部分中、小会首也开始动摇。如武汉

开展取缔运动之后，孝感一个女坛主，自动到派出所要求坐牢，并说：“我象臭虫一样，

到那里那里怕沾包”（即怕牵连），另坛主杨竹清向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声明“我是一贯

道，将来登记要站在前头”。有的点传师则表现坐卧不安。但另一方面反动道首，特别是

坚持反动的分子，则积极准备顽抗，半年以来反动会门即加强了分散隐蔽活动。如江陵新

堤一贯道封闭公开社址，在家庭设堂，江陵有 7家暗藏在夹壁墙中；沙市发现采取“下层

活动，上层不动”的办法。为对付我之打击，沙市一贯道布置“五味调和”“谈笑自若”

“应付魔考”。宜昌市布置“关门自修，不拉前人，不拉后学”，同时则在群众中加强一

般迷信活动，散布“合法”思想，说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天”领导，说毛主席就是“弥勒

祖师”特别在北京成立佛教会，和修葺文物古迹以后“毛主席信神”“要修翻身庙敬翻身

菩萨”的谣言则极普遍。监利会门更散布政府三不管的谣言“一、结姻不管，二、敬神不

管，三、赌博不管”以破坏贯彻姻婚法，助长不良社会风气，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有充分的

条件去分化瓦解与孤立打击敌人；一方面也说明斗争更加复杂、艰苦。因此，我们必须充

分估计到这一客观情况，除当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取缔以外，还必须深入细致的进行长

期斗争。 

 



 

 

 

二、取缔反动会门的准备工作情况： 
 

在党委领导下，从去年 10月侦察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即开始进行反动会道门的调

查工作，11 月传达 5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后，更结合土改复查、结合镇反系统的全面

的开展了调查工作，全省仅投入专门侦察调查力量即有 682名，其中科长 18名，股长

121名。同时由于取得了广大干部的密切配合，在调查准备上已取得很大成绩，就全省来

看，反动会道门的组织活动情况，要打击会首的名单已经基本掌握，取缔的条件已经基本

具备。 

凡是准备较好的地方已经全部掌握了反动会道门的组织活动情况，要打击的对象也

基本上掌握了罪恶材料，专案侦察也已成熟，全省这样的地方有 34个县，占多数。 

其次是组织活动情况和打击对象已经基本掌握，但罪恶材料还不够充足，专案侦察

还不够成熟，这样的地方有 30个县，目前正在积极调查不够的地方，在行动以前一般还

均可以补足。 

此外有个别县调查准备工作很差，除黄冈之红安、胜利、麻城因是灾区以外，有几

个地方至今尚未作出应有成绩。还只掌握一些片断段材料，专案也没有布置或者没有成

绩。因此 4 月分行动困难很多。如孝感的崇阳、云梦；襄阳的竹山、竹谿、郧西；恩施的

来凤、鹤峰荆州的荆江、公安。 

1、经过调查摸底，反动会门材料有很大进展，以五次公安会议为基准，反动会门

种类又加了 12种，会首也均有增加，全省共增加 3167 名，比原有 8437名增加了 27％，

不过在此必须指出这些会首中很有一部分是一般会首，而不能列为五类反革命骨干，这是

在今后打击时要特别注意的。 

2、全省共有专案侦察 95件，已经成熟的有 60 件，尚未成熟的 32件，有 3件失败

了，结合专案侦察并建立了特情工作，仅据黄冈、襄阳、孝感三个专区的统计，共建立特

情 78名，这不仅对掌握当前敌人动态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对于将来长期的了解敌人也

