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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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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时期 ,由于 思想上、组 织上、经济上 和制度上的种种

因素 ,部分政府人员中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一些腐败现象 ,危害着红色 政权 ,影响着 政府和人民的关
系。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高度重视廉政建设 ,政府制定了 必要的多方面的法 规制度 ,严惩 贪污、浪
费等腐 化堕落分 子 ,努力 消除他们 造成的恶劣 影响 ,纯洁革命队 伍 ,从 而巩固了革 命事业的 根基。
长期不懈的廉政建设 ,是红色政权在敌人的包围中 ,仍 然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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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 时期 ,中国共 产党为 创建农 村革命

在组织上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 斗争 ,难

根据 地进行了艰 苦卓绝 的斗争 ,尽管 党所领 导的军

免泥 沙俱下 ,鱼龙 混杂 ,在苏维 埃政府 中 ,不 可避免

队和 小块革命根 据地经 常处于 激烈的战 斗环境 ,但

地混进少数动机不纯的分子。 他们 参加革命的目的

红色 政权依然 能够在 夹缝中 生存、发展、壮大 ,其中

不是为人民谋利益 ,而是为个人谋私利。一旦时机成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苏维埃政权按 照马克思主义

熟 ,就会成为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关于 建立廉洁政 府的理 论 ,进 行了长 期不懈 的廉政
建设。
一、中华苏 维埃共 和国临 时中央 政府的 建立及
面临的反腐败任务

在经济上 ,由于当时苏维埃区域经济落 后 ,人民
生活困苦不堪。红军 和各级政府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
依靠 红军筹款和 夺取敌 人粮饷 以及没 收地主豪 绅、
官僚军阀的财产物资来维持。为了解决必要的经费 ,

1931年 11月 7日至 21日 ,在中 国共产 党的领

各级 苏维埃政府 、地方 武装和 群众团 体都经 常自发

导下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是

地 开展 打土 豪活 动 ,所得 物资 ,一 部分 分给 贫 苦群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 的革命政权。 它完

众 ,大部分用来解决革命战争给养。这种斗争手段在

全是 为广大人民 群众谋 利益的 ,进入 这个政 权工作

当时 是完全必要 的 ,在 经济上 和政治 上都有 重大意

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 ,绝大

义。 但是 ,由于许多地方打土豪缺乏统一的 领导 ,所

多数 不是为了升 官发财 ,而是 为着全 中国人 民的解

得 到的 筹款 和物 资普 遍地 没有 建立 必要 的经 济手

放事业。在革命战争的艰苦 年代中 ,各级苏维埃工作

续 ,有的甚 至帐目 也很混 乱 ,干 部随用 随拿 ,这就为

人员廉洁奉公 ,艰苦奋斗 ,做出突 出贡献。 然而新生

贪污浪费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的苏 维埃政权也 并非是 纯而又 纯的 ,同时存 在着诸
多产生腐败的因素。

在制 度上 ,由于建 设新生 的人民 政权是 人类历
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 借鉴 ,加

在思 想上 ,由于我 国是一 个经历 了两千 多年封

之处 于战争环境 ,主要 精力都 放在对 付国民 党军队

建 社会的国家 ,封建 剥削阶 级“做官发财 ”、“贪图享

的军事“围剿”上 ,对制度建设有所放松。当时苏维埃

受” 的腐朽思想不 可避免地会影响少数 意志薄弱的

政府 虽然也 制订了 一些制度 ,但 很不完善 。 而实际

人员 ,加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来自 农村 ,

上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初步建立 ,就 开始有了财政收

小农经济带来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 在一些人的头

入 ,税收也有所增加。 特别是成立临时中央 政府后 ,

脑中难以完全清除。这些都 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取消 了红军筹款 ,中央 苏区的 红军军 费和地 方财政

