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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传达各地参考） 
 

   

昨天我已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主席做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指示。 

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去年开展的第一批肃反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第

二是今年开展的第二批肃反运动中应当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 
 

一九五五年，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共有 5,738,473 人参加了第一

批肃反运动，总的说，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已接近结束。但是，个别地区着得

不远，就是接近结束的地区也还留了尾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没有尾巴或尾巴很小，甄别定案已完成了百分之八

十至九十以上。这一类有十四个单位即江苏、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陕

西、青海、河北、黑龙江、北京、天津、中央国家机关。黑龙江赶的很快，上次开会时掉

的很远，现在一下子飞跑上来，有无错漏粗糙之处，值得注意，希望黑龙江的同志回去研

究一下。北京、天津等地算是已经结束了。 

第二类，接近结束了，甄别定案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百分之七十左右，还有尾巴甚

至尾巴还较大。有的地方复查工作还没搞，如浙江。这一类也有十四个单位，福建、湖

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浙江、中直机关，人民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在五百七十多万人中约占三百万，群众运动已经结束，甄别定案还在

进行，大体上到今年十月份可以结束。 

第三类，虽然很少，但也值得提出。甄别定案只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有新疆、内蒙

两自治区。原因可能不一样，新疆可能有特殊原因，内蒙就值得注意，主要恐怕是抓的不

紧，大概对一月会议和三月会议的精神都未很好贯彻，取个名字叫做松劲。 

总之，第一批肃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或接近结束，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次会议，各地发言绝大部份是好的，有些发言特别好，总结分析的很清楚。缺点

是未经省市委讨论，因而这次会议还不可能做出第一批肃反运动的全面总结。请各地将发

言稿带回去，报省市委审查（军队报总政治部审查），不妥之处可以修改，要补充的可以

补充，省市委审查后再报来。经我们再进行些典型调查，然后做出比较全面的总结，书面

报告中央。 

应该指出，绝大多数省市委及其五人小组是抓紧了的，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的。但也

有个别地方，我们认为搞的不够好，不能令人满意，有点松劲。如浙江，第一批只有四万

人参加，任务较小，到现在只搞出了三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别的地方任务比

较重，都快结束了，浙江却要到八月才能结束。开始时，浙江省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亲自来

汇报说敌情如何严重，但现在好象没有什么反革命了，搞出了那么几个。可能是真的只有



那么少；也可能开始时搞出来的是假的，而真的没有搞出来；还可能搞是搞出来了，但后

来草率下降，把反革命漏掉了。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总之是值得注意的。山东代表在会

议上的发言也不能令人满意，对情况不了解，报告整理的也很仓促，应该加点劲，进行检

查，特别是要进行复查工作。中央铁道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始终落后，应该检查。中央四月

指示提出党组书记和党委书记应该过问肃反，要加以贯彻。有的地方的铁道部门和银行部

门就搞得很好，成为先进单位，这证明铁道部门和银行是可以搞得好的。 

上面批评不一定妥当，可能有特殊原因我们不了解。总之，不能草率结束，一定要

搞好。但老拖拖延延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会把业务肃反两不误变成两耽误。 

可能还有另外的地方也搞的不好，只是没有发现。中央十人小组的领导是不强的，

深入具体不够，希望各地同志提出批评。 

关于百分之五左右的问题，现在看来除了云南定案完毕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

子可能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五以外，其余各地都不到百分之五。云南是否真有这么多，也

还值得研究。昨天向中央汇报时，毛主席的最后意见是提为百分之二左右较妥当，机关可

能多点，工人、学生要少点，北京大专学生中只有百分之零点一，工人中占百分之一多，

各省市在百分之二左右的较多。军队算上士兵比较更小，也是百分之零点一左右。中央的

意见，现在不要讲百分之五了，讲百分之二左右。当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按照政策界

限规定办事，有多少算多少，不要硬套。 

有的同志说，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不妥当，助长了“左”倾的偏差。我们不同

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百分之五左右是个很重要的规定，是道很重要的防线。如果没有

这道防线，则“左”的偏向还会更大。开始时很多地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运动一起来以

都冲破了百分之五。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始终保持了百分之五左右的这个界限，所以百分

之五左右的规定防止了斗争面的过宽。另一方面，百分之五左右也起了防右的作用，我们

说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你为什么不积极开展肃反呢？百分之五只是个估计，不

能恰巧和实际情况一样，那能看得那样准呢？不能设想对每个地方有多少反革命都一个一

个估计得十分准确。因此，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认为百分之五的提法不妥当，我们认为这

