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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早 期 對 山 西 之 經 營 

 

莫 嘉 廉＊ 
 

摘  要 
 

本文主旨係在探討中國共產黨於 1920年到 1927年在山西的經營情形。內容

如下：(1)中國共產黨在山西發展的有利條件：探討自「五四運動」時期山西學
生響應後，馬克斯主義的傳入與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及工人運動的興起，

為中共在山西組黨建立了有利的條件；(2)中共山西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探討
自民國十三年夏，高君宇到太原，在太原成立中共太原文部到民國十六年五月，

中共在山西已發展為一個省級黨部的過程；(3)中共在山西組織的破壞：探討自
民國十六年「四、一二」清黨後，中共在山西黨組織遭到破壞的情形。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共山西黨組織 、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 

 
 
 
 
 
 
 
 
 
 
 
 
 
 

＿＿＿＿＿＿＿＿＿＿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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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arly Operations in 

 Shan-xi Province 

 

   When the May-fifth Movement started in 1919, many universit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han-xi Province showed their support to the Movement and form various 

groups to study Marxism. 

 

   So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0, by order of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Beijing and Socialist Youth Corps, Cao Jun-yu arrived 

Shan-xi in Spring l921 and set up Tai-yuan Socialist Youth Corps on May 1. The rise 

of Shan-xi’s Labor Movement made Tai-yuan Socialist Youth Corps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it then had 61 members and 14 branches. 

 

   In the summer of 1924, Gap Jun-yu, as ordered by Li Da-zhao, returned to 

Shan-xi to build up CCP’s organization there. In May 1927, CCP had three local party 

executive committees, over forty branches and around fifteen hundred members in 

Shan-xi.  

 

   On April 12, 1927, KMT’s cleansing movement struck the CCP gravel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Shan-xi suffered devastating impact and was then destroyed. 

 

Keywords :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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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早 期 對 山 西 之 經 營 

 

莫 嘉 廉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在山西發展的條件 

 
一、「五四運動」在山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不但沒有分享到勝利的

果實，反而遭到了喪失主權的威脅。由美、英、法、日、意等國家所操控的巴黎

和會，斷然拒絕中國關於取消外國在中國的某些特權，尤其是取消“二十一條”，
收回德國在山東的各項特權要求，完全接受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不當要

求，中國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和會上抗爭無效。此一消息傳回國內，首先在知識份

子和青年學生中引起強烈反應。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十三所學校的三

千多名學生，在北京舉行遊行示威。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

一條” ，“還我青島” 等口號，要求北京政府拒絕在和會上簽字，並要求嚴懲親
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北京政府出動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三十

二人。五月五日，北京學生宣佈罷課，號召營救被捕學生。六日，北京中等以上

學校成立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遊行講演，要求釋放愛國

學生，懲辦賣國奸賊。六月三日，北京二十多所學校各派出近百名學生，組織講

演團展開大規模的反帝宣傳，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一百七十八名學生。這一行

動，更加激憤了熱血青年，各地學生紛紛舉行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

動。 

山西是響應五四運動較早的省份之一。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山西之後，五月

七日，山西大學、山西農業專門學校、山西商業專門學校、省立第一中學、第一

師範等十一所大中學校的二千多名學生，就在山西太原中山公園集合，支持北京

學生的愛國運動，大會宣佈成立太原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也稱山西省學生聯合

總會）。會後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政府的賣國外交，並到省公署、省議會請

願 1。 

＿＿＿＿＿＿＿＿＿＿ 

1.《五四愛國運動檔案》208頁，北京，中國社會社會出版(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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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北京學聯派代表到太原，進行演講，宣傳反帝國主義愛國主張。五月

下旬，天津學聯亦派代表到太原，商討統一行動。隨後，太原大、中學校的學生

相繼罷課，組織講演團，每天在大街小巷宣傳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和抵
制日貨。五月二十九日山西省學生聯合會總會發出《山西學生罷課宣言》2。在