有重大作用，凡是没有很好建立特情工作的地方要加以注意。 

3、结合对反动会道门的调查工作，并在干部当中进行了思想酝酿，各地都在县工

作组长以上干部作了布置，通过调查认清了敌人，明确了一些基本界限，很多地方并注意

了群众条件的准备，了解会众及一般群众的思想动态。并发现物色了苦主，为取缔斗争准

备了条件。如黄冈、襄阳两地不完全统计，共发现培养苦主 298人。但这方面的工作不少

地方还没有注意。 

4、此外宣传工作，不少地方已经准备，并取得了成绩。现黄冈全区已准备了 35名

一般会首的“现身说法”。并取得很多罪证，计暴乱旗幡、符号、刀矛等 2000 余件，反

动标语、布告、书籍等 40 余分。其他孝感与宣传部联合布置了宣传准备，沙市、宜昌正

筹办取缔反动会门展览会，其他专市也都培养了个别的“现身说法”。但很多地方尚未积

极准备。 

就全省情况来看，就主要方面来看，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成熟，取缔条件也已具

备，虽然尚有不足的方面，只要抓紧是可以弥补的，同时一个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是广大



群众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政治觉悟已大大提

高，这就使我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三、取缔反动会门的布署： 
 

（一）方针与要求： 
 

取缔反动会门的基本方针，是坚决打击反动会首，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一般中小会

首，摧毁其组织，争取团结教育会众，因会众一时难以觉悟，加上春耕已开始，时间短

促，故不能在会众中进行退道运动，更不能发动退道费，不准反对公众，不得涉及反封建

迷信以免引起混乱为了慎重进行达到预定目的，党委必须认真领导，有计划有领导的开展

这一斗争。 

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对于结束改革，巩固胜利，转向建设有极重大的意义，正如中

南局所指示的“是反封建斗争不可逾越的最后一战”。 

由于长期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广大群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还不是在

短时期内就可以改变的，因此取缔工作就不能急躁的过高的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灭反

动会门，当有待于今后各方面工作的深入，这将是一个长期斗争，今年的取缔工作只能取

得但是必须取得一定的胜利。 

 

（二）安排： 
 

目前全省土改复查在大部地区已经结束，贯彻姻婚法运动在月底即可基本结束，5

月以后调整区乡组织，迎接普选、开展生产等任务十分繁重，虽然当前中心任务仍然很

重，但亦必须抓紧时间，在 4月分内在全省范围开展一次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全省定于

4月 7日统一行动，个别交通不便的地方可稍推迟。 

生产仍是全党领导的重心，因此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必须与生产运动密切结合，切

勿因取缔反动会道门而妨碍春耕生产。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一部分群众就可能为会门

操纵利用，同时取缔反动道门斗争是三期镇反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是结束社会改革的最后

一战，又是结束镇反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与肃清其他反革命分子和解决镇反遗留、

巩固镇反胜利结合起来。 

1、凡是复查已经结束的地方，党委即应集中力量领导生产和取缔反动会道门斗

争。 

2、复查尚未结束的地方，取缔会门亦应结合进行，党委可采取分工负责，重点领

导的办法。如果两个运动的高潮阶段恰挤在一起，则可将取缔运动推迟一步。 

3、灾区一律不发动取缔运动。对于罪恶突出材料确凿的首恶分子可逮捕法办，但

必须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便稳定多数。 

4、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可结合学习，交代政策，号召自动交待，同时配合外部运

动清查混入的反动会首。 

 



（三）作法： 
 

由于反动会道门组织活动的隐蔽性和群众性，必须采取逮捕破案和宣传政策教育群

众相结合，作到完满实现安定多数孤立与打击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1、反动会门牵连地区很广，为了防止此擒彼窜，此处取缔彼处暴乱，必须根据调

查侦察所掌握的材料，统一行动逮捕破案，以打击反动的骨干会首，为进一步取缔创造条

件。因此事先必须掌握足够的材料，凡是没有掌握材料的地方就不要盲目动手。一经动手

就必须坚决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彻底并保证准而不乱。 

2、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整个运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与每一行

动密切结合起来，由宣传、文教、公安部门为主，动员所有宣传力量，运用一切宣传形式

进行宣传，并可利用坦白悔过会首的“现身说法”以真人真事，就地取材进行宣传收效最

大。 

3、在行动以前必须集训干部，交待取缔反动会门的意义、政策、作法、作风，特

别是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并介绍所有要取缔会门的情况，研究讨论要逮捕的会首名单。

