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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当时采取了一整套富有权威、行
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律监督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其主要措施有: 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建立有力的法律
监督机构、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主要领导人的严肃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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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upervision of Struggling Against Corrup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SUN Wei
（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Ｒ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was once claimed to be the unprecedented real clean government． At that time，a set of authoritative and effective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were adopted，and legal supervision was one important part． The main measures were as follows： formulating
strict laws，establishing powerful legal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s，carrying out wide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nd the main leaders’serious attitudes towards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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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
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上述四项监督机制就
已经比较完备了，红色政权虽然经常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之中 ，但依然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和壮大，苏维
［1］
埃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当前学界对于上述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① 但多侧重
于党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审计监督等方面，对法律监督的考察程度尚不够透彻 。本文将专门就
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效用进行深入研究 ，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① 高学军：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 4 期； 谢建社：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与深刻启
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2 年第 4 期； 吴赘等： 《中共早期廉政建设研究———以苏区报刊为中心的考察》，《南昌工程学院
2001 年； 林多贤：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学报》2010 年第 5 期； 余伯流等： 《中央苏区史》，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王关兴等：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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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
苏区的党和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要防止和杜绝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 、浪费行为及官僚主义作风的
产生，要依靠法律强力手段予以打击，尤其要重视从立法的源头抓起，制定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惩治腐
败行为的法令。
1930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就有比较详细的“政府工作
人员惩办条例”。规定： 怠工放弃职责的、侵越职权的、违反决议案的撤职； 侵吞公款有据的、受贿有据
的、借公报私为害他人的撤职并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的、受贿至五十元以上
［2］（ P86 － 87）
的、假借政府名义私打土豪有据的枪决 。
可见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创立之初便制定法律 ，规定了侵吞公款和受贿的一定额度，便可以枪决论
处，进行防微杜渐，对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法律预设。
1932 年 7 月 7 日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号训令 》，对各级苏维埃政府节
省所有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进行了规定，这对苏区养成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工作作风是非常必要的 。
训令还指出： “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 谁要
［3］（ P627）
苏区政府认识到既要
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 ，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
倡廉，更要反腐，并要对腐败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 ，进行法律制裁，谁要对此进行隐瞒和庇护，也同样会
受到惩罚。
为了支援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稳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金融秩序，对一些贪污浪费行为进行严惩，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于 1933 年 12 月 15 日，共同签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规定： 凡是苏维埃机关、国有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数额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数额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 ，处以二年
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数额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 数额在一百元
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触犯以上任一条款者，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
其贪污之公款。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罪论处 。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的，
［4］（ P224）
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职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
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的这项严厉法规 ，明确了贪污罪的诸项构成要件，除了对人身自由限制的主刑
外，还首次规定了没收财产的附加刑。 与以前的规定相比，更具有普适性、权威性，条文更加详尽和完
备，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随着一系列法律文件的颁布实施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在苏区
内广泛展开，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 。 后来，苏区各级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武
器，相继查出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并给予了相应的法律制裁，如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和于都
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由于贪污经公审后均被判处死刑。 截至 1934 年 3 月底，在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被
检举的贪污分子，有会计科长与科员 10 人，管理科科长及科员 8 人，总务处长 3 人，司务长 4 人，采办科
长及科员 8 人，财政处长 3 人，总务厅长 1 人，局长 3 人，所长 1 人，厂长 2 人，查出的贪污款项 2053． 66
元，棉花 270 斤，金戒指 4 个。其中被送法庭制裁的 29 人，开除工作的 3 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
［5］
法庭 1 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 7 人，给严重警告处分的 2 人，警告的 4 人。
可见，苏区政府不仅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贪污腐败 ，而且出重典、行重拳，处罚力度相当之
大。上述一系列法律的规定，特别是第二十六号训令的颁布，更为苏区各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使后来的惩治贪污腐败行为有法可依 ，对腐败分子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

二、建立有力的法律监督机构
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区一级政府都专门设立了工农检察机关 ，专门负责对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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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一苏大会结束后成立的 ，首任部长是何叔衡。二苏大会后，中央工农检察部改
称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均设工农检察部，乡设工农检察委员会，城市苏维埃政
府设工农检察科。各级工农检察部设部长 1 人，副部长 1—2 人，工作人员若干人。根据工作需要，中央
和省、县工农检察委员会之下，组织各种专门的检察委员会，如土地分配检察委员会等，人数 3—5 人。
1933 年 12 月 12 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 ( 草案 ) 》，其中规定： “省及中央
直属市设巡 视 员 五 人 至 九 人，县 及 省 直 属 市 设 巡 视 员 二 至 五 人，负 巡 视 和 指 导 某 些 指 定 工 作 之
［4］（ P70）

责。”

一苏大会通过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赋予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总任务： “监督着国家企业和
机关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等 ，要那些企业和机关坚决地站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
城市贫苦劳动群众的利益上，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令、土地法令及其他一切革命法令，要适应某阶段的
革命性质、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具体任务如： “若发觉了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
［4］（ P412）