省學聯的號召下，大同、臨汾、運城、汾陽、太谷、平定、離石、祁縣、  代縣、

崞縣、祁縣、晉縣、霍縣等地中等學校和高等小學的學生，也紛紛舉行反帝愛國

的集合和遊行示威。六月三日，北洋政府大批逮捕愛國學生的事件發生之後，山

西學聯發出緊急呼籲，號召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反對北洋政府，營

救被捕學生。六月六日，太原大中學校五千餘名學生和市民、店員、工人舉行了

遊行示威，將此一運動由學生擴展到各界。 

 
二、馬克思主義在山西的傳播 

  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斯主義的是李

大釗。民國八年五月，李大釗編輯出版了「新青年」的「馬克斯主義研究專號」

（六卷五號）3，這個專號對於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4。馬克

斯主義在山西的傳播，是從建立學習和研究新思想的團體開始的。五四運動之

後，在省城、太原和全省各地，研究新思想的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

太原十餘所大中學校和部份縣城中學的師生紛紛組織社團，如新共和學會 5，見

聞觀摩會 6，山西學術研究會 7，等十餘個團體。盡管這些團體組織形式不同，

宗旨不盡一致，但其共同特點是研究新思想，新文化，其中就包括研究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逐步形成了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山西傳播的一支生力軍。 

 

 

 ＿＿＿＿＿＿＿＿＿＿ 

2.《時事周刊》第一年第十四期(1919年 6月 11日) 

3. 此專號其中載有：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顧兆熊（虛餘）的「馬克思學說」，

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評」，陳啟修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淵泉的「馬克思

的唯物史觀」和「馬克思奮鬥的生涯」，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以及克水的「巴枯寧傳略」。 

4.蔡國裕，《中共党史》第一冊第 27頁，台北，國史館，1988。 

5.民國九年四月十三日，山西大學二十餘名學生以“交換知識，研究學術” 為宗旨，組織了新共

和學會，倡言要“創造新人生，新社會，新共和”。 

6.民國十年二月，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劉世澤等十四人，以“研究學術，啟通民智” 為宗旨，組織

見聞觀摩會。 

7.民國九年夏，鄭初民、馬鶴天等人士，在太原知識界組織山西學術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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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團體為了促進學術交流，大都辦了自已的刊物。民國八年八月，高君宇 8從

北京到太原，在省立第一中學會見了學生領袖王仲一（王振賢）、賀凱、梁震等

座談如何發揚五四精神和建立青年組織等問題，決定創辦傳播革命新思想的刊物

《平民周刊》。該刊由王仲一主編，姚錞負責印刷和發行。它以“為人民奮鬥” 為

宗旨，立志“以山西實況報告世人，代人民呼號”。 

 
三、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與發展 

 

    民國九年三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六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

黨和籌建，七、八月間正式成立。上海黨組織派俞秀松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9。民國十年春，高君宇奉北京共產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指示到山西，在

省立一中召集王仲一、賀昌、李毓棠等十餘人座談馬克思、列寧主義，醞釀建立

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五月一日太原社會主義青團正式成立，確定宗旨為“喚醒

勞工，改造社會”，第一批團員有王仲一、賀昌、李毓棠、賀凱、梁震、武震初、
姚錞、張法古，由王仲一擔任小組長。五月十五日，團小組召開會議，草定了團

的章程，討論了行動計劃，規定了團的任務，並規定每週開一次組織生活會，學

習馬列主義，討論分析形勢。這樣，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就先於共產黨組織在山

西誕生， 在此同時，在北京大學共產黨員鄭業的幫助指導下，在晉北大同省立

第二師範學生曹汝謙的組織下成立了大同社會主義青年團。太原和大同社會主義

青年團小組成立後就擔負起創建山西黨組織的準備工作。 

 
然而由於“成份複雜，有馬克斯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

義者和工團主義者，致使觀點分歧，組織渙散，不少地方的團組織一度處於停狀

態”，10 不久“團員因暑假多半離開太原，留下的雖然集會了幾次，也沒做什麼

工作，草章和計劃就成了空談”，11因此，該團解散。 

 

＿＿＿＿＿＿＿＿＿＿ 

 8.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靜樂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為北大學

生會負責人之一，後為加平民教育講演團。1920 年 3 月，與鄧中夏等組織，馬克斯學說研

究會，同年十月加入北京共產党主議小組，並任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成為中國共產党

