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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
财政经济研究
王明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东江苏区结合自身地方实际情况，在与上级的互动中深入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其进程与全
国各苏区基本同步，且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东江苏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努力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
树立苏维埃的独立权威，
并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体现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东江苏区始终追求正规化的财政工作
方向，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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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学界对东江革命根据地 （以下简称
东江苏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仍然有

示潮安、澄海、饶平三县县委，在“暴动已经胜利之
农村立即成立苏维埃”［２］８６。１９２８ 年 ３ 月，潮梅特委

深入研究的必要。虽然东江苏区自海陆丰苏维埃
失败后先后形成的 ９ 块苏区，由于兴亡先后不一，
而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
但是仍然有规律可循。东
江各苏区的党组织虽然基本各自为战，但由于认

指示潮阳县委“夺取一乡地方即成立一乡的苏维
埃，使农民能够认他已经取得和应用政权”。组织
苏维埃时，
“决不能忽略了实际情形，应该顾及各
［３］
方面”。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广东省委指示东江、潮梅二

真接受中央、广东省委的指示，并结合自身地方实

特委：
“东江应即召集改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

际情况，在与上级的互动中深入开展苏维埃政权

立东江苏维埃，以后用苏维埃名义号召，一切不用

建设和经济建设，其进程基本与全国各苏区同步，
且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而且东江苏区的前身海

党的名义，亦不用暴动委员会的名义；暴动各县区
乡苏维埃必须即速成立”［４］６６。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广东省
委指示潮阳县委“尽力发展工会农会，发动斗争，

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几乎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同时，并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苏维埃，其
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
东江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领导东江革命斗争的广东省委、东江及潮梅
特委，希望各县党组织在领导群众暴动后迅速建
立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领导下一阶段斗争的代
表机构。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广东省委要求海陆丰县委
在暴动后立即建立苏维埃，
“ 召集工农兵代表大
会，组织苏维埃，乡区即以当地之农民协会接收政
权，实行分配土地”［１］１３。１９２８ 年 １ 月，广东省委指

在斗争起来后再召集各工会农会真正群众的代表
组织县苏维埃”［５］１５１。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东江特委通告
宣布：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推翻豪绅地
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
中农民代表会议政权”［６］４７－４８。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海陆惠
紫特委宣布“建立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
维埃政府，革命的工农兵士贫民，无论男女都有选
举权”［６］５１。１９３０ 年 １ 月，海陆惠紫县委对苏区和非
苏区的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 红色乡村中，
应积极健全苏维埃的组织，争取公开的存在。在红
色乡村以外，要积极扩大苏维埃农会的组织，争取
［７］６０１
农民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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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希望海陆丰苏维埃能够体现无产阶
级的领导权，做到“使工人代表在苏维埃中能占十

们自己管理的，为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政府”［７］２７４。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东江特委指责各地苏维埃“并未解

分之一以上”
。省委认为即使
“分区、
市镇上的手工
业工人苦力农业雇工等仍旧要比农民更接近于无
产阶级”
。本着这一判断，
省委、特委及海陆丰县委

决一切问题，无论巨细事件都是由党决定，命令苏
维埃同志执行”
，结果“苏维埃成为党的秘书处”
。

十分重视雇农在苏维埃中的作用

［１］２０６

。为保证苏维

埃的权威性和独立行政能力，中央要求省委，在海
陆丰苏区“已经成立苏维埃的区乡县，不必再保有
农民协会，应当制定苏维埃区乡县组织暂行法，使
各乡选举完全依照苏维埃原则”
，不仅要做到“苏
维埃会议（村）及代表会议（乡区县）必须定期地
开”，
而且“代表必须对选民做定期报告”［１］２２６。

为此东江特委要求“组织上（苏维埃）执委或常委
必须有非党同志参加，必须有党团的组织”
。党不
能直接向苏维埃下令，
“一切政治方针在党决定之
［４］４１－４２
后，交由党团提出，苏维埃公开讨论执行”
。海
“海丰苏维埃表
陆丰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也认为：
现没有作用，群众还有许多不认识苏维埃，而且在
此次斗争当中，不见有任何作用”［１］３３２。陆丰县委也