种看法不对。 

关于阶级问题。过去规定了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

甄别定案阶段。现在各地都搞了复查工作，有的提出复查应算一个阶段，中央已经同意，

复查工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阶段，因此四个阶段就变成五个阶段。这样可以使工作更

细致一些。复查既要查错，也要查漏。有的提出小组斗争阶段可以与专家审查合成一个阶

段，这样不好，还是两个阶段分开好。至于每个阶段，不必机械划分机械执行，对于每一

个人、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必一定都要经过五个阶段，一号召他就坦白了，而且你又查

清楚了，就可以直接甄别定案。但从整个运动说，现在的经验证明五个阶段较妥当，将来

如证明不妥当，可以再修改。 

关于结束工作。在结束时要进行思想工作，总结一下。对于积极分子认为“政策太

宽，便宜了反革命”的不满情绪应该进行说服。还要做好团结工作，对一些经过斗争而不

是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如果斗错了，应该进行解释的就进行解释；应当赔礼道歉的就赔礼

道歉。要消除积极分子与被斗对象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强团结。至于怎么做法，中央已指

示过了。凡是认真执行了的，就发生了效果；未认真执行的，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

此，应按中央指示认真做好。还要进行组织建设工作，建党建团，提拔干部，健全严密工

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以杜绝敌人可乘的空隙。再就是复查工作也要搞好。可以在下降



对象中查，也可以连其他人员一起进行复查。可以由领导上、五人小组进行复查，也可以

发动群众进行复查。这些方面要结合起来。凡是进行了复查工作的，错和漏的情况都有。

山东一个人已判了重刑，结果查明搞错了。有的地方在复查中，发现专案组员，定案组员

中也有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比较负责的干部中也发现有。有的地方查出错的多，有的地方

查出漏的多，因此就要按实际情况有错查错，有漏查漏。 

此外，还要做好处理工作，对第一批查出来的三万八千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

理，要快一点。有的地方要求规定一个比例，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政策界限已经规定

得很清楚，有多少就算多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应该完全按照政策界限办事。处理

应该力求正确合理，但是某些偏高偏低的情况可能有，全国不可能完全平衡。 

总之，要善始善终，而不是虎头蛇尾的结束运动。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将来要在书面总结中回答，今天做个初步回答。就是对

第一批运动的估计问题，现在没有完全解决，有些意见不一致。例如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

报告中反映，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有意见，一共有七条意见。有的对，有的不妥当。主要

是：运动搞的对不对？健康不健康？应该不应该搞肃反？花不花得来？有没有成绩？成绩

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影响今后的肃反工作。 

今后的肃反任务还是很大的，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讲过，党、政、军、民所有机关团

体内部肃反一定要彻底搞完，一定要搞到底。 

要是说肃反运动错误是主要的，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这样一来，就要助长反革

命分子的气焰，也要助长右倾思想的气焰，积极分子就会抬不起头来，以后搞运动就没有

劲了。 

要是说搞肃反运动没有必要。那么，全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的一千八百万人中，现

在只搞了五百多万人，大头还在后头，还要不要搞呢？ 

必须认识到，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发动这个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运动是有巨大

成绩的，至少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毛主席指示说成绩有三个：第一、确实查出了一批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确实有百分之二左右的敌人，全国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

他坏分子有三万八千个（军队除外，加上军队则为四万人），三万八千个反革命混在两百

多万人中，那是不得了的。有的说，历史反革命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少。把历史反革命搞

出来也很重要，这样可以把界限划分清楚，如果不把历史反革命分子搞出来，不把界限划

分清楚，使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这难道会是有利的么？不把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搞出来，

让他们低头认罪，让群众认清他们的面孔，谁能保证不会出危险呢？不把界限划清楚，就

是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中有些人可以争取和使用他们，也无法正确进行争取、团结、改进

工作，无法正确使用这些人。第二、查清楚了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一百个对象中有十个是

反革命分子，其余九十个都不是，这其余九十个人中根据第一批肃反的经验，绝大多数都

是有些问题的，如历史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早已交代了的问题等，有的人长期被怀疑，

