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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讲两个问题，一个叫坚持到底，一个是政策问题。 

汪金祥同志的发言，我们十人小组讨论了一下。这些问题，昨天我报告了彭真同

志，听说彭真同志报告了恩来同志，他们都大体上表示同意。汪金祥同志的发言和会议发

的一个文件打算合并成一个文件，作为十人小组的文件下达。 

另外我们还将写个报告给中央，中央批准的文件，即是此次会议的正式文件。 

开这个会的意思，就是促进促进，就是趁这个机会比一比，比的本身也是促进的意

思。比可以树立对立面，造成一种形势。这叫形势逼人。 

第四批一千五百多万，现在剩了二百多万，把这二百多万坚持搞完，把第四批搞

深、搞透、搞彻底。那个地方不坚持到底，我们十人小组就不赞成。这也是“一朝权在

手，就把令来行”吧，中央把任务交给了我们，如果有的地方有点松动，我们是“促”你

一下，你也不要坚我们，因为这中间决没有什么坏意思。 

同志们，我们原来想，这次开了会，以后不再开会了。睡了一觉，觉得还不大行。

去年十月那一次，我们就打算完成历史任务的，结果一搞出了个一千五百多万。这次是否

完成了历史任务了？鉴于上一次的经验，不能说历史任务现在已经完成。要把这二百多万

搞到底，把第四批结束，年底或春节以前开一次会，请你们大家来吃年饭，专门搞总结。

这么大的斗争，这么大的胜利，总要搞点道理出来。有些道理我们已经错过了，但是恐怕

还要搞一搞。各省市凡是结束了运动的，要作个全面总结，交省市委审查批准，送到我们

这里来。全国的总结，我们先搞一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然后召集你们来开会。下一次

开会，是否又会冒出多少万出来，现在还难说。中央如果下命令要搞，我们就搞，要坚持

到底。现在规划以外的，党委决定要搞，我们要搞。中国有句老话叫“虎头蛇尾”，如果

这样就是很不好看的。我们不要虎头蛇尾，要搞个善始善终，要再加一把劲，造成个形

势，这就是逼一逼。第一逼上海，上海有很多好处，比如说钢，你们那里是很不错的，各

方面都很好。而这次全国四批还有二百多万，上海就占一半。现在有个对立面，对立面就

是天津，天津搞完了。上海是许建国同志领导吧，拜托刘夫畅同志回去去同他说一下，要

他报告市委。如果市委觉得一百多万不要搞了，市委做出决定，我也拥护。因为市委决定

不搞，他比我们了解情况，总有理由才做这个决定。市委说还要搞，我更拥护。我想市委

是会决定要搞到底的，因此得狠狠地抓一下。上海这个地方不搞清楚是不行的，有细菌总

是要发酵的，发酵就是形势压迫你们。你们还有一百多万，这次回去以后，可能多快好

省，一两个月就搞完了。如果说还有虎头蛇尾的危险的话，上海的危险性就大一些。当然

也可以是后来居上，我不作那样的断定。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讲一讲，压你们

一下。主席讲，人是要逼的，他经常讲“逼上梁山”的故事，不逼是不上梁山的。现在逼

你们上梁山。你们一百多万算是个梁山。第二要逼广东，广东还有四十多万。第三是逼北

京，北京还有十八万。北京是首都，还有一个反革命也要搞，现在无论如何不止一个。 



第二个坚持到底，是新建、扩建单位，凡是党委决定要搞的，我看要坚持到底。可

能搞的，应该搞的，要坚持到底。今年年底以后，如果还需要搞，我们也不推辞。昨天我

问了彭真同志，新建、扩建的任务搞不搞，他的劲就比我们大。他说，怎么不搞，有什么

理由不搞啊！有反必肃。今天彭真同志在北京市公安局讲话说，就是只有一个反革命，我

们也要搞。新建、扩建的如何搞法，由省市委决定。有些今年可以搞的，可以列入第四批

一气搞完；省市委考虑今年不能搞的，明年搞也可以。这是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

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巩固发展得这么快，当然主要不是由于肃反。但是把反革命

搞清楚，总算是个条件。如果把反革命保留起来，它是一种破坏力量，总要影响我们国家

的巩固和发展的。 

我们这次运动成绩很大，总是很大的好事。第四批运动搞到基层，这么多反革命组

织长期没有触动，什么誊写合作社，邯郸运输合作社，还有湖北一个运输队伍的问题都很

严重。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将来我们搞公社，把他带到公社里去怎么行？我们面前还有帝