海陆丰苏维埃在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
生，充分体现了工农兵群众的广泛代表性。“苏维

“过去的苏维埃政权大部分不是农
有同样的反思：
民自己力量来建设的，而且组织上是由县而区而
乡，即所谓由上而下组织，故农民多数对苏维埃政

埃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定三百余人，农民代
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

权不能认识”［１］３５１。陆丰县东南区群众甚至要求放
弃苏维埃而退回到原先农会的状态。
“东南群众对

百分之十”
。代表的产生办法体现了直接民主代表
制原则，
“ 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
额，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
种类及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会员直接选举
出来。兵士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

苏维埃仍不若农会之认识，因苏维埃对东南无甚
给予利益，所以决定组织农会”［１］４３６。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４
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
。东江特委认为海陆丰苏

区党与苏维埃的关系能够体现党对苏维埃的正确
领导，
“ 在各苏维埃政府均有我们党的组织 （支

包办苏维埃现象。反而“整个区苏维埃现都能多工
作，与区委分开”
，情况略好 ［１］４０７。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蕉平寻县委通告指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存在

部），一切重要问题均是先经党决定，交与苏维埃
执行。各地派赴苏维埃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均系

“党与苏维埃混进一块分不清楚，党也直接写信，
甚至命令苏维埃”的包办现象，要求“在苏维埃工

经我们负责同志介绍，
提出名单通过。我们在苏维

作的同志，应建立党团，将苏维埃工作情形经常

埃的同志只占三分之一，但是他们均受我们的
指挥”［１］２３１－２３２。总之，海陆丰苏区党对苏维埃的正

报告党，同时党的一切决议能原原本本实现出
来”［８］６３－６５。１９３１ 年 ５ 月，潮普惠县委承认现有的党

确领导是通过苏维埃内的党员即党团的形式来
实现的。

团工作仍然不能克服党包办的弊端。
“苏维埃的党
团的工作，也就是苏维埃的工作，因为事实上苏维

（二）克服党包办苏维埃的努力
东江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苏维埃独立权威和行政能力不足，在群众
中没有号召力。而这主要是由党对苏维埃事务的

埃负责同志也就是党团的同志，党团的同志也就
是苏维埃负责同志，所以苏维埃也就是等于党团
开会。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也就没有经过党团作用，
［５］３２８
而直接由县委指示他的”
海陆紫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包办造成的。

县委承认苏维埃独立权威不足，
“ 没有中心干部，
工作抓不住中心”
，特别是“党包办了苏维埃”，或
者“党和苏维埃站在对立地位”。党对苏维埃领导
不力，
“海陆紫党不愿意将一部分干部调到苏维埃
［１］５０３－５０４
作中心工作”
。直到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东江特委

早在海陆丰苏维埃时期，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广东
省委就指责海陆丰苏维埃“实际上还只是十余人
之委员会，他们并且成为了党 （东委） 的附属机
关”
。省委指示“县委必须用种种方法引起群众对
苏维埃的兴趣与信任，使他们知道苏维埃真是他

海陆惠紫四县暴动委员会指出“海陆丰苏维埃现
时还未能独立工作，所有事情俱由海丰县委兼办，
故县苏维埃方面实没有什么工作可言”，呈典型党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承认苏维埃独立权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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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一切苏区乡村中还有将乡苏委员由各房
选出的，有的是轮流的。因为谁都不愿意做乡苏

导，同时争取对中农的领导，莫给富农地主豪绅领
导过去”。在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
“将流

委员”。由于群众参与有限，
“ 苏维埃还不能成为
真正的群众的政权，因此群众对苏维埃的拥护
太差”［５］４４３。

氓不正确的分子，在斗争中滚他出来，巩固苏维埃
［８］６４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潮普惠县委承认在改
领导力量”