最早的党員之一。1924年 5月到山西籌建中共党組織，1925年 3月 5日病逝北京。 

9.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輯，第 7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10.《偉大的開端》(1919~1923)，48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1.《本團成立一週年紀念小史》，見《太原党史資料匯編》第一輯，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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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建党，同年十一月，黨員張太雷接受中國共

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重新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明確規定“中國社會主義青

年黨為信奉馬克斯主義的團體”。民國十一年五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和《中國社會主

義青年團組織》。不久，各地相繼恢復和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在此形勢下， 

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也於民國十一年春天重振旗鼓，並“發展了兩個新團

員，並且按照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程，觀察地方情形，重新討論進行計劃” 
12。 

同年九月，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太原地方執行委員會（太原團地委），

委員有李毓棠、石鐘秀、毛壽恩、張堉麟、賀昌等人，由賀昌擔書記，在中學和

工人中成立了團支部。十月，太原團地委發動和領導了省立一中學生反對校長的

鬥爭，十二月，領導了正太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十二年十月，又領導太原學生

舉行了反對曹錕賄選總院的遊行示威，在這些活動中，太原的團員到民國十二年

底發展到六十六人，建立起八個支部，並在汾陽建立了團支部。青年團員，賀昌、

李毓棠、傅懋恭也經高君宇介紹加入共產黨。而在此活動中，湧現出一批鬥爭堅

決的學生、工人為中共山西地方組織的成立奠下了基礎。 

 
四、工人運動的興起 

    山西自晚清以來，主持省政者的經營和外國資本的投資，形成了太原、大同、

陽泉，榆次等幾個工業區。尤其是太原，在五四運動前後，工業企業迅速增加，

產業工人的人數急劇上升，隨著工業的發展，階級剝削和壓迫日益嚴重，工人和

資本家的問題逐漸增加，零星突發的的工人罷工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

積極領導工人運動就成為太原團組織的重要工作。太原團地委號召團員“生活工

人化”，利用一切機會接近工人，考察其共生活狀況和遭受的苦難，從思想上徹
底清除鄙視勞動，輕視工人的思想。在太原團組織的發動帶領下，山西工人運動

逐步興起。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至六日，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號召工人階

級“即刻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階級的強固的緊密的陣線，向著資產階級和壓迫階

級不斷的奮鬥 ” 13。 

 

＿＿＿＿＿＿＿＿＿＿ 

12.《偉大的開端》(1919~1923)，48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3.《偉大的開端》(1919~1923)，5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生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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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一代表參加後回到太原，向賀昌傳達了大會精神，經過研究，決定在太

原組織赤色工會，發動工人罷工，民國十一年五月，太原團組織在太原大國民印

刷廠發動了以提高工人工資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為目標的罷工運動，由於沒有作

好同行業工人的宣傳，以取得廣泛的支持和採取聯合行動，結果在資本家的利誘

下，致使罷工運動失敗。 

但是太原團組織在倡導工人運動取得了經驗和教訓，廣大工人在這次罷工中

受到了鍛煉，政治覺悟迅速提高，排字工人王煥卿、王元、王世隆等在這次罷工 

後加入了太原團組織。 

第二節  中共山西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 

 
一、中共山西黨組織的創建 

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國共合作的實現，

國民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為中共山西地方組織的創建提供了契機。國共合作

後，在北京建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由李大釗和于樹德負責，為推動

北方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迫切需要在沒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建立党組織。當

時，山西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進行了三年多的活動，有六十一個團員，十四個團

支部，但黨的組織尚未建立起來。因此，高君宇（時任北京區委兼地委委員，宣

傳部主任）根據中共北京區委兼地委委員長李大釗的指示，於民國十三年夏回到

山西，進行建立中共山西黨組織和籌劃山西的國共合作事宜。 

高君宇回到太原後，在太原省立一中秘密的成立了中共太原支部，黨員有李

毓棠、張叔平、潘恩溥、傅懋恭（彭真）、紀近梓、侯士敏，張堉麟等七人，党

書記為李毓棠 14。當時，黨員人數少，黨支部領導成員又多是太原團組織的領導

骨幹，因此，黨團組織合為一體活動。 

山西黨組織黨員的數量和質量都存在著明顯不足，據民國十六年三月《太原

組織部工作報告》稱，在民國十四年十月以前。“黨在太原只有幾個同學，而且

對於黨一點都不認識，也無何等組織。”15 因此，一度黨的工作不能有計劃地開
展，仍然經由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群眾，領導群眾革命運動，“因此，在由五卅 