搞不清楚，现在都搞清楚了，可以做出结论，这样便于他们使用，可以加强团结，使党更

加巩固。第三、清查出了百分之二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

部的警惕性，使干部知道内部并不安宁，内部有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些反革命清查出来，

我们这里是否也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呢？那就很难说。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

说法，或者说反革命分子越打越多，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关于过渡时期某些阶段的阶级斗

争仍然是剧烈的，我们愈胜利，敌人仍然要疯狂地破坏我们的说法，说不一定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右派民主人士乘机攻击我们，想防止肃反运动的开展，本质上

就是想推迟社会主义，想保留反革命。 

肃反运动的好处还有，如搞掉了小集团，扫掉了自由主义，机关、学校出现了新气

象，生产、工作得到了推动等。 

有的说杀鸡焉用牛刀，只搞出了这么几个反革命分子，却花了那么多钱，抽了那么

多干部，用了那么多时间等，这些问题将来都要回答。肃反用的钱到不了敌人手里，而是

到了铁道部，肃反干部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即便第一批肃反运动犯了些错误，对我们也

是一种教训。如果没有第一批的经验教训，第二批就不一定会比第一批高明一些。 

中央国家机关有人说，“肃反运动起了审干的作用，不是成绩，而错误”。这是很

奇怪的说法。有些人长期对党隐瞒的问题，这一次交代了，向党靠拢了，更加团结了，有

什么不好呢？肃反运动使我们机关、学校、军队大大地洗了一个澡，大大地清洁了。如果

这三万八千人反革命不查出来，就等于三万八千个细菌在我们身上，这些细菌将来会分裂

滋长，它们象酵母一样可以发起酵来，就有可能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教育了

我们的共产党人，不能麻痹，美国国务院每年拨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来搞这种事，他们

通过混在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来搞。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已做了结论，毛主席说当时

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中间有些做法不妥当，伤害了些好人。好象洗澡灰锰氧放多了一点，

伤了一点皮肤。问题的性质也就只是如皮肤伤了一点，很快就可以好的。 

我们说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并不等于说没有缺点错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

过。错误主要是斗争面宽了，伤害了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这些错误都值得警惕。有

错误不要掩饰，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而且

要按照法律办事。对于错误的原因要加以研究。有的同志埋怨说政策界限下达太迟了。我

们说，中央关于肃反的政策，早就是很明确的，至于具体的政策界限的规定，没有经过实

际斗争的实践，一开始是不可能搞出来的。关于打人骂人、搞车轮战等，我们从来都是反

对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不可能完全那么规规矩矩，特别是打了反革命，原因也很

多，说明肃反有其复杂性，也有其艰巨性。肃反好比打枪，不可能完全瞄的那么准，有些

反革命分子是两面派，更不容易瞄准。我们肃反干部中有“十五贯”里的过于执，但也有

况钟，有的同志比况钟还厉害，调查研究工作比况钟还细致。 

错误的性质：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是可以纠正而且容易纠正的。 

所以，有人认为肃反对象打了三十七开，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就不能算正确，这种

说法是不对的。 

不能掩饰错误，因为有成绩就不承认错误是不对的。但夸大了错误，或有了错误就

否认成绩也是不对的。要有正确的分析，将来我们要做出全面的正式总结。 

第一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劳动教养问题，中央说还是要搞，但是工资是否那样多？是不是要规定期

限？作为刑事处理还是作为行政处理？回答应该是行政处理，不规定期限，也不是无期徒

刑，去的时候是动员，不是强迫，和改造游民采取的办法一样，改造的好，他想自己找职

业也可以，他们是有公民权的（由法院判处管制的分子则按照法院的判处剥夺政治权

利），若规定期限就不合逻辑了，等于徒刑。中央已经发了指示，常务委员会将来要通过

一个决议，少奇同志讲要搞，不然有些捣蛋的人就没法管。法律专家陈瑾琨对他的儿子没

办法，要求我把他的儿子送到清河农场去改造，现在改造好了。劳动教养是带有改造的性



质，但和劳改犯人是不一样的，工厂、学校有不少流氓，留不得，关不得，就要用这种办

法。 

2、结论是否要给本人看，看到什么程度？判刑的，法院一定会给本人看判决书，

凡下降的对象的结论都要给看，但检举材料，强调方法和专门机关用侦察方法获得的材料

不要给本人看，也不要写到结论里去，那是属于秘密的；劳动教养的和不给刑事处分的，

可以给他看可以看的一部分，并且允许他提出不同意见。 

3、有的地方提出，个别案件，自动坦白是反革命，本人始终没有推翻，但经过多

方调查无法证实的，是否要作结论？我们认为对这种人经过甄别谈话，本人态度不变的，

就可以根据他的坦白，做出结论，进行处理。同时要向他指出，我们还要继续调查，如果

发现他有隐瞒或不真实之处，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4、自杀，数字相当大，我们要负一些方式方法的责任，有人主张给作结论，我认