东江苏区付出艰苦努力，切实改变党包办苏
维埃现象，树立苏维埃的独立权威。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广东省委要求海陆紫特委“令群众代表更多
数，
而有兴味的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苏维埃工作
的同志，应时时注意分配工作给一切代表去做”。
党的领导应通过党团方式，
“只能直接指挥政府组
织里的党团”［１］３９７。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海陆紫第一次党
员代表大会要求“党应在苏维埃中建立党团，加强
［７］６５８
对苏维埃的指导，
但须防止包办苏维埃”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东江特委扩大会议要求“切实建立政府自
己的系统，纠正党和政权混合党包办的状况”［４］２０２。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东江特委要求海陆紫县委做到“党
和政权的工作一定要分开。苏维埃的日常工作要
［７］６９５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东江特委指示潮普惠
建立起来”
工作委员会“要经常有系统地严厉检查党团的工
作，检查各同志在苏维埃中工作是否能做非党团
［５］４９３
。
的模范”
（三）苏维埃政权的改造
东江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存在的另一问题，
是苏维埃长期没有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因而不
能体现贫雇农、
中农在苏维埃的领导权。东江部分

造苏维埃问题上的不足，在于“不能加紧贫农团雇
农工会的组织，不能积极领导贫农雇农向富农斗
争的基础上去改造苏维埃，去提拔贫农雇工加进
苏维埃来肃清苏维埃的腐化官僚化”［５］３２７。１９３１ 年
６ 月，海陆紫县委报告称：
“富农在下层活动更厉
害，在农村偷取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威吓欺骗贫农
不敢起来革命加进红军”。即便经过了苏维埃成分
的改造，
“县苏维埃的成分虽然是贫农分子多，但
在富农反映之下执行雇贫农上常会不积极。区苏
维埃的成分固然富农分子少，但在富农之下常会
走到富农路线。乡苏维埃则大部分是中富农占领
导”［１］５０２－５０３。１９３２ 年 ４ 月，东江特委扩大会议指示：
“改造政权必须注意工农阶级专政的前提，务须将
富农以及流氓腐化的分子完全排斥到政府机关以
外”［４］２０２。１９３２ 年 ８ 月，东江特委指责海陆紫县委：
“对于党在乡村中基本群众，苏维埃政府在乡村中
支柱的贫农，不但没有提高他们在乡村中的地位，
而你们竟以轻易逮捕枪决和没收财产，这样是模
糊了党和苏维埃的阶级立场”。特委要求苏维埃
“必须吸收许多工人雇农贫农做工作，并且要真正
有工作给他们做”［７］６９１－６９３。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东江特委指
示潮普惠工作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建立苏

苏区长期以来不能坚决限制富农的选举权，
“因此

维埃，从改造建立各乡苏的基础上去改造县区

许多富农得以混进苏维埃”
。群众对选举缺乏热
情，结果苏维埃委员成分复杂，
“不是派空闲的人

苏维埃”［５］４９２。可见，苏维埃改造贯穿东江苏区土地
革命始终。

（当然富农），就是雇流氓（每天一元二元不等）当
代表”［５］４４３。部分苏区“因不坚决淘汰腐化分子，以
至日渐脱离群众，尤其许多乡村政权实际上仍在
老大豪绅地主及富农手中”［７］６５７。
东江苏区各级党组织坚决依靠贫雇农基本群
众，联合中农，清除富农分子，积极改造苏维埃。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海陆惠紫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号召党“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从斗争中去改造苏
维埃，提拔坚决积极的工人及雇农贫农分子参
加指导机关工作，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群众政权
机关”［７］６５７。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蕉平寻县委通告要
求在苏维埃改造中，
“应以贫农为基础，雇农来领