等，有权报告法院，以便施行法律上的检查和裁判。”
工农检察机关还有自己一套工作方式 。如检察的时候，检察委员会须注意听工农通讯员的报告 ，听
工农的个别谈话，听工作人员的报告等。 检察委员会在检察工作中，应有计划地检察该机关和经济事
业，及应检察的主要事项。检察结束后，应该向该机关或国家生产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报告检察的
结果。
各级工农检察部之下，均设立工农控告局，设局长 1 人。 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指定可靠的分子代收
工农的控告书，同时悬挂控告箱，以便工农随时投递意见书。 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 “苏维埃的政府
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 ，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
［4］（ P416）
怠工的现象，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
1933 年 12 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出文件，就如何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提出六个要点：
要提起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贪污浪费常常不能分开、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要注意许多机关里的
［6］

贪污浪费、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法令从严治罪 、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 。
可以说，苏区各级工农检察机关设立后，在监督政府工作和检举揭发违法乱纪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从 1932 年春到 1934 年春，中央工农检察部先后组织过多次集中检察 。第一次是 1932 年 9 月开
始，集中检查各级政府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情况 ； 第二次是 1932 年 12 月开始，集中检查苏维埃政府机
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贪污腐化分子 ； 第三次是 1933 年 6 月开始，配合查田运动，集中检查
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 第四次是 1933 年 11 月开始，集中检查党政军群机关和国家企业机关
［7］（ P918）
这几次集中检查，都查出一批违法乱纪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
中的贪污浪费腐败分子。
平时，各级工农检察部还通过控告局等途径受理大量的人民控告 ，使得群众对于违法行为控告有门，随

时能对工作人员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进行监督 ，并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而揭发出的案件又能及时
进行处理，因而获得了群众的热情支持。

三、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 ，还十分注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创办法制报刊、开辟法律
专栏、出版法律书籍，以及创作法制标语、壁画、歌谣等丰富多彩的形式，造成一定的声势，既增强了广大
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反腐方面的法制观念 ，也为红色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
首先，为了使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和人民政权司法的情况尽快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 ，党和政府利
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发行量大、传播快的特点，经常将这些法律文件登载在这块阵地上面。
比如它在发刊词中就提到了本报的宗旨： “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
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指导各
［8］
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 ”。 如 1932 年 9 月 6 日第 32 期登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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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9 月 20 日第 34 期登了《裁判部的暂行组
击队的组织和工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
1932 年 12 月 19 日第 45 期登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检查
织及裁判条例》，
1934 年 4 月 17 日第 176 期
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份子及贪污腐化动摇份子问题 》，
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 》，1934 年 1 月 4 日第 140 期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
令》。
其次，中央政府要求各部门所办报刊要开辟法制宣传教育的专栏 ，充分发挥各报优势，加强报刊传
播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壮大法制宣传教育的阵地，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其中，许多专栏就涉及
到反腐败的内容。中央报刊包括《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和《苏区工人》等，各省报
刊报刊《福建日报》、《福建红旗》、《闽赣红旗》、《湘赣红旗 》和《江西红旗 》等。 这些专栏有“苏维埃法
庭”“铁锤”“突击”“烈焰”“学与法”“苏维埃法律”“轻骑队”“突击队 ”等，它们经常登载上级领导机关
对下级裁判部的批示、案例分析、审判动态、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违纪情况等。 如《红色中华 》开辟的“铁
1933 年 6 月 17 日刊载的《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 》中说： 江西省木船工人委员长彭士淳和卢汗
锤”专栏，
魁，私吞大家伙食费，把工人的社会保险金拿去做生意，私人图利，喝酒赌博。 在全总局领导之下，撤了
他们的职，公开法庭判处他们罚做苦工 40 天。
再次，创办专门的法制刊物。在古柏的推动下，江西省政府裁判部于 1933 年 6 月创办了油印半月
刊《司法汇刊》，后改名为《裁判汇刊》、《江西省苏裁判部半月刊 》。该刊主要刊登临时最高法庭给江西
省裁判部的批示、训令，江西省政府裁判部的紧急命令、训令、裁判书、工作经验、工作研究和工作安排
等。它有利于提高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加强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督的力度 。
又次，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出版社，在出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读物中，要有一定的普及新法律法规
知识的内容，在出版界形成了大家齐抓共管、普及法律知识的可喜局面。据统计，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
政府制定颁发的有关国家机构、刑事、民事、经济法、行政法等方面的法规达 100 余种。 如中央政府于
1934 年 3 月出版了《二苏大会文献》，
1934 年 7 月出版了《苏维埃法典》第二集。
最后，在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 ，各级裁判部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审判工作，尽量扩大群众对
审判工作的参与程度，通过开展巡回审判、实行人民陪审、开展“同志审判会 ”、吸收妇女同志参加审判
工作、开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增加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以公开促公正，既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
［9］（ P208 － 209）
如 1932 年 10 月
的监督，又有促进人民群众行使权利、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 。
16 日，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召集中央政府各机关 、各工厂工人及工作人员，组织同志审判会，由
到会群众公推的五名审判委员，审判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袁雨山 、刘道彬贪污一案。这是苏维埃历史上
［10］