⒇ 收稿日期: 1998- 03- 17

8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 1期

来源只有靠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因此 ,各级政府按

( 1)怠工放弃职 责者 ; ( 2)侵 越职权者 ; ( 3)行 动乖张

规定向群众征收农业、商业、工业 等税款。 政府工作

为群众所厌恶者 ; ( 4)违反决议案 者。 有下列行为之

人员 和地方武装 直接与 经济打 交道的机 会多了 ,而

一者撤职并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 1)侵吞公款

苏维 埃财政制度 却没有 统一健 全 ,很 多地方 处于各

有据者 ; ( 2)受贿有据者 ; ( 3)擅发 或捏造号令者 ; ( 4)

自为政的状态 ,财政纪律松弛。这就为一些利欲熏心

把持政权者 ; ( 5)借公报私危害他 人者。 有下列行为

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之一者枪决: ( 1)侵吞公款至 300元以上者 ; ( 2)受贿

由于上述原因 ,腐败作为一种污浊的社会 现象 ,
对于 局部执政的 中国共 产党造 成一定的 侵蚀 ,贪污

至 50元 以上者 ; ( 3)将内部 秘密报告 敌方者 ; ( 4)乱
烧乱杀者 ; ( 5)假借政府名义私打土豪有据者。⑤

浪费、行贿受贿等问题时有发生。 主要表现在 : 一是

1932年 12月 ,中 央工 农检 察人 民委 员部 发布

贪污腐化的可能性较为普遍 ,“不仅财 政部人员可以

《关于检查 苏维埃政 府机关和 地方武 装中的 阶级异

发生 贪污浪 费的 ,如内务 部、裁 判部、军事 部… … 一

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 问题》的训令。 1933

切 经手收 钱用钱 的机关 ,都有 贪污浪费 的可 能”。①

年 12月 ,中央工 农检察人 民委员 部又发 出《怎样检

“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 ,吞没公

举贪污浪费》的文件。文件对如何开展反贪污反浪费

款 ,对所没 收来的东 西 (如 金银物 品等 )随便 据为己

斗争提出六点意见: ( 1)要提起对于 贪污浪费的警觉

有”② ,实等于坐地 分赃。在 福建苏区 ,同样有这种现

性 ; ( 2)贪污与浪费常常不能分开 ; ( 3)发动群众反对

象 ,如宁化县雇农工会财政部长贪污案 ,省军区特务

贪污浪费 ; ( 4)要注意许多机关里 的贪污浪费 ; ( 5)要

营负责人合伙贪污案等。二 是浪费问题严重 ,如江西

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发的惩治贪污 浪费的法令从严治

苏区 , 1932年以前 “各级 政府浪费的 情形实在 惊人 ,

罪 ; ( 6)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案件。⑥

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 ,一区可用数千元 ,一县甚至
用万元以上。”③

1931年 8月 ,中共 湘鄂 西中 央分 局作 出规 定 ,
对利 用手中权力 谋取私 利的苏 维埃工 作人员 ,采取

上述 可见 ,贪污、腐败、浪费 之风已 在苏区 各地

严厉的惩治措施: 凡凭借革命势力进行报复 者 ,以反

蔓延 ,严重 地危害 着苏维 埃政权。 处 于国民 党军事

革命 治罪 ; 凡假借 党政机 关、革 命团体 名义 ,敲诈勒

“围剿”和经济 封锁中的 苏维埃 政府和工 农红军 ,如

索乡 民者 ,处以罚 金或禁 闭 ;凡 官僚主 义、浪 费严重

不引起高度警觉 ,势必因自腐而脱离群众 ,失去存在

者 ,处以有期徒刑 ;凡贪污 500元 以上者 ,处 以死刑。

的基础和应有的战斗力。因此 ,加强廉政建设 ,“节省

同时通令各级监察部门 ,如果发现领导干部 腐化、官

一 切费用 供给战 争经费 ,严惩 贪污浪费 ”④ ,就 成为

僚 ,则建议 同级政 府予以 淘汰 ; 如果整 个政府官 僚、