１０

二、
东江苏区正规化财政工作的艰难探索
（一）预决算制度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财政问题的解决
不可避免要通过革命暴力，
“宁可过分剥削敌人及
富家，不要怕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而致粮食经济不
能解决，暴动因而失败”。为此海陆丰苏维埃“除开
没收反革命财产之外，所有的商人或富户都勒派
军饷，限期交纳，否则拿人封屋”［１］１０３。但是东江苏
区仍然追求财政工作的正规化。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海
丰县委决定统一财政，要求“一切财政收支统由县
政府直接管理”［１］１７５。１９２８ 年 １ 月，省委也要求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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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苏维埃“一切财政收入支出均须归县政府支配，
区乡政府的用费均由县政府发给，不得自截留收

办法，而且有许多危险发生：第一，因捉猪使群众
对党失去信仰；第二，因捉猪经济收入比较容易，

入，更不得自由征收，即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亦归县
［１］２０８
政府管理，
区乡政府不得自由支配”
。

使党员有腐化的危险”
，因此原则上应禁止捉猪。
但是省委也承认“在目前环境中转变工作路线的
关键中，向富有阶级取得经济去做党的工作仍是
可以相当采用的，但是特别注意：第一，一定要向

但是，海陆丰苏区虽有财政正规化意识，试图
改变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模式，但是苦于开支巨
大，因此被迫继续甚至一定程度上依赖没收手段。
“开始夺取海陆丰时，所有没收现款及罚款有五万
余元及金器约七千元。第一月开销尚能维持，后来
源少，除烟税酒税屠宰税外，只有香港来汕尾船泊
捐款，总共每月平均收入只二万元左右。每月开销
约五万元，不敷大半”
。另外，
“秋收时，
将没收地主
之谷，以十分之二归党，共有五千余担谷，故军队
粮食甚充足”［１］２７５。可见，如放弃没收手段，只靠正
常税收，财政势必难以维持。而且即便没收手段，
也难以维持太久。由于支出数额过于巨大，财源很
快匮乏甚至枯竭。“海陆丰财政方面，每月支出者
需用四万余元，收入者当克复海陆丰时没收财产
如布帛等约值三万元，土劣地主奸商等之罚款约
五万余元，汕尾没收当铺二户共有金银器约一万
余元，大约在十一月之收入约八万元左右，但开销
者亦在六七万元”。这是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海陆丰苏区
形成时的情况，
仅尚可维持收支平衡。但此后便无
法保持平衡。
“自十二月后，罚款几无收入，因反动
派均杀或逃尽，此时之收入，只靠烟酒屠宰等捐及
汕尾来往香港之船舶捐与盐捐，每月亦可得二三

富有阶级，绝对禁止饥不择食的行为；第二，要有
计划的很秘密的进行；第三，要有系统的去做，只
能由县委负责”［７］４９２。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东江特委通告
要求“筹款应由当地最高机关统一办理，严禁用党
或个人名义去筹款”［４］１３４。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东江特委
指示惠来“将党所把持的公开权力，用正式手续交
区县苏，党的用费可运用党团作用以公开正式名
义和手续向县苏支用”。县苏维埃的财政收支则要
“由县委寄交东委审查”
，以实现财政监督 ［５］２６０－２６１。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东江特委通告各级党部、苏维埃、群
众团体，根据规定编制预算交上级批准 ［７］７１９。审计
制度也初见雏形。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广东省委建议东
江特委“苏维埃政府对于财政部必须精密的监
督。如果有私人舞弊发生时，应处以最严重的革
命纪律”［６］５８。
东江其他苏区也力求规范财政制度。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潮阳县委要求“各区各营部过去之财政，限
于一月十一日起五天内结束报告，并造以后支出
预算表，交县委核查发给”［５］６８。１９３０ 年 ４ 月，海陆
惠紫革命委员会通告各地统一经济。通告首先痛

万元左右，
但收入总不敷所出” 。除财源枯竭的
原因外，苏区缺乏预算和会计等基本财政制度也
是原因。

陈过去工作的失误：
“过去各县区对于经济都不能

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东江苏区财政状况继
续恶化。
“所收入者完全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及局部