国主义，蒋介石还盘踞着台湾、金门、马祖等岛屿。不把这些反革命搞掉，是不利于我们

的对敌斗争的。 

总而言之，有反必肃。第一步，要把这二百多万搞宛，要善始善终地搞完第四批。

新建、扩建单位，应该搞的也要搞。虽然现在忙于炼钢，农业生产也很紧张，但我们已经

有了经验，就是肃反生产两不误，抓紧一点，我看是可以搞完的。我实在希望有那么一

天，开个十人小组会，大家都搞完了，不是二百万，二十万，就是二千也没有了，而且也

是真正工作作到了“家”，不是马“虎”，那么就比较舒服些，你们看怎么样，请考虑一

下。我们要向中央报告，要点已给彭真同志报告过了。你们回去报告党委，如果党委认为

现有誊不出手来，确实搞不了，要等一下再搞或者不搞了，就按党委的意见办事。不过我

想党委是不会这样决定的。因为没有理由，第一有反革命就不能不搞；第二等一下，等到

何时才能誊出手来呢？总之，党委会考虑这个问题的。现在十人小组、五人小组还在，搞

肃反也不会妨害搞钢。上海的钢也很紧张，但很有把握。在北戴河我见到柯老，他不仅要

上海完成任务，而且还要多搞一点，以备别的省份完不成。我看抓紧一点可以。北京就有

张锋同志在，可以当面拜托，你这里不搞好，我也很被动，将来人家会说，你专门会讲，

你鼻子底下的那个地方也未搞好，又叫首都。总之，无非将军就是了。这方面我想你们不

会有不满情绪。鼓励是鼓励了，成绩大得很，包括上海在内。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表示

个决心，坚持到底，就是同反革命过不去。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我也就是讲一点原则。我们在九次公安会议

讲过了，以后要比较着重从宽的这个方面。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原则是没有变的。但

是从八大第一次会议以来，趋势是从宽的，理由就是反革命少了，我们国家巩固了，有可

能进一步实行宽大一些的政策。如今天提的那些轻微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开除，也没受刑

事处分的，要不要发薪水，也就是从这种情况出发的。就是将来要使这些反革命分化，使

他瓦解，要把他的基础彻底给以破坏，把那些人改造过来。今天有这个可能，强迫他们走

社会主义的道路，把他们作为一个劳动力，把他们的手调动起来，来建设国家。我们应当

有这个气魄。上海有个口号很好，叫做“少捕、多管、大改造”，基本上也是从宽的精

神。这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否认阶级斗争，该打击的不打击，是有原则区别的。内部肃反清

查出来的，极少数判了死刑，三分之二都是没有判刑的。判了刑的只有七万多人，劳动教

养的四万多人，两项合计十一万，占百分之五十稍微少一点，这已经不算少了。但总的说

起来，我们还是从宽的。我们可以从宽，需要从宽，今天我们并不需要象大镇反那个时



候，也不需要象社会主义革命紧张那样的时候，那样严。这是总的趋势。所以“八大”提

出来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今天来讲还是对的。“八大”所说的进一步实行宽大的政策，

同后来主席在夏季形势所批判的该判不判，该捕不捕，该打击的不打击，重罪轻判，是反

革命不定成反革命，只查错不查漏等等右倾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同否定成绩，否定肃反的

必要性，否定阶级斗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八大”讲的进一步实行宽

大政策那是应该宽大的，并没有说应该打击的不打击。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整整的一段

是讲的只要有反革命，就要与反革命作斗争。并且把过去肃反镇反的成绩和必要性是肯定

了的。但是还有没有从严的一面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对于犯罪情节很恶劣的，对于现

行犯，对于经过宽大处理后又犯罪的，对于杀人、搞特务的，还要从严。一九五六年以

后，我们对历史反革命，就比过去办的轻，有许多可以捉的没有捉。这是因为情况发生了

变化需要从宽一些。这一点要说清楚一下。不然同志们要说是右倾，又搞右倾机会主义。

应该从宽的从宽，这不是右倾，这同右倾要区别开来，正等于对应该从严的从严不是

“左”倾，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这是不是讲所有清查出来的一个都不杀，甚至于也不捕

呢？不是的。最近，主席在北戴河讲了，对反革命专政，就是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夹起

他生产，生产里改造他，这就叫专政。杀人要少，并不是废除死刑。捕人要少，也不是讲

应捕的不捕了。“少捕、多管、大改造”。少捕就是讲凡是可以不捕的就不要捕，应该捕

的还要捕，少捕不是不捕。多管也不是管得愈多愈好，就是应该管的，或者有些应该捕但

没有多大现实危害可以不捕的，就不捕他，用管制的办法来解决。政策的原则惩办与宽大

相结合。愈往后，我们国家愈着重宽的一面，总的趋势大概是这样。那么，是不是今后一

个时期还要强调从严？如果帝国主义搞三次世界大战，地、富、反、坏、右又抬头，那种

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强调从严的一面，不过今天不是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斗争比较缓和，应