慘案而匯成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團事實上不能不起而代替黨的作用，領導 

 

＿＿＿＿＿＿＿＿＿＿ 

14. 潘恩溥：《太原黨團組織的創立與活動》，見《中共山西歷史慘事》第一卷，32頁，太原，山  

            西人民出版社，1991。 

15.《太原史資料匯編》，第一輯（內部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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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地一切群眾的鬥爭。” 16 

 

二、中共山西黨組織的發展 

中共太原支部成立初期，主要依靠青年團開展工作，擴大影響。民國十四年

夏，在五卅運動的高潮中，中共汾陽特支成立。十月，中共北方區委（由中共北

京區委兼北京地委改稱）將中共太原支部改建為中國共產黨太原特別支部（簡稱

中共太原特支，以下同）歸中共北方區委領導。派區委學校結業的崔鋤人到太原

負責黨的工作。此時的中共太原支部負責人已全部調離山西。崔鋤人將經過五卅

運動，政治上堅定的團員和積極分子王鴻鈞、王瀛、鄭國棟、楊振鋒等人先後由

團轉黨或吸收入黨。並在省立一中，太原進山中學，太原印刷工人，太原製革工

人，正太鐵路，太谷銘賢學校等處建立了黨支部，並建立了個別黨員參加的太原

混合支部，同時聯繫和指導中共汾陽特支的開展工作，黨員增加到七十餘名。17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中共北方區委決定撤銷中共太原特支，成立中國共產黨 

太原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太原地委，以下同）。中共太原地委初由崔鋤人、

王鴻鈞、周玉麟三名委員，王瀛、劉守雄二名候補委員組成，崔鋤人任地委書記，

下設組織部、宣傳部、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國民運動委員會、學

生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等工作機構。18中共太原地委成立後，大力發展

黨員，積極建立黨的組織，截至民國十六年二月，中共太原地委下屬二個部委和

市內二十五個中共支部，領導外縣三十一個支部，一個臨時縣埶行委員會。(19) 

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初，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先後在組織發展較快的榆

次、臨汾、汾陽陸續建立了中共地方執行委員會。四個地委均上屬中共北方區委

領導，中共太原地委幫助四個地委開展工作。 

截至民國十六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地區已成立了三個黨的地方執行委

員會，二個部委，四十餘個支部或特支，共有黨員一千五百人左右。迫切需要成

立全省統一的領導機構，將上述黨組織和黨員團結，集中在一個省級黨組織之 

下。 

 

 

＿＿＿＿＿＿＿＿＿＿ 

16. 林田：《1920年至 1927 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見《党史資料》1953 年，第五期，115

頁，中共中央宣傳部党史資料室編。 

17.《中國共產党山西省組織史資料》(1924，夏~1949，9月)，5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18. 同(1)，7頁。 

19. 同(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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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共中央黨委員出席中共五大 20 的山西代表王鴻鈞會談後，五月十九日決定

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委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白稱中共山西

省委山西省委)。省委上屬中共中央領導，下屬 3 個地委，2 個部委，40 個支部
或特支。 

 

第三節 中共山西黨組織的破壞 

 
一、「四、一二」清黨運動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吳稚暉、蔡元培、張人傑、

李石曾等人在上海舉行監察委員會議，吳稚暉提出「已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謀叛

國民黨及不利於中華民國之種種行為，應行糾察」。四月二日，中央監委再度舉

行會議，吳稚暉提出共黨謀叛証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

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

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

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在滬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即決議清

黨。自四月十二日起，上海、南京、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

市正式全面清黨，21各地共黨分子或被殺，或被拘，或逃匿。 

中國國民黨的清黨運動給予了中共嚴重打擊，共產國際認為這是「中國革命 

的部分失敗」，從此「革命已進入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已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

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22 於是共黨便以

全力來赤化武漢政權，以圖挽回其失敗的命運。 

 
二、清黨運動後山西的反應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太原地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四、一二」清黨運動後