为可以把问题性质弄清，不一定作书面结论，方法上我们可负责任，有错误要做检讨，但

是，一般的说，基本上要由本人负责。第二批，有的一闻风就自杀了，谁负责任呀？什么

事都有自杀的，公私合营敲锣打鼓，也有人自杀，选模范也有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派出

所找一个什么人的儿媳妇谈话，并规定下一次再谈，我们检查过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她

就自杀了，某些民主人士借机攻击而且大攻特攻。 徐冰同志向他们表示，说这样我们的

派出所以后就不能找人谈话了！ 

至于家属问题，不管自杀的人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都不能牵连不能歧视，有的人

如不能分配工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适当救济。 

有人自杀，是否就影响我们的肃反呢？不能的。我们还是要肃反的，我们应注意想

办法防止自杀，但不能绝对保证。上海有人听说要搞肃反他就自杀了，你有什么办法？对

自杀的人要分析，那些是反革命，那些不是反革命，不一定大张旗鼓讲，可以向干部、向

家属解释清楚。现在我们得出经验，以后搞肃反，开始就不要秘密搞，要公开宣传，讲解

政策，进行教育。 

 

（二） 
 

第二批已开展运动的有一百八十多万人，有的已进入定案阶段。第二批的特点是比

较快，比较准，原因是有准备，有经验，有明确的政策界限的规定。这是正常的。 

缺点也是有的。 

第一批当中曾经发生过的左的缺点如斗争面宽，斗争对象排的多，搞车轮战等，第

二批也还有，虽然不多，但一定要注意纠正。如果说第一批由于经验不够，可以原谅，第

二批仍旧如此，就不可以原谅了。当然，这个缺点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问题在那里呢？在于靠“和平谈判”吃饭，把它当成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不发动群众，不敢搞小组斗争，不敢作必要的追查，应该追的也不追了。斗争要加以

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应控制得太死，以至连反革命嫌疑重大的分子也不敢触动

了，对于和我们对抗的罪该逮捕的也不逮捕。大部不抓一定要坚持，但不等于一个不抓。

过去是怕“顶牛”，现在则是怕“斗争”。有些地方，为了快，就“和平谈判”走过场。

目前敌人纷纷自动坦白，一般达到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这是正常现象，但对敌人的坦白

不可估计过高。据说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真正坦白和坚决抗拒的少，讲一点留一点，

假多真少，避重就轻的是多数。所以，对于敌人的坦白，必须经过查证，不经查证，不能



轻易相信。检举了反革命或起义立功的，没有经过查证属实，也不能算作立功。这是第二

批当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汇报中大家报到：肃反的两个目的，一是搞出反革命来，一是提高群众觉悟，这两

条是主要的。搞出反革命可以教育群众，教育群众又可以搞出反革命，所以这两条又是互

相关联的。光用群众压力不行，但依靠群众把反革命搞出来又是我们肃反的根本路线。有

人说，只搞出这么几个反革命，合算不来。我们十人小组刚才谈了一下，认为搞出三万八

千个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出来，花一年时间是合算得来的。如果光叫公安机关、检察院、

法院这些专门机关来搞，恐怕十年也不行。北京市的同志讲：对于我们掌握了材料能肯定

性质后可以等待一下，他不坦白就可以斗，有的只坦白一点，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也

要斗。这个意见是好的。有的地方只是依靠“和谈”，简直不象个样子。上海有一个对

象，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谈了八十次，还没谈下来。北京有一个区，领导上和对象在一

边谈，群众在一旁看，群众说：这不象个肃反的样子，是和斗争对象谈恋爱，很不满意。 

我们解放台湾，也是准备了两套的，和平解放它不来，还得使第二套办法。对反革

命分子也要准备两套。我们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就那样仁慈呢？连该追该问该斗的都不敢