该着重从宽，当然也有从严的一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严的一面愈往后愈减少愈

减弱。只有一种情况，比如右派、反革命又进攻，那种反复的局面又来了，我们就要严一

点。这就是一起一伏，一紧一松的道理。这是讲总的趋势。所以对于那几万人，还是给一

点钱，让他们能够活下去。不这样办，他们家属没有钱，就活不成，还得要救济，救济那

来的钱，还不是国家的，因此，比较起来，总之要出钱，与其出救济钱，还不如给一点薪

水。表现坏的怎么办？表现坏的就整他，而且更有理由：我们对你这样好，你还这样坏，

那就不能怪我们。 

这样办，究竟是不是妥当？你们回去报告党委。党委如果认为这样可以，那么就这

样办；党委如果认为这样不可以，那么请你们打个电报来。可能党委考虑得更全面些。我

们认为，这样比较有利。搞个一年二年，比如河北，明年吃饭不要钱，再过一、二年统统

要实行供给制了，这个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所以应该看到，总的趋势是好的。反革命是分

散在人民群众里的，在汪洋大海里头，不变也得变，强迫他走社会主义道路，花岗岩般的

脑袋是有的，但是少数，多数可以改造过来。今天我就是讲这一面。但是从严的一面，还

是一定要有。要办的反革命，一定要办。应该从严的，还要从严。这样结合起来，我看就

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一个很厉害的政策。就是要把那些反革命化掉，把反革命彻底消

灭。你光是把你脑壳杀掉，那不行，只能杀极少数。当然不杀也不行，杀少数也是为了改

造多数，也有这一方面的因素。 

共产主义这一套，我们可能比较快，因此，搞肃反、搞反革命要快一点好，将来不

要让他们混在我们一块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去进行破坏。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混

进几个反革命，没有清查出来，还有国民党区党部之类，那怎么办？ 



看到这个趋势，我们这个政策掌握的好，不犯错误，更有利于肃清反革命。犯右的

错误，把反革命保留下来，固然要推迟肃清反革命的时间，犯“左”的错误，也是一样。

应该宽，不宽，就没有理由。比如劳改犯人，不给他吃饱饭，又搞虐待，那是不好的，正

是少奇同志讲的，那样越改造就越坏。 

讲这么一点政策趋势，希望我们同志作全面的了解。这样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对

反革命是不利，恰恰有利于我们可以更快地把反革命肃清。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如

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个会就到这里结束。  

 

   

附件：关于肃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的安排 
 

（一）一二三批运动的情况和几个遗留问题 
 

全国参加一、二、三批肃反运动的总人数 18,612,999人。根据这次会议统计，已

定案的反、坏分子 197,962名，另外，社会镇反从内部逮捕的反、坏分子有 59,589名，

合计 257,551名，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三八。其中军队查出来的是 3,571名，占军队参

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一三；党、政、企业、学校等查出来的 253,980名，占参加

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六五。 

在这些查出的反、坏分子中，除了还有 10,409名未处理时，已经处理了 247,142

名，占查出反、坏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中：刑事处发的 71,774名，占处理数的

百分之二十九；劳动教养的 41,763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九；监督生产的（包括少数开除

的）49,057名，占百分之十九点九；自杀病亡的 1,717名，占百分之零点六九；由社会

镇反处理的 59,589名，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上述五项合计 223,900名，占百分之九十

点五五。留用的 23,242名，占百分之九点四五。经过这样处理，群众反映很好。 

将近一年的实践证明，经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全国肃反会议所规定的方针是

完全正确的。通过这次处理工作，进一步纯洁了机关、军队、学校和厂矿企业的组织，再

一次地发动和教育了群众，使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更加为群众所了解和掌握，肃反运动的

成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现在，一、二、三批的结尾工作，还有几个遗留问题： 

一、清理积案。全国还有 1,494件专案未结案。积案在五十件以上的有安徽、辽

宁、黑龙江、山东、北京、新疆、河北七个省、市；五十件以下的有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浙江、江苏、内蒙、青海、吉林、陕西十个省。 

全省(国？)还有 7,726件定案案件未定完。未定案件在百件以上的有安徽、浙江、

广东、四川、上海、河北、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京十三个省、

市；百件以下的有江苏、福建、贵州、云南、陕西、广西、青海七个省。 

凡是还有专案、定案遗留任务的单位，应当抽出适当的力量，抓紧时间，扫清积

案。少数案件确实一时查不清楚，经过调查之后，可以挂起来，放在劳动生产或工作中，

继续进行考察。但是，可以查清楚的应当查清，不留尾巴，以免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和安

排。 

二、一、二、三批留在机关、企业、团体、学校内部的反、坏分子，现在还有两万

三千多名。我们意见：除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和生产必需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余一般人



员，不是工作、生产十分需要的，应该再把他们挤一下，以下放干部的形式，把他们送去

劳动生产。这样，既可以使内部搞得更纯洁一些，又可以从劳动中去锻炼改造他们。 

三、对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的改造管理问题。现在，由社会进行监督改造的反、

坏分子，有相当一个数量（五万多人），如何进行监督改造还有问题。 

有些地方和单位，对于清理出去的反、坏分子，监督改造不严，因而使得一些反、

坏分子得以乘隙进行鬼混撞骗。有的冒充下放干部，骗取了群众信任；有的不好好学习，

游游恍恍；有的重新混入我们内部当了工人、干部、教员；有的甚而仍进行反革命破坏活

动。对此问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1）凡安置到社会上监督改造的反、坏分子，均应交