中共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會議認為「蔣介石已徹底背叛革命，成為新軍閥，南

北軍閥已經合流共同反共，但武漢國民政府還是革命的，國民革命還在勝利前

進，對閻錫山應繼續採取爭取態度」。會議要求山西各級黨組織繼續反擊國民黨 

＿＿＿＿＿＿＿＿＿＿ 

20.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共在武洪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國共

產黨山西省委員會（簡稱中共山西省委或山西省委），由顏昌杰出任書記，  

21.蔡國裕，《中共黨史》第一冊，100頁，台北，國史館，1968。 

22.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輯，233頁，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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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發展鞏固工會組織，成立工人糾察隊。23 

五月五日上午八時，24（按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大事記述為五月九日）中共

太原地委在太原國民師範大禮堂召開追悼李大釗大會，25到會的有太原各大中學

校的學生，教師和部分廠礦工人，約六七千人。太原衛戌司令部以共產黨集會不

合法為名，派兩營兵力包圍學校，不淮開會。經過數小時的僵持，秩序越來越混

亂，形勢越來越惡化，而且隨時有發生流血衝突的可能。中共太原地委決定散會，

由薄一波和張勛向群眾作散會的解釋工作，要大家迅速散開。散會後，張勛、武

學和、王道明、楊懷義等四人被捕。衛戌司令部宣布戒嚴，禁止一切集會，結社

和講演活動。 

五五事件後，中共太原地委召開緊急會議，地委認為「閻鍚山已公開倒向蔣

介石，實行反共政策，黨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存革命力量」。決定在省城（太原）

的共產黨員盡快分散到農村去，發展黨的組織，利用合法名義領導群眾鬥爭。同

時還決定各級黨組織立即停止公開活動，黨的群眾工作應利用國民黨的名義以埶

行中共五大「必需執行急進的土地改良政綱和創造鄉村的革命民主政權 26」的指

示。 

 
三、山西黨組織的破壞 

六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派方本仁到達太原，閻錫山表示完全擁 

護南京國民政府，並開始清除共黨。27不久，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改組各省

地方黨部，並任命張繼、何澄，（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系），趙戴文、南桂馨、 

溫壽泉、孔繁蔚（閻錫山系）、韓克溫、苗培成、李江、部樹棠、楊笑天（原山

西省黨部委員）等為國民黨山西省黨務改組委員，成立了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山

西省黨務改組委員會成立之後，即由當時黨部常務委員會提出一個通緝共產黨員

的名單，交由黨務改組委員會通過，轉交省政府通令全省各縣執行。七月十五日， 

汪精衛在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和平分共」的主張，八月八日 

汪氏正式向武漢政治委員會提議「清共」，國民黨中央黨部通令全國實行「清黨」。 

 

＿＿＿＿＿＿＿＿＿＿ 

23.《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大事記述》(1919~1949)，80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24.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58頁，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25. 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李大釗在蘇聯大使館藥俄兵營內被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在北京京師看守被秘

密絞殺。 

2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42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 

27.張玉法：《中國現代史》，409頁，台北，東華書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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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成立了清黨委員會，梁永泰、苗培成、韓克溫、南桂馨、李冠