这是能否搞好取缔运动的决定条件，必须充分估计广大区乡干部，对反动会门还缺乏必要

的斗争知识。同时必须结合集训干部讲明政策，解决干部内部的会门问题，区别对待打入

分子和上当分子，只有如此，才能纯洁内部使有会门“包袱”的人自觉交待以后能够放手

的去进行工作。（如思想有顾虑不能马上交待者，可允许以后再作交待）化阻力为助力。 

4、反动会门的分布情况和所受打击情况很不平衡，因此必须选择重点，并采取以

点带面的作法开展这一工作。会门发展的一般情况是由城到乡，成线成片，其组织活动在

城市集镇和水陆交通沿线较为普遍，应该以这些地区为取缔重点。并应根据下列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作法。 

（1）凡是至今会门情况仍相当严重，尚有需要逮捕法办漏网在乡的反革命分子的

地区，则应作为重点，先行动后宣传，边行动边宣传，逐步深入开展取缔斗争。 

（2）当前会门情况不很严重，应首先开展宣传，从登记中小会首中如发现群众检

举反动会首的材料经调查真实报县以上党委批准后方可予以逮捕。 

（3）在没有会门组织活动的地区，则以宣传为主，运用附近地区的实例进行宣传

教育，以便在广大群众中揭发会门反动本质，使在思想上有所戒备。 

 

（四）具体步骤和方法： 
 

具体进行的步骤，大体可以分作三步（但不能机械）：第一步将确实掌握材料的反

动会首逮捕起来；第二步及时向群众和会众大力进行宣传，分化瓦解中小会首，解除会众

的恐慌和疑虑；第三步进一步开展宣传教育。其具体要求与作法如下： 

第一步：全省各地统一行动集中破案，逮捕确实掌握材料的反动会首，事前必须切

实审核逮捕名单，查对地址，弄清特征，组织可靠的干部、民兵及武装力量，有重点的配

备力量进行逮捕，务使无一漏网，但必须选择有价值并有侦察条件的留根掌握，逮捕时必

须注意搜查以取得罪证，尤应发现夹壁墙及地洞等。 

逮捕同时应立即开展宣传，首先应召开乡干部会，党团支部会，以便贯彻先干部后

群众，提高先进层层发动的作法。然后再召开代表会、座谈会等，着重宣传政策稳定多

数，同时普遍张贴取缔布告。 



逮捕之后必须立即突击审讯，以扩大材料，发现线索，应以公安部门为主组织好审

讯力量，逮捕之后必须同案分押，以免为审讯增加困难，审讯工作应着重思想瓦解，再配

合以政策威力，可采取集体交待政策；个别审讯和坦白交待的办法，一定严禁逼供讯，根

据武汉经验可采取突破一点进行狱内坦白“现身说法”的办法收效很大。但不应在狱内开

展坦白检举运动，以免造成扩大。 

第二步逮捕之后，应立即开展宣传，召开各种会议，特别是会众会，揭发反动会首

罪恶，交待政策，解除顾虑，讲明入道无罪，只要自觉退道，农会还是农会，民兵还是民

兵，使广大被骗会众回到自己队伍，并积极向反动会首开展斗争。 

对中小会首应限期登记，贯彻“登记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要草率从事，对

于个别顽抗者经县以上党委批准应加逮捕，予以应得惩处，但严禁乱捕。召开会议号召动

员，配合以出布告，张贴登记办法，交待政策稳定情绪，号召交待，检举立功自赎，同时

还应召开会首家属会议，动员他们检举、规劝，城镇可以分局或派出所为单位，农村以区

为单位，设立登记处，登记中应了解组织情况、扩大线索，取得罪证，不要单纯为登记而

登记，可采取重点讯问、写反省书和重点集训中小会首的办法，待交待清楚以后再填写正

式登记表。履行登记悔过手续，达到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中小会首。因此，事先必须训练