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作为重点人口管理，组织群众监督改造他们，并警惕他们串连进行

反革命活动。（2）所有清理出去的反、坏分子，一律要向安置所在地的群众宣布他们的

罪状，交给群众监督。已经清理出去，但没有向群众宣布过的，应当补课。（3）对于监

督生产的反、坏分子的材料，应当及时转交当地公安机关，以后迁移时，必须转递材料，

进行交代。防止反、坏分子隐瞒政治面貌，混入内部，骗取我们信任。（4）对于在监督

改造期间，表现很坏，甚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应当加重处分或逮捕法办。 

四、关于免予刑事处分和没有开除的反、坏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对这些人，一般

的还应保留公职，给予降级以后的生活待遇。降级，一般也应当比右派分子多降一些，严

一点，降到他本人及其家属能够维持生活，但又不能超过当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

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采取这样比较宽一点的处理是因为：（1）这些多是历史反革命，

罪恶比较轻微，没有受到开除和刑事处分；（2）给他一定的待遇，这不仅是个经济问

题，而且是个政策策略问题。这样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也有利于进行生产改造；（3）

对这些人，过去一般是这样处理的，国务院也发过一个文件，今天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特

殊理由加以改变。如果改变了，他不能维持生活，就增加了社会负担，在政治上，我们又

会失信；（4）采取这个办法，是一种过渡措施，当他能够自食其力，或转为人民公社以

后，这种生活补助的办法，就可以撤销。这样做，是不是丧失严肃性呢？不会的。因为：

（1）在政治上划清了敌我界限，定了反革命的案；（2）按照政策原则，给了应得的处

分；（3）我们这样有意识地放宽一些，是为了促进敌人分化瓦解，是从当前形势出发

的，因而不是右倾；（4）如果他表现不好，做坏事，我们还可以加重处分，主动权在我

们手上。 

采取这样处理，是否可行？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考虑决定。如果省、市委、自

治区党委有意见，可以报告中央。如果过去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作过决定，进行了处理

的，就不再加变动。 

 

（二）第四批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 
 

根据八月份统计，全国列入第四批肃反运动规划的共有 15,232,749人。现在已经

开展运动的有 12,582,391人，约占规划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在已开展运动的单

位中已经定下来的反、坏分子有 117,781名。还没有开展运动的有 2,650,358人。根据会

议情况看来，在这批人中开展运动，除了个别地区需要特别加以努力外，其余都可在年内

全部结束运动。当前运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工作进展很快。 



在十个月内（实际上只有半年）完成了在一千二百多万人中开展运动的任务。各地

运动的进展，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群众运动已经结束或者基本结束的有十一个单位，即江西、河南、四川、

辽宁、山西、吉林、甘肃、宁夏、青海、福建、浙江。其中，河南、辽宁、江西、甘肃、

宁夏、青海六个地方的全部肃反任务已经接近结束。 

第二种，开展运动的人数已经达到规划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十个单位，即：云

南（已开展 427,000多，未开展的 12,000余人）、江苏（已开展 1,450,000人，未开展

的 50,000余人）、山东（已开展 615,000，未开展的 115,000人）、广西（已开展

370,000，未开展的 20,000）、湖南（已开展 820,000，未开展的 70,000）、陕西（已开

展 388,000，未开展 39,000）、河北（已开展 543,000，未开展的 52,000；天津市运动已

经全部结束）、黑龙江（已开展 390,000，未开展的 23,000）、内蒙（已开展 221,000，

未开展的 23,000）、湖北（已开展 634,000，未开展 60,000）。 

第三种，开展运动的人数已经达到规划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有五个单位，即北京

（已开展 189,000，未开展的 182,000）、安徽（已开展 190,000，未开展的 77,000）、

广东（已开展 923,000，未开展的 400,000）、贵州（已开展 343,000，未开展的

164,000）、新疆（已开展 138,000，未开展的 83,000）。 

最后，上海规划一百四十多万人，现已开展十六万人，还有一百二十四万人未开展

运动。 

专案、定案工作： 

全国现已建立专案 89,573件，已结案 70,967 件，占百分之七十九，尚有 18,606

件未结。其中：结案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江西、湖北、辽宁、宁夏、河南、四川、甘

肃、浙江、安徽、贵州、吉林十一个单位；结案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有江苏、山东、福

建、广东、湖南、山西、新疆、广西、云南、青海、黑龙江十一个单位；结案在百分之三

十以上的有河北、内蒙、北京、陕西四个单位；结案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有上海。 

全国需要甄别定案的案件 197,875件，已经甄别定案的有 129,170件，占百分之六

十五点五，尚有 68,705件未定案。其中：定案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江西、湖北、河