第一次破天荒的群众法庭，并号召大家利用这一新的法庭形式清查揭发一切贪污腐化份子 。

四、主要领导人带头严肃法纪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项英、何叔衡等主要领导人不仅自己廉洁自律 、克己奉公，为反腐倡廉、勤政
为民作出了光辉的表率，而且对腐败现象保持了高度的警觉性 ，深入反腐败斗争第一线，亲自抓一些群
众意见最大、反映最为强烈的大案要案。在他们的关心下，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反腐倡廉的措施，建设
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廉洁的政府 ，造就了一批有史以来最为清廉的党政军工作人员 。
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 ，就始终非常重视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
各种腐败问题，他为了保持苏维埃的纯洁，预防和惩治腐败浪费行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2 年春，中央
工农检察委员部查出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涉嫌贪污 。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
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 ，还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以谋取私利 。事发
后，有人为他求情，导致案件查办受到了一定的阻力 。毛泽东得知后，力主严惩。经临时最高法庭审理，
［11］
最终判决对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决的第一个
贪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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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11 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觉哉，在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
时，发现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利用职权 ，贪污公款 34 项，合计 2000 多元。更为严重的是集体贪污，数额
达 4000 元之多。他回去后即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情况。 经谢觉哉等人的起草，最终
［12］
由毛泽东签发了著名的第二十六号训令 ，这是我党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 毛泽东在二苏大
会报告中指出： “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 ，民众可以立即
［2］（ P309）
“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
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2］（ P324）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指出： “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 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
［13］
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
二苏大后，他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当时轰动苏区的“于都事件”，就是他领导查处的。
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领导并包庇贪污，利用主席名义强拿公款 50 元做生意，谋取私利。
受他的影响，于都县苏和城区许多领导干部都吞没公款 、贪污公物之风盛行，还有许多党与政府工作人
员大做投机生意，影响恶劣。项英在接到群众举报后非常重视 ，亲率工作团前往于都县查处。他们通过
详细调查，克服重重困难，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终于彻底查清了这一大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
了熊仙璧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1934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法院特别
［14］

法庭以渎职罪和贪污罪两罪并罚 ，判处监禁 1 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 1 年。 这是当时牵涉面最广、判
刑最重、规模最大的案件，它的及时处理，在中央苏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
1931 年 11 月一苏大会后，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1932 年 2 月 19 日，临时最高法
庭成立，又被任命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审( 即主席 ) 。 在担任人民政权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期间，公正
司法，铁面无私，被誉为苏区“包公”。他的反腐肃贪工作有三个特点： 把反贪肃腐工作摆在巩固苏维埃
政权的高度来抓； 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坚决抑制贪腐势头； 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对贪污腐败分子依法
［15］

严惩。 在审理瑞金反腐案前，曾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干扰。他却说： “人民赋予我们这个权力，我们就要
对人民负责。至于我个人，不要说是撤了我的职，就是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 ”1933 年 12 月 28 日，经
过审判，何叔衡依法判处原瑞金县苏会计科科长唐仁达死刑 ，立即执行； 判处县苏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监
禁 10 年，没收一切财产； 判处杨连财监禁 5 年，退赔贪污款项。 广大人民群众听到这一公正的判决，都
情不自禁地高呼： 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岁！ 该案宣判后，何叔衡又一鼓作气查出了中央政府总务厅左
［16］
祥云、徐毅、赵宝成等特大贪污案及其他案件 ， 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绳之以法。

五、结语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 ，各级党政工作人员也就成为掌
握国家权力的红色“官员”。面对中央苏区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
在执政过程中十分注重开展反腐败斗争 ，采取了一整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特别
是法律监督这一重要一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首先，严格、规范的法律文件就像时时在贪
污腐败分子的头上悬起一把把利剑 ，将他们的行为置于法律之下，对其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 其次，应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工作 ，并及时通过各种途径通报案件处理情况，以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再次，严厉的法律虽然对遏制苏维埃党政机关内贪污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起到
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 。又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因贪
污而违法，都应受到法律的惩处。最后，法律反腐的一系列举措，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纯洁了革命队
伍，密切了干群关系，带来了工作作风的大转变，使中央苏区基本实现了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从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建立有力的法律监督机构，到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再到主要领导人
的严肃法纪，其中体现出法律条文、司法机关、新闻媒体、人民群众、主要领导等五大元素。 反腐败斗争
法律监督的实现，就是要切实有效地实现现有反腐机构与社会广泛动员和参与的良性互动 ，制度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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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并行，着力构筑源头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坚固防线 ， 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共同织起一张
法律监督网，最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曾指出： “对干部和共产党员
［18］（ P379）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后要
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
建设、制度建设。面对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逐步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律监督
体系，还要结合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他多种形式，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统一起
来，使政府官员从不敢腐败向不能腐败转化 ，并在反腐败斗争中注意整合各种正能量，以达到最理想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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