县区自身经济“异常混沌，都完全没有积极的决心
去整顿经济，对经济的收入都表现得过且过的状

地主大商人等罚款和向富农捐款，其余都是很少，
故入不敷出”［１］４８７。尽管环境险恶，广东省委仍然希
望东江苏区能够使财政工作正规化。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东江特委要求“财政收入支出应有紧密的预算

态，尤其对找寻经济出路更不能有计划的注意，不
能运用开源节流的路线”。通告针对上述情况，要
求四县革命委员会组织财政委员会，各县区乡的
财政委员会由海陆惠紫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

及决算，财政之分配应适得其宜”［４］３９。１９２９ 年 ２
月，广东省委指示海陆紫特委“今后要定出最低限
度的预算，筹款的数目可按照预算去设法筹，不要
没有计划去支付款项”
，同时“特委的预算和决算
每月都要交来省委审查”［７］４３３。１９２９ 年 ５ 月，省委指

派人组织，
“革财委及县财委应厉行巡视制度，按
月经常派人到各县区巡视审核及指导各县区财委
工作”。财政委员会的职能得到强化，
“各县区财政
收入应悉数归各县区财委，各县区苏维埃革委绝
对不能支配财政”。在此基础上，通告要求厉行预

示陆丰县委：
“捉猪政策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正确

算制度：
“各县区应依照革财委规定预算书做好缴

［１］２９８

统一，抱着封建割据的观念，各县区自己找款，自
己支配，无论上级机关如何催促，都置若罔闻”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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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会计制度：
“除照预算额内支
交革财委核准”
使，每月经常造册报告外，其余剩款应一律缴交革

失了生产的兴趣”，定税时，
“土地亩数的多寡、地
质的肥瘠、产物之多寡、运输的便利与否，诸多条

财委，至每项用途超过预算五元以上者应事前报
告革财委核准”
。同时厉行审计制度：
“各县区苏维
埃革委干涉支配财政者，由四县革委惩戒苏维埃

件，均须估计”。另有消费税，是“对于各种消费品
的征税”
，但是特委建议“对于米柴油盐等项，最好

革委负责人；各级财委不努力执行自己任务者，亦
应受惩戒”
，以至于“私人派款者枪决；私自没收反
动派财物不报告者严重惩戒”［１］４６８－４７０。
（二）税收制度
东江苏区还通过建立正规化的税收制度为革
命筹集经费。东江苏区的税收主要有农业（土地）
税和商业税两种。
海陆丰苏维埃时期，东江苏区对农村居民征

完全免税”［６］５５－５７。
“资
募捐也是东江苏区的一种临时征集办法，
本或财产在一千元以下的不募捐，在一千元以上
的每千元大约征收十元至二十元或三十元，每万
元征收一百元至二百元或三百元”。对于没有参加
反动活动的中小地主的财产不没收，
“只用累进税
［４］１３３
征收” 。以上募捐类似累进税性质。
三、
东江苏区的经济建设

收公粮，其标准是：
“佃户以免租所得的一部分（即
从前向地主所纳租额之一部分），以及有十亩田地

（一）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为促进农业生产，海陆丰苏维埃宣布对红军

以上之自耕农”［１］１８。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广东省委要求

士兵实行代耕优惠政策，规定：
“ 兵士家庭，如无
力购买肥料农具之类，可向苏维埃劳动银行借
贷”［１］２４９。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东江革命一度陷入

海陆紫特委规范税收制度：
“你们在农民中筹款的
方法，应是减到最低限度的土地税，和向有钱的实
行累进税，其他临时的或经常的特别捐税都应停
止”［１］４００。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东江特委规定土地税为“人
民土地生产收入总额十分之一缴纳政府”
。极贫苦
人民可经乡政府认可免税，但“富农仍可实行累进
税” 。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省委建议海陆丰苏维埃应“规
［６］４４