追不敢问不敢斗了呢？显然是不应该的。这样讲，并不是再叫大家把棍子棒子拿出来，动

手动脚，推皮球，抓头发，恢复去年八月的情况，那是错误的，是不许可的。追问和斗争

当然要合法，不要犯法，不要制造人家的弱点而加以利用，这一点我们历来就是反对的。

毛主席讲过：我们审问犯人，如果不叫他吃饱睡好，就不算本领，该他吃饱睡好，问出

来，才算有本领。 

要合理合法搞小组斗争，要发动群众。不但要肃清反革命，而且要把自由主义、右

倾麻痹搞掉，消灭反革命活动的市场。对反革命分子要搞深、搞透、搞光，但是否这一次

就可以搞得那样光呢？不一定。以后还可能有。但是，这不是说你们可以不把反革命分子

搞光，而是要你们尽力把反革命搞光，以后，还要提高警惕。 

各地在肃反总结中，仍要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而且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就是一个

警钟。北京最近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反革命分子持刀砍了四个人，一个人已死。一件是

一个资本家凶杀了一个工人。新疆发生了一起反革命凶杀案，砍了十四个人，死了三人，

其中有一个副厅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用枪打死了一个参谋，打伤

了一个班长。广东陆丰县几个合作社被反革命搞得垮了台。汕头有一个迷信职业者造谣，

公安局抓了他，反革命就借机煽动群众起来暴动。所以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几个具体问题： 

1、县区肃反。县的特点是单位分散，领导弱，接近生产。广东提出：县的肃反主

要靠准备充分，靠调查研究，群众运动和小组斗争时间不要搞得太长，十天或半月左右就

差不多了，我看，这个办法各地可以参考。区干部中的肃反主要靠教育和号召忠诚老实，

发现有的反革命问题的，调到县里来审查。县里的专案如果很少还可以考虑集中到地委去

审查。老区的县，如果经过反复排队调查，没有发现反革命，可以只进行肃反和忠诚老实

的教育，不搞运动。乡干部（包括乡村初小教员），不搞肃反，放到社会镇反中解决。 

甄别定案的批准权限是否可以放下去一点？我们意见：凡需给予开除以上处分的，

一定要控制在上边，其他行政处罚可以交给县去掌握。 

2、工厂、矿山肃反，大体有三个办法： 

第一种，职能科室和车间都搞小组斗争。北京的经验，经过充分准备用业余时间搞

运动，约半个月左右即可。 



第二种，只有职能科室的干部中搞小组斗争，工人中不搞小组斗争。青工、女工多

的工厂可以这样办。分散很厉害的厂，很难搞小组斗争的，也可以考虑不搞小组斗争。 

第三种，危险性大的工厂如炸药厂，以及一些厂矿的要害部位如动力、坑口等，在

这些工厂、这些部位的职员和工人中一律不搞小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肃反教育，发现反

革命采用调离审查办法，并向群众宣布不搞肃反运动。原因有二：第一是这些地方比较纯

洁，第二是搞运动难免出偏差，容易发生危险，出了危险损失太大。不是不搞，而是用另

外办法搞，有了问题调出来搞。 

3、医院肃反的做法。天津提的办法较好。小组斗争，要有把握的才斗。高级医务

人员中，无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不要搞小组斗争，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但情节不是很严重不交

代的，也不要斗，可等待他一下。对于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这样办。以有利于团结

和改造他们，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请你们研究一下这个办法。搞这些人时还要吸收党外

人士参加。毛主席讲肃反也要吸收一些民主人士来看卷子，看了卷子就能说服他们。大镇

反时有的民主人士看了卷子，他比我们还左。这样，使他们与闻，有好处，有一部分人就

会同我们一样赞成肃反，把右派分子孤立起来。北京准备先这样作一下。 

4、轮船肃反。不在轮船上搞小组斗争，有问题的，调到岸上来搞，以防发生逃

跑、沉船等破坏事故。 

5、中小学教职员的肃反。现有几种做法。有的集中一次搞完，有的先分散搞，后

集中，有的先集中后分散。现在还很难讲那一种好，请你们自己去试行，并注意总结经

验。 

6、少数民族干部的肃反问题。中央最近批转了新疆的一个报告，各地可作参考。 

7、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央指示最近三年不搞肃反。发现反革命分子，个别解决。

目前已经开展了肃反的单位，其中已经开展了小组斗争的可以搞完，还没有开展小组斗争

的，就不要再搞小组斗争了。 

8、起义人员的问题。凡是起义过来的人员，无论他起义的动机如何，都应按照起

义人员对待。过去绥远和平解放过来的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人员在内，都应算是起义人