登记工作的干部，使他们明确目的，作法和要求。 

会众退道，应视为内部问题，他们受欺骗、受敲诈、受残害，必须给予最大的同

情，应该向他们表明“入道无罪”，自觉要求退道者，声明退道即可，不要履行登记手

续，农会还是农会，民兵还是民兵。一时尚未觉悟，未声明退道者也切不要追究。 

在这一步当中可在适当时机召开公审宣判大会，有杀、有判、有管、有放的处理一

批案犯，以全面交待政策推动取缔工作之进行。 

第三步：总结取缔反动会门胜利，进一步进行宣传教育，结合总结解放以来在社会

改革运动中对敌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树立

长期对敌斗争观念，特别要加强阶级内部的团结，教育群众不要歧视会众。通过总结分别

处理逮捕和登记的会首，清查追捕漏网和外逃的反动会首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加强治安保

卫委员会的组织，巩固农村社会秩序。 

 

四、政策问题： 
 

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是能否作好取缔反动会门的重要关键，政策界限必须十分明确，

必须充分运用斗争策略，总的精神必须严格控制打击面，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以便孤立分

化敌人，争取群众拥护和社会同情。 

1、取缔范围，只限于反动会门，一般的会门或尚不能确定为反动的会门一律不得

取缔，有些会道门在本地尚未发现反动活动，但外地已明令取缔者亦予以取缔。在取缔中

必须与宗教、迷信、帮会、封建拜盟等组织及活动严格分开，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有什

么反动会门就取缔什么，但应经省批准，在运动中如发现新的反动会道门，亦须经省批准

后始能宣布取缔。 

确定反动会门应根据：（1）历史上是否已为反动统治阶级或反革命分子所掌握利

用，并从事反革命的活动；（2）其组织领导是否为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所掌握，特别

注意从会首的成分上来考察；（3）解放前是否进行反革命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主要应从



组织上和活动上加以考察。尤其是解放后，因此虽然某些很早以前是迷信组织，但后来为

反革命所掌握利用了，并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为反动会门。 

在取缔工作中有某些宗教或迷信教徒如因不了解政策而“自动”登记交待问题，就

应该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打击的是利用宗教、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宗教是信仰

自由，迷信是思想问题，只要不进行反革命活动便不限制和干涉”进行教育加以稳定。如

有某些虽有反动嫌疑，但尚未确定为取缔对象者，其会首来登记可采取来者不拒“不追不

逼”的办法，作些组织活动人物内幕的了解，并进行教育加以稳定，以免给其籍口，利用

合法进行活动。 

另外对于宗教、帮会中的个别反革命分子及利用宗教、帮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宗

教、帮会头子，应按其犯罪性质予以个别打击，不应牵扯其组织，而且除现行犯外不要与

取缔会门同时打击，以免混淆。 

2、打击界限：只限于反动会首中的骨干分子，按照中南公安部的规定：一贯道为

点传师以上，大刀会为总堂主以上，同善社五层以上，在这些反动会首当中除了少数的罪

恶、民愤不大、立功自首或丧失反动活动能力的老头、妇女，而又罪恶不大，民愤不大者

外，应一律逮捕法办，其中少数罪大恶极和民愤甚大者，应坚决处死，大多数应分别判处

徒刑劳动改造。 

对于罪恶不大，民愤不大或纯属迷信，被迫被骗的一般中小会首主要是采取登记悔

过的办法，凡自动登记真诚悔过，一律既往不咎，少数有些罪恶和民愤，属于可捕可不捕

的分子，可以交群众管制。 

逮捕的对象应严加掌握，根据其职务、罪恶活动及表现给予不同的打击或免予处

理。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一律逮捕法办。 

（1）凡一贯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的职业道首或兼有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

骨干等身分，成分很坏的反动会道门首领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包括反革命骨干分子，

虽在反动会门中没有职位名义，但确系幕后指挥，操纵利用反动会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

动者）。 

（2）凡解放后组织暴动之主谋者和组织者，或有血债民愤很大者。 

（3）骨干会首中历史上虽罪恶、民愤不大，但解放后仍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4）骨干会首中历史上罪恶严重，解放后虽没有显著活动，但并没有立功赎罪表