定市镇地税每月应纳若干，从前城市房屋都有房
主或地主按月来收租，现在可通通没收归政府管

低潮，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主要表现为耕牛紧
缺，
“凡革命农民猪牛都完全被敌人牵去，反动派
的牛我们又要没收他，中立者又变卖，或往香港”。
此外，种子和农具也很缺乏，
“在敌围乡时农具谷
种都给敌人抢去，故下季的谷种及农具问题是很
难解决的”［１］３２９。由于白军的破坏，海陆惠紫地区

理，按月征税”
，并“奖励提早缴纳税款或对政府的

“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亦多失业，田园荒芜极多，尤
其是红色区域，普遍的农民没有钱购买肥料，所以
收成很坏”［７］５５４。结果，苏区群众“虽得到分配的土

［１］２０９
捐输”
东江特委指示各地：
“盐税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商业牌照税船捐海口出入口税及城市工商业房

地，取消苛捐杂税及减少一切负担的利益，生活
虽较前稍好”，但是由于反动派的摧残，生活仍然

租，皆可立即举办”
，并允许各城市保留劝捐性质
［４］３９
的临时捐税 。

艰难［１］４８７。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可根
据实际情况开征以下税种：财产税，
“对房屋家具
汽车包车农具牲畜等总的价值的税收。贫民工人
一律免税，负担放在富农资本家华侨（有钱的）家
眷肩上”
。所得税，
是指
“工商业的利润或个人的收
入。工人雇农或其他靠工人劳动收入者免税”。营
业税，是“对工商企业之性质资本税多少雇佣工人
多少及资本流通额各项的征税”。单一农业税，是
专在乡村征收的税种，
“凡是自耕农及富农均需负
担”
。特委特别指出“不能从农民税收过重，
致令其

１２

东江苏区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农业生产。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东江特委要求“春耕时期的耕牛及肥料问
［４］３９
题，应由苏维埃政府设法解决”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东江特委通告宣布苏维埃政权有“办理土地工程，
改良扩充水利”的责任 ［６］４８。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海陆惠

紫特委宣布要“扶助农民之垦荒植树兴修水利修
筑桥梁道路，提倡及创建农村合作社，建设农民借
［６］５２
贷银行，供给农民耕牛耕具种子等物”
。

为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东江苏区高度重视
作为最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的征集和保管工作。
海陆丰苏维埃时期，
“东江革命委员会之下以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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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乡，均设征收粮食委员会，委员多为进步正式
农民”［１］１８。苏维埃“为拥护工农群众的伙食起见，更

商店倒闭的，时有所闻。汕头市的银庄，近数月来
倒闭了数十家，潮安、潮阳、梅县的银庄也不时倒

成立了征粮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
数极微”［１］４５。海陆丰苏区
“没收的粮食与金钱等物，

闭”。农业生产不振，
“近来米价腾贵，而拥有米谷
者厥反豪绅地主，副产品则因捐税繁重，运输不便
反为贱价出售”
，特别是苏区“大被反动派洗劫摧
［９］１３５－１３６
。
残，已无力耕种或不能耕种”
东江各苏区继续海陆丰苏维埃时期的经济政

均分散集中在各可靠的地方，我们的后方总储藏
处是很稳”［１］２３３。东江其他苏区也普遍重视粮食工
作。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海陆惠紫特委要求各地苏维埃
在秋收工作中，
“通知乡苏维埃着农民保藏秋收粮
［１］３９２
食”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蕉平寻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
大会要求建立粮食委员会，负责“处理粮食事宜，
不但打理苏维埃本身的粮食，而且要打理全盘粮
［８］８１
食，
保管粮食和运输事宜”
。

（二）商业贸易的恢复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工农业产品剪
刀差问题，东江苏区采取了保护商业和鼓励贸易
的政策。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广东省委要求海陆丰县委
对于“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
收，
或勒令筹款，
不必过于顾虑”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４

１８ 日，广东省委建议东江特委积极解决工农业产
品剪刀差的问题，
“可运动或奖励商人多办工业品
回去销售，必要时可由苏维埃买些回去平沽”［１］５２。
１２ 月 ２２ 日，省委建议特委“对小商人应取稍为和