南、甘肃、宁夏、辽宁、青海七个单位；定案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有福建、湖南、贵州、

四川、山西、山东、浙江、广东、安徽、云南十个单位；定案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有陕

西、内蒙、江苏、广西、吉林、河北、黑龙江、上海、新疆、北京十个单位。 

二、查出反、坏分子比较多，挖得比较深。现在已经甄别定案为反、坏分子的

117,781名，社会镇反从内部逮捕的反、坏分子 26,670名，两项合计 144,451名，占参

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五，加上普通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

24,527名，共有 168,978名。估计全部定案结束后，查出反、坏分子的比例将达百分之

二左右。敌情的分布，以小学教职员方面为最高，一般占百分之三左右。公私合营单位、

手工业社和其他零星分散的单位，如三轮车、架子车、联合诊所、民间剧团等，反、坏分

子一般占百分之二左右。乡干部，由于过去进行过审查清理，一般比较纯洁，反、坏分子

一般占百分之一左右。 

这一批运动中挖出一批反革命组织。甘肃查出原封未动的国民党区党部 64个，区

分部 511个；三青团分团部 2个，区队 112个，分队 336个，共有骨干分子 1,999人。四

川不完全统计，挖出漏网的反革命组织 442个，其中特务组织 60个、国民党区党部 232



个，还查出青年党区党部、民社党区党部、三青团区队、反动会道门等。湖南查出整套国

民党区党部 5个，区分部 51个。 

运动中挖出了一批罪恶严重、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山西已定案的 8,127名反、

坏分子中，有血债罪恶的即达 4,097名，占百分之五十点四。河北查出身负血债的反革命

分子 1,719名，占整个反、坏分子的百分之二十点一。宣化镇联诊所一向被认为积极肯

干、待人和气的“好医生”王安民，这次查清是一个有 32条直接血债的日伪警备队情报

员，日本翻译官和维持会长。杀害何叔衡、瞿秋白等同志的凶犯李玉，在广东省参事室被

查出来的。四川西充县手工业系统查出的“中美合作所”看守班长李文祥，是一个解放前

夕参加渣滓洞大屠杀，亲手杀害我革命志士的反革命刽子手。 

运动中还查出了不少现行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云南楚雄专区在联合诊所中发现一

个自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五年十月间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先后领过八次特务奖金的特务分

子。四川綦江同华煤矿查出一个蒋匪保密局派遣武装特务，闽、浙、赣边区挺进纵队上尉

分队长。河南罗山县小学教员中有一个特务小组，解放以来原封未动，这次才查出来。 

有的地方发现了成窝的反革命。如河北邯郸市运输局搬运站，挖出了日伪时期三个

原套的反革命组织。其中有原大名县警备队、警察所、宪兵队的原班人马——所长、特务

系长、情报主任、书记等十七人，他们互相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有现行活动。定县搬运

站也查出了原定县的伪保警队、警备队、义勇壮丁队、警察所等八套组织，近百人，其中

有的还当了我工会主席、宣传、组织、财务、业务、劳保委员等职务。福建平和县南胜区

查出了一九五 O年参加南胜暴动的一窝反革命分子，子坑乡的乡政权，几年来一直由这些

坏分子所掌握，该乡的乡长、文书、民兵队长、会计、出纳等十三人中，有十一个是参加

过南胜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誊写合作社，共有一百六十六人，就有匪军

少将五个，校官十九个，尉官十三个，专员三个，县长六个，科长八个，中统组长二个，

中统组员二个，军统特务二个，日特一个，伪警官三个，宪兵一个，反动党团骨干六个，

叛党分子一个，流氓二个，以上共七十四名，几乎占一半。其中有些是我们原来知道的，

有些是不知道的。 

三、发动了群众，群众受到了一次比较深刻的教育。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都有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了，纷纷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检举、斗争。仅据二十四个

地区的统计，就有 1,587,017人参加了检举，检举反革命材料 1,688,591件。河南省直接

参加检举、揭发的有 281,06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五，检举属于反革命材

料的 85,005件。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第四批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运动是成功的。能够取得这些成绩

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坚持了党委领导，改进了领导方法。各级党委一般都作到了党委定期讨论，

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肃反，统一规划，全面安排。绝大多数地区的五人小组成员都有两

三个以上坐下来，专管肃反。很多地方的五人小组还实行了分片包干，深入基层，到第一

线检查督战，并采取经常派人下去检查，抓两头带中间，召开现场促进会、评比会，组织

协作等方法，有的还亲自搞试验田，总结经验，推动全面，从而促进了肃反工作做得又多

又快又好又省。 

第二，充分运用了整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利形势，结合

社会上打击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斗争，展开政治攻势，迫使敌人坦白交代，分化瓦

解。 



第三，充分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贯串了运动的各阶段。在准备工作开始时，就

把肃反方针、政策、部署向群众公开，依靠群众搜集材料，采用个别访问，召开积极分子

会、党团员会、领导骨干会以及政治可靠、熟悉情况的老工人、老店员座谈会等方法，了

解情况线索。在材料特别缺乏的地方，还采用了先在群众中作一次肃反教育，号召坦白检

举的办法搜集材料，因而解决了缺乏材料的困难。定案时先把材料交群众讨论，提出意

见，再由领导定案，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保证了质量，而且积极分子和群众都满意，反