现者。 

（5）虽属中小会首，但罪恶民愤很大或有现实反革命活动者。 

为了分化敌人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对于下列情况者可免于逮捕和管制： 

（1）历史上系上中层骨干，解放后停止活动者，或有轻微活动的下层骨干而表示

真诚悔过者。 

（2）虽有一定的罪恶民愤，但曾坦白自首经政府处理者。 

（3）中小会首中一部分任职和犯罪时间久远，无民愤或民愤已息者，可不予追

究。 

（4）罪恶民愤不大，或纯属迷信的被迫被骗的一般中小会首，主要采取登记悔过

的办法，凡自动登记真诚悔过一律不咎既往。 

3、内部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慎重。应区分是会首、是会众、是被骗上当、还是

“打入”或“拉”的破坏分子，除个别的混入进来的职业道首和反革命分子，或有破坏行

为、有罪恶、有民愤的分子以外。一律采取教育提高的方针，凡交待者不再重提，尚未交



待者自动交待既往不咎。如果经过反复教育仍坚不退道者，则应开除党籍、团籍或撤销其

工作，但必须经省委报请中南局批准。 

4、属于八方面中的反动会首，罪恶、民愤很大，必须惩办的分子，应坚决惩办，

但必须慎重。应按中央规定，报请大行政区批准。 

5、反动会道门的公共道产、道具、证件、武器一律没收归公，私人正当财产不应

没收，道产与工商业必须严加区别，纯系工商业部分应予保护，以工商业为掩护的道产则

应没收，没收道产或处理有关工商业问题须经省批准。 

 

五、组织领导问题： 
 

由于反动会道门的情况极为复杂，牵连甚广，必须严加掌握，保证取缔工作健康的

发展。因此既要坚决的打击敌人，又要准而不乱，否则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

我们陷于被动，增加敌人，脱离群众。安徽亳县在试点以后发生暴乱事件就是最深刻的教

训。因此在工作上必须防止简单粗糙，盲目混打和任何的强迫命令作风。 

取缔工作的关键就是打击反动会首，贯彻政策宣传教育和调查研究，只有正确的执

行政策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而调查研究则是准稳打击敌人的保证，只有如此，才能心中有

数，对于一切坦白检举的材料，都必须调查对证，要严防逼供信。 

取缔中必须充分估计到，会有个别的少数的死心塌地的会首，将要拼死抵抗，如有

暴动证候，应提早破案，如果对此我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警惕和足够的准备，并十分加意的

去进行工作，就可能招致意外的损失，特别是武汉、河南、湖南等地均已行动，我省会门

已有惊动，有的必然要作顽抗准备。因此，必须深入实际依靠群众，掌握敌情，主动打击

任何暴乱骚动阴谋，对于过去群众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尤应注意，在偏远山区、省县交界

处群众基础较差，干部力量不足，必须加强领导，与友邻地区密切配合，特别是原郧阳和

恩施地区及鄂东，鄂南边沿山区。 

整个取缔工作中，必须密切指导，严加控制，凡一切确定取缔种类，确定逮捕对

象，都必须按规定的手续执行，为了能够有计划的指导进行，则必须订出切实可行的计

划。 

为了统一集中领导，区县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组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委员

会，并以公安、司法、宣传、文教、武装部为主组织专门办公室，办公室下可设审讯、调

查、宣传、材料等组。并应抽调专门干部，组织若干工作队或组，以便加强重点地区或工

作薄弱地区的工作。民兵工作必须作好，是农村取缔反动会门的武装依靠，要很好的教育

组织使之担任逮捕或防止会门暴乱等任务。进行取缔反动会门的意义和政策等教育尤为重

要，如果为反动会门操纵利用，又会变成敌人的武装反过来打我们。 

为了密切联系加强指导，交流经验，在行动期间应五天作一次简报。 

传达贯彻：各专召开县公安局长会议统一布置，然后在县委会传达讨论，并召开全

县区乡干部会议，以集训干部方式具体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