洋、郭樹棠、楊笑天等為委員，由梁永泰總負責（後由苗培成接替），主持進行

清黨工作。 

山西的「清黨」工作，在閻鍚山的領導下，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但「清

其人」，而且「清其法」，同時「清其法」重於「清其人」。閻錫山說：「惟自本黨

容共以來，共產黨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黨者不少。喊叫的口號實行的行為，

多隔于共產化。劃分階級，挑撥爭鬥。誠認為招兵良法，本黨黨員不知不覺，亦

仿效之。此實本黨之大危險，亦民族殘殺之肇端。今日清黨，實為本黨之緊要工

作。鄙意清其人，尤須清其法。君法其人而效其法，則共產黨員得以反共之口號，

潛伏於國民黨旗幟工作，作其黨之工作”28。 
山西清黨委員會在太原採取了兩方面的行動以「清其人」。一是發佈通緝令，

公開緝捕中共在山西的重要幹部顏昌杰、王鴻鈞、崔鋤人、王瀛、薄一波等三十

餘人；二是動用軍警包圍了山西由中共組織總領導的太原總工會和太原兵工工

會，抓捕共黨黨員，共清黨員和赤色工人群眾，並在太原的省立一中、國民師範、

進山中學、山西大學、省立第一女師、第一師範、陽興中學等學校，通過學生中

的國民黨黨員及便衣警察之告密和偵察，開除或逮捕有嫌疑的青年學生。接著，

向各縣派出清共委員，負責地方的清共活動，經過自上而下的清黨反共，山西全

省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群眾有五十人，被捕者約五百人，逃亡者約百

人。同時，閻錫山在「清其法」上則主張反對階級鬥爭，反對農工政策。反對共

產黨。在對黨政人員講話時，指「共產黨利用農工奪取政權」，「共產黨挑撥階級

鬥爭，國民黨絕不可仿效」。閻氏特別反對農民協會，說：「最可注意的是農民協

會，工人罷工，鋪伙迫掌櫃，弊病雖大，範圍尚小，操縱較易，尚可轉頭。若農

民協會散在鄉村，範圍既大，無論如何組織，無法操縱，既使操縱有術，亦必為

共產黨所利用。」29閻氏並特別向南京中央政治會議提出了一份《改變農工分化

組織就鄉村組織分民團體，喚起民眾建議案》，竭力主張取消國共時期組織工農

的辦法。認為組織農民協會和工會是一種自殺的目的。 

中共山西黨組織自 1924年成立到 1927年 7月止，建立起全省的統一領導機
構中共山西省委，發展黨員到千餘人，然而在國民黨實行清党之後，黨組織輕易

的被摧毀，其原因如下： 

 
四、中共早期經營失敗之原因 

＿＿＿＿＿＿＿＿＿＿ 

28.《閻錫山全傳》，409~410頁，北京，當代中國串版社，1993。 

29.《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113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130 

12                   通識研究集刊   第 一  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一、黨員的成份，開始多是知識分子或一般的手工業工人，很少有徹底的無產階

級份子（即新式的產業工人），「所以黨的成份以及指導機關一直到支部完全

是小資產階級分子，形成黨的機會主義的濃厚色彩」。30 

二、黨員缺乏馬列主義的系統理論，知識及領導實際工作的經驗。對黨的認識模

糊，工作方法單一，領導機關對各地組織缺乏切實的領導和訓練，因此各地

支部組織不健全，沒有深入群眾。 

三、工人運動基礎薄弱，「在過去建築在小手工業工人身上，產業工人是沒有充

分注意到的」31在太原的手工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不下五萬人，但在太原總工

會領導下的工人僅有二萬餘人；其次，在省城外的大同煤礦，陽泉煤礦築地

的工人，都沒有組織起來。 

四、在工人運動中沒有注意到發展黨的組織和對工人進行工會教育和政治訓練，

宣傳口號未能切乎工人的實際生活，致使一些工人「多不能明瞭工作的意

義，多認工會為行會」。工會處在原始的組織狀態中，「一般工人只知要求經

濟上的改良，而未曾注意到政治上的自由，所以在此一年來，太原工人只作

了些經濟鬥爭」。32 

五、農民運動方面，則是只注意在南部和東部地區開展工作，而在北部的工作基

礎薄弱，一些建立了農協組織的地方也是「雖有機關而無會員，雖有會員而

無工作」。33 

六、在國共合作時期的整個過程中，黨組織對民校工作重視不夠，「同學都在一

種輕視民校工作的心理」處「沒有注意到民校群眾化的工作，並且在此時間，

在他們也沒注意到發展的工作」。34 七、在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共山西黨組織

沒有注意到軍事工作，在黨的成員中沒有一人負軍事責任，以致沒有建立起

自已的武裝力量，因而在強大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前不得不遭到失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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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山西黨務概況》，見《太原鵠史黨資料匯編》第二輯（內部本），37頁。 

31. 同(2)，39頁。 

32.《晉治偉報告一年來在山西進行鼓動各種工人情形》，見《太原黨史資料匯編》，第二輯（內

部本），50頁。 

33.《中央致山西省委的信》，見《太原黨史資料匯編》第二輯（內部本），31頁。 

34.《山西國民運動報告》，見《太原黨史資料匯編》第一輯（內部本），5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