革命也容易服罪。在复查和验收工作中，许多地方也都是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进行

的。 

在宣传政策上，形式多样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展览会、漫画、图

片、快板、顺口溜、民歌、街头小戏，群众参加宣判会、苦主控诉会，以及沿门宣传、登

门防问等办法，对于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很有成效。 

广泛的采用大字报，使这批运动更加显得生动有力。湖南在小学教员的肃反中，群

众贴出的大字报，就有百万余张。运动的实践证明了：大字报不仅可以用在其他工作中，

也可以用来进行肃反。把大字报用于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号召坦白检举，表示群众肃反

的决心，揭露敌人的阴谋花招，以及交代问题等方面都是行之有效的。 

第四，政治挂帅，鼓足了干劲，改进了工作方法。第四批运动是在整风胜利和工农

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准备阶段一般都采用了以虚带实，虚实并举的方

法，批判了肃反队伍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整顿了组织。经过整顿以后，坚定了干部信心，

解放了思想，出现了比先进，比干劲，比钻劲，比思想作风，比多快好省的热潮。许多干

部不辞辛劳，不畏艰险，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完成专案、定案和调

查工作的任务。为了在工农业生产跃进中争取肃反工作的跃进，他们采用了深入车间、田

间，跟班劳动，在劳动中进行肃反工作的先进工作方法，因而大大加速了肃反工作的进

程。 

在运动形式上，各地都注意结合生产、结合中心任务，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系统的

特点，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办法。乡干部、小学教员，一般是采用集训的办法，进行肃

反。在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社方面，是利用生产空隙时间进行肃反，有的是集中教育，

分别进行小组斗争；有的是集中有问题的人和积极分子搞肃反，其余人员就地进行教育。

在航运系统，利用靠岸时间开展肃反，或者组织工作组随船行动，小组斗争，一般都在靠

岸时间进行。 

在一个单位，运动是把五个阶段交叉结合起来进行的。在准备材料工作中，专案、

定案工作就跟上了；在群众运动当中，对于查出来的肃反对象，采用边审查，边结案，审

结一案就定一案的办法。群众运动过后，在搞专案、定案工作时，就同时注意进行复查。

这样不仅可以缩短运动的时间，始终保持群众的旺盛的斗志，使运动一气呵成，而且也保

证了质量。 

今后工作安排： 

第一，全国还有二百六十五万人未有开展运动。有些地方运动的进展还比较迟缓，

时间拖的比较长。为了使肃反工作赶上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应该鼓足干劲，抓紧时

机，结合中心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争取在今年内全部完成第四批肃反的任务。

上海、广东、北京、新疆几个地方，必须加以特别努力，争取今年搞完。 



第二，鉴于大多数地区群众运动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目前领导的重心应当抓紧专

案、定案和复查、处理工作，这是当前运动能否取得全胜的关键。当前专案特别是定案的

任务还很大，必须用大力抓一下。 

从各地的汇报看，专案、定案工作，目前应采取一些有效措施：（1）改进工作方

法，大力推广先进经验。这个时期各地已创造了一些好的工作方法，如走出办公室，推卷

下乡，具体帮助下面解决疑难案件，就地办案，巡回定案等等。所有这些办法，根据各地

实践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应当大力推行，这样可以加速专案、定案工作，也可以保证

质量。（2）定案权力适当下放。因这批运动，主要是基层单位，查出来的反、坏分子大

都是一般人员，为了定案及时，原来省、市、自治区掌握的部分定案权限，应当下放于

地、市、县委去，这是很必要的。至于下放那些案件，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可根据具