员。 

最后是领导问题。以后要抓紧。 

省市委把第一批搞的差不多时，要转过来抓第二批，第二批有不利之处，分散、领

导弱、接近生产，也有有利之处，有政策、有经验、有准备。所以领导要抓紧检查，负责

人要下去检查，要执行四月十号的指示，党委书记要过问肃反，要有一个副书记专管肃

反，大多数地区都是这样办的，有少数地区没这样办。今天请中央国家机关各部的同志来

也就是要请你们党组过问肃反并把肃反纳入整个计划之内，下边说你们布置工作不提肃

反，希望你们以后要注意在布置业务工作时同时布置肃反，好作到业务肃反两不误。其实

这样并不会影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许多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央今后三个

月左右开一次会，二十天的要一次电话，请你们回去报告省市书记。打电话的方法要改

善。 

中央十人小组也有松劲。钱瑛同志要我代表十人小组进行自我批评。有些同志确实

很忙，抽不出来时间。现在十人小组改组，解脱了定一、澜涛、肖华、周扬，新增加了王

从吾、于江振（中央工业交通部）、李之琏（中宣部）、裴孟飞（中央财贸部）。原来的

钱瑛、高克林、梁国斌、杨奇清、罗瑞卿、李楚离不动。十人小组以后开会要尽量到。这



次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你们坐整齐一点，我们的劲头就大一点。意思是批评我们松劲，

不过话讲的好听一点就是了。这个批评我们接受。 

运动要搞到明年年底，也可能还要长一点，中央同意。中央的决心改变，一定搞到

底。我们不要急躁也不要拖沓，要搞好，搞彻底要经得起查，经得起比。 

辽宁省委最近对肃反搞到底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部署，很好。北

京、天津一直没松，福建过去有四大落后，现在也抓紧了，河北抓的也比较紧，这些都值

得参考和效法。辽宁仅仅只是部署，将来还要看行动，只有部署无行动还是不行。今天的

批评和表扬不一定都准，你们可以驳，今天无保留的讲了许多，目的就是要搞好肃反，并

无别意。 

最后，中央要我把肃反和司法工作中的一些新的考虑讲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有反一定要肃，有错一定要纠，肃反一定肃到底，杀人要杀的

很少，并不得已不杀。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内部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也不能作为

法律，假若有人在我们这个会场上掷了一个炸弹，炸死好多人，最后把凶手抓住，你们说

杀不杀。上海越剧团一个反革命砍了两个人，还是要杀的。死刑不废除，但要杀的少，少

到什么程度，中央要一些同志正在研究，杀人权要集中到中央来。目前大赦是一定不赦

的，赦了老百姓不答应，赦了还得抓回来，那时想赦也赦不成，甚至反而非杀一些不可。 

现在我们的劳改队、监狱有违法乱纪，情形有的还很严重，有的不给水喝，不让睡

觉，有的劳改队，使犯人每天劳动到二十小时，死后解剖肠子和纸一样薄，这简直是惨无

人道，而且是犯法的。犯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总还是作了不少事，例如修水道、盖房

子、建农场，作工，可是我们某些农场或工地虐待他，怎么能达到争取改造的目的呢？ 

有些公安机关有不少违法的事，这次人代会上有的民主人士讲的并不是最严重的，

我们准备全面检查，希望各地也注意加以检查。不管他的出发点好与不好，不管是不是阶

级斗争，但可以改变我们的官僚主义。上海捉了一个农民，判刑五年，送到新疆，家里以

为他跳水死了在江边为他作道场，民主人士讲的可生动了，可是这事确实是有的。所以我

们要进行检查，今后民主人士也要参加检查。北京首先要作准备。 

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养一批人，让他们吃了饭专门骂娘，骂得对时，我们恭恭敬敬的

听，骂的不对我们可以不听。 

中央最近提出：是绝对遵守法律，为了这个要发动检查。对反革命要考虑提出一些

新的方针，例如杀人要少，把杀人权收上来，死刑不能废，大赦目前不能赦，但要改善我

们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一切工作。阶级斗争要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请你们考虑一下。 

中公部和法院准备把老弱、妇女犯清理一下，犯人死亡也主要是这一部分，如果人

民同意，准备放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