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紧迫的任务 。

腐败 ,则报 上级监察委 员会或 上级苏 维埃政 府进行

二、制定必要的法规制度

改造。

1932年 ,中华 苏维埃 共和 国颁 布了 《工农 检察

1932年 12月 15日 ,苏维埃政 府中央执 行委员

部 组织条例》、《工农 检察部 控告局组 织纲要 》 ,对各

会发布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

级工农检察部的任务和工作方式作了 较为详细的规

贪污浪费行为 》的第 26号 训令 ,训令 规定: 第一 ,凡

定 ,如有向各 该级执行 委员会 建议撤 换或处 罚国家

苏维 埃机关、国营企业 及公共 团体的 工作人 员利用

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之权 ,若发现犯罪 行为 ,

自 己的 地位 贪污 公款 ,以 图私 利者 ,依 下列 各 项办

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案 ,有权报告法院 ,以便实施

理: (甲 )贪 污公 款在 500元以 上者 ,处以 死刑 ; (乙 )

法律上的检查和惩办。 “工农检察机关 ,如发觉各机

贪污 公款在 300元以 上 500元以 下者 ,处以 2年以

关内 的官僚主义 者和腐 化分子 ,有必 要时可 以组织

上 5年 以下 监禁 ; (丙 )贪污公 款在 100元 以上 300

群众法庭 ,以审理犯法行为的案件 ,该 项法庭有权利

元以下者 ,处以半年以上 2年以下的监禁 ; (丁 )贪污

判 决 开除 工 作人 员 ,登 报 宣 布 其官 僚 腐 化 的罪 状

公款 在 100元以 下者 ,处以 半年以上 2年以 下的强

等”。

迫劳动。 第二 ,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 ,除第一条各

对于 苏维埃 工作人 员的违 法犯纪行 为 ,苏维埃

项规 定的处罚外 ,得没 收其本 人家产 之全部 或一部

政府制定了一些具有 法律效力的条令。 在 1930年 3

分 ,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第三 ,凡 挪用公款为私人

月召 开的闽西 第一次工农 兵代表 大会上 通过的 《政

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照第一、二条处治之。第四 ,苏维

府工 作人员惩 办条例》中规 定 ,有下列行 为者撤 职:

埃机 关及公共团 体的工 作人员 ,因玩 忽职守 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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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 ,使国 家受到损 失者 ,依其 浪费程度 处以警 告、

的犯罪。 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 ,过去有了 成绩 ,以

撤销职务以至 1个月以上 3年以下的监禁。

后还要 努力。” 1934年 2月 ,中 央工农检查 委员会在

上述 条例和 法规的 制定与 颁布 ,对腐败 分子产

《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一文中明确指

生了 巨大的威慑 作用 ,并使苏 区政府 的反腐 败斗争

出: “中 央工 农检 察委 员会 在执 行中 央十 九号 训令

有法可依 ,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

中 ,首先进行中央各机 关的检举运动。”⑧ 到 3月底 ,

三、依法严惩贪污浪费分子

经过 检举揭 发 ,在财政部 、劳 动部、土地部、总务 厅、

毛泽 东同志 十分重 视苏维 埃政权的 廉政建 设 ,

粮食局、执行所、印刷厂、造币厂、合 作总社等中央一

认为 对于私吞苏 维埃和 民众财 产的贪污 行为 ,对挥

级的 机关里 ,共查出有 贪污行 为的会 计科长 和会计

霍 公款 的浪 费现 象必 须予 以严 厉制 裁 ,明 确指 出:

10人 ,管理科长 及科员 8人 ,财政 处长 3人 ,总务厅

“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 ,人民 敢怒不敢言的

长 1人 ,局长 3人 ,所长 1人 ,厂长 2人。贪污的公款

时候 ,苏维埃制度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

累计大洋 2 053. 66元 ,还有棉花 135公斤 ,金戒指 4

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 怠工以及官僚

个。 这些贪污分子被送交法庭 审判的 29人 ,开除公

主义分子 ,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的错误 ,而苏维

职的 3人 ,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 1人 ,建议

埃 则立 即惩 办他 们 ,决不 姑息。”⑦ 1932年 底 ,临时

行政 机关撤职和 调动工 作的 7人 ,受 严重警 告处分

中央政府开始全面对贪污浪费进行检举 打击。 12月

的 2人 ,受警告处分的 4人。⑨

9日 ,中央工 农检 察部 发布 第 二号 训令 ,宣 布“对于

在反 腐败斗 争中 ,苏维埃 政府紧 抓群众 意见最

被选 举的各级苏 维埃政 府委员 ,及各 级政府 委任的

大、反 映最 为强 烈的 案子 不放 ,严 厉查 办了 一 批要

工作 人员 ,各地军事 机关及 地方武 装、独 立师团、游

案、大案。 当时最为典型的是对反革命分子、大贪污

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指挥领导人员 中的阶级异己

犯左祥云一案的处理。 左祥云曾任 苏维埃大会工程

分子和贪污腐化消极分子 ,来一个大的检举运 动 ,洗

所主 任 ,他 在任职 期间勾 结反动分 子 ,盗窃机密 ,私

刷掉他们”。 根据训令规定 ,各级工农 检察部组织了

偷公章 ,贪污公款 246. 7元 ,犯下 了严重的罪行。 据

“临时检举委员会” ,以工农检察部长任委员会 主席 ,

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亲自下

有关 部门举派代 表组成 委员会 ,大张 旗鼓地 开展检

令总务厅长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听 候处理。然而 ,赵宝

举斗争。

成竟违抗命令 ,听任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 走左犯。

经过 检举揭 发和调 查清理 ,苏维 埃政府 工作人

事情 发生以后 ,毛泽东 责令中 央工农 检查委 员会一

员中 存在的涂改 或故意 丢失购 物单据以 少报多 的、

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于是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