体情况加以规定。 

搞好复查验收工作，保证运动善始善终地结束。这批运动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但是

数量很大，搞的又快，单位分散，领导较弱，很难免而且事实已经有粗糙、夹生、不深不

透的现象。因此，在运动结束的单位，认真地进行一次普遍的复查工作，就显得特别重

要。复查的主要任务仍是查错查漏。办法是发动群众来搞。根据各地的经验，只有发动群

众，那才有效。错的、漏的，群众清楚；搞得深不深透，群众也是清楚的。要不发动群

众，就不可能查深查透。 

复查的重点，主要是运动搞的不深不透的地区和单位和某些草率结案的案件。经过

复查以后，按照十人小组过去规定的经过中央批准的标准进行验收，凡是合乎规定的标准

的就验收，不合乎标准的就补课。并且认真的作一次全面总结。 

第三，关于没有列入第四批规划的新建、扩建单位的肃反问题。新建、扩建单位人

数很多，情况不一样，究竟有多少人现在还不清楚。仅据河北、甘肃、辽宁、江西、浙

江、山东、北京七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新建、扩建单位的人员大概有二百多万人。 

这些单位主要是：国营厂矿、县以上地方国营厂矿、手工业合作社、小型公私合营

企业、中小学校、文化卫生、科学研究部门等。 

这些单位的人员，主要有八个来源：1、老厂调来或合并过来的工人；2、下放的一

批干部；3、转业军官和复员军人；4、高小、初中学生；5、从农村合作社订合同吸收来

的；6、军烈属、职工家属；7、社会就业人员；8、各单位自行招收来的。从这八类人员

来看，情况比较复杂的有两种，一个是社会就业的人员，一个是自行招聘的人员。 

搞不搞运动，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大多数的意见还是一致的。主张在这些单位搞运

动的有十四个省、市，不想搞的有五个省、市。 

这个问题，根据中央既定不移的有反必肃的方针，我们意见：凡是应该清理的，都

应当列入规划，加以清理。凡是这次会议以前，新建或扩建的县、市以上厂矿企业和文化

事业单位，如果是没有搞过肃反运动或大多数人没有搞过肃反运动的，原则上都应当搞运

动；如果多数人已经参加过肃反运动的单位，只有少数人没有搞过肃反的，可以不搞运

动，由公安保卫部门采取个别审查办法解决。县以下的乡社办的企业、学校不列入内部肃

反范围，用社会镇反的形式处理。至于那些单位要搞，如何搞，什么时间搞，各地应该把

情况摸一摸，排排队，作出规划，报请省、市委去决定。如果今年能搞的，应当争取在今

年年底之前一气搞完。今年清理确有困难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也可以放在明

年。 



凡是情况不很复杂，人员来历比较清楚，不需要搞运动的，由省、市委、自治区党

委去决定，由政法部门列入经常工作，进行清理；必要时，也可以组织摊子开展运动。什

么时候搞，也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 

把四批搞了后，今年新建、扩建单位的肃反工作应该由政法部门负责，作为经常工

作进行。政法部门经过摸底排队，认为需搞运动的，再报请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开

展运动。 

五人小组何时撤销，应当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来决定，省、市以下的地、县、市委

的五人小组的撤销，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省、市、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的撤销，

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报中央批准。 

第四，关于逮捕判刑的党内审批权限下放问题。根据中央的既有规定，我们意见：

凡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名单以内的案件，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民族、宗

教上层人物的案件，以及一切需要判处长期徒刑的案件，都仍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

批；一般人员中的一般案件，如果省、市、自治区党委认为需要委托地、市委审批的，可

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第五，关于把反、坏分子清理出去的幅度问题。过去规定，要清理出去百分之七十

至百分之八十。现在根据参加第四批肃反的单位，特别是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社等等，

多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单位的特点，遵照主席关于把反革命分子清理出去，使大家认识他们

的面目，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指示的精神，对于在这些单位中清查出来的反、坏分子，

除了应该逮捕判刑的、应该劳动教养的和非开除不可的以外，一般的可以采取判处管制，

或免予刑事处分，留在原单位交给群众监督生产，监督改造，不必清理出去另行安置。但

在干部、教员中的和其他要害部位的的反、坏分子，应当坚决清洗出去。我们这样处理，

是由于：第一、这些单位一般不是要害部门；第二、他们直接参加生产，而且相当一部分

原来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第三、留在单位监督生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农村安置和社会

负担；第四、原单位人员对反、坏分子的情况比较熟悉，经过肃反以后，有条件监督改造

他们。 

第六，关于领导问题。继续加强党委对于肃反工作的领导，这是我们全部完成肃反

任务的关键问题。我们意见，还要坚持书记负责，党委定期讨论的领导制度。因此，要求

各个地方领导要加紧抓一抓，不要松劲。松劲的地方要督一督，要逼一下，要检查一下。

有些任务很重的单位，要保存一定的骨干，不要都拿走了。有些地方可能松劲，要采取主

动的措施，防止松劲。一、二、三批的经验，大概是前紧后松，一般的讲，运动的时候，

领导抓的紧；运动结束到甄别定案的时候，那就松劲了。这样的松劲，实际上不是快，而

是慢。真正的运动时间不长，而主要是甄别定案处理时间拖长了。所以，要求各地加强领

导，采取措施，再鼓一把劲，以便善始善终地结束肃反运动。 

 

（三）若干认识上的问题 

 

关于肃反运动的估计，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作了正确的结论。一九五七年冬，罗瑞

卿同志在“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对于内部肃反的方针、政策和

运动的成绩、缺点的估计又作了具体的阐明。今年夏天，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瑞卿

同志又就九年肃反斗争做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内部肃反的方针、政策、原则问题，都已

经完全解决了。现在，就各地提出的几个关于内部肃反方面的模糊认识，再做一些说明。 



有人说，内部肃反有严重的右倾，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就是右倾的根源。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内部肃反底谨慎的英明的方针。延