策以摆脱困境。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东江特委要求各地
“应尽量设法恢复商业，对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商
人应有很好的政策，设法恢复各处交通，鼓励商人
尽量在外购买工业品回去贩卖”。特委分析“现时
农业恐慌重要的在粮食进圩少及农业品之不得
输出”，因此特委要求“积极发展打通各地，使粮
食得到各县的调剂，特别是北边各县。同时能够
输出农产品如食盐鱼及菜干等，以换得现金及粮
食”［４］３８－３９。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丰顺县委主张“应极
力提倡合作社，分消费生产两种，由同志起作用去
［９］１０１
进行，失去敌人一切的剥削”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东江特委通告“凡在城市，对于反革命的商店
可以没收，对于一般商店无政治罪恶的，纵使他是
大资本家，亦不要没收，只宜向他募捐，对他应该

日，海丰县委宣布“整顿交通，保护商业”。为解决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海丰县委决定“创办工农

保护”［４］１３３。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东江特委通告宣布
苏维埃政权有“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
理的低利贷款；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的责任［６］４８。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海陆惠紫特委宣布要“发展商业，
［６］５２
。１９３１ 年 １
整理市政，保护交通，保护商人营业”

贩卖合作社，由工农自己集资，使农产品易于流

月，蕉平寻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建立经

出，
工业品得以输出”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省
委指示海陆丰苏维埃“一定要对小商人相当让步，

济委员会，负责“调查工农群众还有无受高利贷的
剥削，建立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要时时计划如

稍为减轻对他们的设备和负担，奖励他们输入工
业品，输出农产品”。同时苏维埃要提倡并扶持群

［８］８０
何去发展农村经济”
。

众兴办合作社，
“一方面可以抵御小资的剥削，另
一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
去”
。省委建议
“取消从前内地的厘卡等，只县政府
在四境设立出入的征收机关”［１］２０７－２０９。海陆丰苏维

恢复。如“赤石圩在敌人统治的时候，圩日买卖的
人，只有千余，但因苏维埃恢复以来，日日都有千
多至二千人买卖，圩日更增加成千人”［７］５５２。

埃时期，
“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

提供稳定的金融保障。１９２８ 年 ２ 月，海丰县苏维
埃决议“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
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 出行使，
以期迅捷，一俟募集巨款，将行设法扩充，布告收
［１］２４６
回”
。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工农银行一直没有

缓的政策，使他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时可以运
进一些工业品来抑平物价”［１］５６。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９

［１］１７５－１７６

为农民解除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当然的强大
起来”［１］４６。
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东江地区工商业形势
持续恶化，中心城市汕头和潮安、潮阳、揭阳、兴
宁、梅县等县城，
“工商业都日益衰落，工厂关门，

在东江各地苏维埃的保护下，商业得到一定

东江苏区还试图建立工农银行，为商业贸易

恢复，但是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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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监督银行钱庄的金融活动，因为“银行钱庄
是金融的集中和转折的机关，他有操纵工商业的
能力”
。省委特别指出：
“如果我们尚没有独立管理
的能力，则仍可以留以前的司理人工作，但派得力
人员去监督，司理人一切的收支须有监督委员的
［６］５７
批准”
。

综上所述，东江苏区结合自身地方实际情况，
在与上级的互动中深入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
济建设，其进程基本与全国各苏区同步，且带有一
定的地方特色。东江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努力
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树立苏维埃
的独立权威，并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体现农
村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东江苏区始终追求正规化
的财政工作方向，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恢复农业
生产，
促进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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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and Financial Economy of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ic Area
WANG Mingqian
(Maxism Institu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construction of Dong-Jiang soviet area shared same step with others soviet areas and possessed
itself unique feature. Dong-Jiang soviet area tried its best to overcome party-taking care of everything concerning soviet affairs
and to establish soviet independent authority by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class route. This soviet area always sought normalized fi－
nancial administration and recovered agriculture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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