假造 印章单据冒 领公款 公物的、勾结 商人暗 中私拿

会立 即组织工作 队专案 检查 ,在查实 左祥云 罪行的

回扣的、贪污或挪用公款捐款罚款的、挪用公款捐款

同时 ,还查清了徐、赵二人的问题 。 徐毅除放走左祥

个人做生意的等等各式各样贪污浪费 和违法乱纪的

云外 ,还放 走其他 两名罪 犯 ,从 中索取 金戒指两 枚 ,

腐败现象 ,都被一一揭露出来并给予严肃查处。

且 官僚 习气 严重、生 活腐 化、浪费 公款 合大 洋 数千

1933年 3月 9日 ,福建省宁 化县雇农 工会组织

元。赵宝成身居要职 ,却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包庇他

部长 谢浪金贪污 公款案 ,省军 区特务 营副政 委黄浴

们的罪行 ,平时在工作中脱离群众 ,有严重的官僚作

明与大队长黄土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 公物案分别受

风 ,还挥霍浪费公款万余元。左、徐、赵三犯捉拿归案

到省检举委员会的揭露 ,谢浪金被撤职查办 ,二黄分

后 ,苏维埃中央检察委员会立即召开群众公 审大会。

别被判处 6个月、 3个月苦刑。 这是苏区首次开庭判

1934年 2月 13日 ,苏 维埃 中央 政府 最高 法院 根据

决的罪 犯。 12月 16日 ,经过检举揭 发 ,又 揪出一批

苏区法律判处左祥云死刑 ,立即执行 ;判处徐毅 6年

贪污 腐化分子 ,进行 审理后 ,分 别给予了 开除党 籍、

徒刑 ;赵宝成罚苦工一年 ,并追回所 有贪污受贿之财

开除 公职的处分 或法庭 判刑惩 处 ,苏 区军民 无不为

0 2月 20日 ,中央 工农 检察 委员 会公 布检 举贪
物。1

之拍手称快。

污案 的总结 ,其中另查 中央互 济会总 会财务 部谢开

1934年 ,反贪 污浪费斗 争进入了高 潮。 1月 20
日 ,毛泽东主 席在全国 苏维埃 第二次 代表大 会所作

松贪污失职罪 ,宣布开除其党籍 ,送交法庭 审判。
对于地方上的贪污浪费分子 ,中央也毫 不手软。

的报告中指出: “财政的支出 ,应该根据节省的 方针。

1934年 3月 8日 ,中共 中央 党务 委员 会、工农 检察

应该 使一切政府 工作人 员明白 ,贪污 和浪费 是极大

委 员会在《红色中 华》发 表《检 举于都 县私营 贪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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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 》一文 ,宣 布于 都县 挖出 重 大贪 污案 犯。 3月 29

年。 此案在中央苏区影响极大 ,是当时牵涉 面最大、

日 ,项英副主席发表《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全县

判刑最重、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

共查 出贪污案 件 23起 ,经过审 理 ,撤 销了刘 洪清于

此外 ,当时中央苏区处理的著名案例还 有: 谢步

都县 委书记及中 央委员 职务 ,撤销了 熊仙壁 于都县

升案 。 谢为瑞金 县几十 坪村苏 维埃主 席 ,因 强奸妇

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中 央执行委员会

女、挟私 报复 ,被瑞金 县裁判 部于 1932年 5月 5日

为此专门发出处理命令 (中字第十五号 ) ,“熊系中央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 判处枪决。 唐仁达

执行 委员会委员 ,除批 准人民 委员会 将其主 席撤职

案。 唐为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 长 ,因侵吞 公款、公

外 ,并 开除 其中 央执 行委 员会 委员 ,交 最高 法 院治

债、谷票、公物 折计 大洋 2000余 元 ,于 1934年 1月

罪”。 在项英主持的宣判大会上 ,将贪 污首犯刘仕祥

被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批准 予以枪决。

(贪污公款 200余元 ,并 挪用公 款做 生意 ,向总 供给

中央 的决心 和采取 的果断 措施 ,有力地 震慑打

部报假帐 )、刘天浩等人当场 枪决。 同月 25日 ,苏维

击了 腐化堕落 分子 ,教育 了广大群 众 ,密切了党 、军

埃最 高法庭判处 熊仙壁 监禁一 年 ,剥 夺政治 权利一

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注释:
① 《怎样 检 举贪 污 浪费 》 , 载 《红 色中 华》 , 第 140期 ,

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 , 86～ 87页。
⑥载《红色中华》 , 140期 , 1934年 1月 4日。

1934年 1月 4日。
② 财政部 财金研 究室编: 《革命 根据地 经济史 长编》 ,

⑦毛泽东: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 1934年 1月。

1343页。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 省第一次 工农代表大 会《财

⑧见《红色中华》第 152期 , 1934年 2月 20日。
⑨见《红色中华》第 167期 , 1934年 3月 27日。

政与经济问题决议案》 1932年 6月 3日。
④《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 ,载《红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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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 ,第 77期 , 1932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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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受儒学教育很全面 ,而又极

多大益处 ,是在这时得到了较充分的显 示。 然而 ,中

推重 理学的康熙 这样一 个偶然 ,最终 使清初 统治思

国社 会毕竟走到 封建社 会的晚 期 ,理 学可有 一时之

想由重兵尚武转化为理学治国。 理学 由于有康熙在

兴盛 ,但那不过是短暂的一闪 ,而衰 微的总趋势无法

一定 程度上的身 体力行 ,从而 使讲了 几百年 的诚心

改变 ,雍、乾之后 ,它便 与整个 封建王 朝一起 滑向坡

正 意修 身齐 家治 国平 天下 之信 条得 到了 一定 的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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