安审干，证明了它是正确的，这次肃反再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所谓“一个不杀”，就

是说在肃反的群众运动过程中，对于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实行一个不杀的政策，等到甄别

定案，全部过程完毕后，再作处理。采取这个谨慎的方针，为的是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避免发生错杀好人，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也可以避免杀得过多，把可杀可不杀的杀掉

了。一个不杀的方针，绝不是说在肃反运动以后，对于那些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应该杀

必须杀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杀，更不是对于那些进行凶杀、暗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该惩办

的也不惩办。事实上，在这次运动中，对于行凶、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都及时地判决

了死刑；在一、二、三批运动结束之后，各地对于应该杀必须杀的，也判决了一批。至于

“大部不抓”，这就不仅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就是在运动之后，也还是要实行“大部不

抓”。这不但是为了在群众运动期间，避免错捕好人；也为了避免在运动中捕得过多，影

响对敌人的分化瓦解；而且因为在反革命分子当中，罪恶严重的终究是少数，现行反革命

也是少数，对待多数能够坦白交代的一般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是完全

正确的，对党对人民是有利的。 

有人说，一九五六年内部肃反的政策界限某些口径比过去宽得多，这是右倾的表

现。 

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央批准的中央十人小组的政策界限暂行

规定，某些界限的口径比过去是宽了一些。我们所以要放宽一些，是从下面的情况出发

的：当时国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阶级斗争形势开始出现了

缓和局面，反革命内部趋于分化瓦解；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更加提

高，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意识地在政策上放宽一些，既可以更

加促进敌人的分化瓦解；又可以麻痹敌人，促使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暴露，便于彻

底肃清反革命，这样做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具体体现在每一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界限

上面。什么应当从严，什么应当从宽，要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我们政权的巩固程度，根

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来决定。这就是说，具体政策界限的或宽或严，都要服从于每一时期党

的政治任务，服从于阶级斗争的总的要求。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反革命抬头的时候，我

们处理说要从严一些；当阶级斗争趋于缓和，反革命已经动摇分化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上

就要有意识地放宽一些。例如，一九五五年为了打击反革命的气焰，我们实行了严厉镇压

的措施；一九五六年的情形就不同了，那时，总的形势要求从宽一些，从策略上考虑，经

过一九五五年的打击，敌人分化瓦解，也应该放宽一些。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地、

富、反、坏同右派相呼应，大肆抬头活动，我们又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由此可见，无

论一九五六年的从宽，或是一九五七年的从严，都是从阶级斗争实际出发的，是完全符合

一起一伏的规律和有紧有松的策略原则的。这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 

还有一个所谓“内宽外严”的问题。内部肃反在处理上某些政策界限比社会镇反稍

宽一些是否适当呢？这是适当的。这次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不少的是一般的历史反革

命，罪恶比较轻微，若干年来，他们又直接受到革命组织的影响和教育，只要经过彻底的

揭发和斗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改造的。采取比较从宽处理的政策，

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改造。这样从宽，会不会放纵反革命，是不是右倾呢？不是的。从宽是

有原则的。对于拒绝改造的，情节严重恶劣的，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是必须从严惩



办的。去年夏天，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机关内部受到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

子，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很坏，有不少乘机翻案，抬头活动，拒绝改进，向党进攻。为了严

厉打击这种反革命活动，我们采取了逮捕法办、开除清洗、劳动教养、监督生产等一系列

的措施，对原来留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肃处理。这种从严处理是十分必要的，不

从严处理是错误的。但就是这样，逮捕法办的也还是少数。 

有人认为，经过斗争以后交代了问题的反革命分子，也按坦白从宽的原则进行处

理，似乎太宽大了。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事实证明，我们采取了这种策略，曾经大大地

促进了敌人的动摇分化，孤立了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减少运动的阻力。运动中抗拒的

日益减少，大多数反革命分子在政策的感召和群众的威力下，自动坦白或者经过一些斗争

后就坦白了问题。相反，如果不实行区别对待，把反革命看成铁板一块，那么，抗拒的就

会增多，肃反运动就不可能进展得这么迅速，这么顺利，这是为已有经验证明了的。当

然，对于那些真正自动坦白和斗争以后坦白的这两种人，是应当有区别的。对于前一种态

度比较老实的分子，处理上应该更加宽一些，正如对于斗争后能够坦白的人和坚持抗拒坦

白的人应有所区别一样，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说，肃反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贯彻执行得也是好的，这当然不是说

在具体工作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偏差和错误。从十人小组来检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

过许多缺点和错误，“左”的有，右的也有。这些我们都已做过多次的检查。但总的说，

我们的错误缺点，不管“左”也好，右也好，都是执行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政策过程中

的错误缺点。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个别的，暂时性质的，可能纠正的错误

缺点，并且已经纠正了，绝不能因此而影响对肃反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影响对肃反运

动的伟大成绩的正确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