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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纪律｜党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成立 

1924 年至 1927 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

导，中国共产党于 1925年 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党加强了组织纪律建设，强化了对党员的监管。会

议第一次将中央最高领导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为总书记，

同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修改了个别关于

纪律的规定，将二大党章、三大党章规定的“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修改为“无故联续三次不到会”给予开除处分；还增加了一个纪律

条款：“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

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使得党员能够始终在党的一

个组织之中，能够经常同党保持联系，经常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同

时，修改后的党章还强调要“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

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为党探索建立纪律检查

机制体制，加强对党员监督提供了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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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四大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关，相关工作仍然由

中央和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来承担，对党员违纪行为的处理大多由

组织部“代为执纪”。与此同时，中共在完善监督执纪方面也进行

了一些新探索，其中就包括探索建立巡视制度。 

    1925 年 10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就发布了《组织问题

议决案》，提出“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

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此后，中央多次派遣特派员巡视

各地。后来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就曾以中央特派

员身份被派往河南处理中共豫陕区委违纪问题。 

    中共四大闭幕后不久，花城广州的党组织迎来了一位新的负责

人，他就是中央派来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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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周恩来因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受命率部东征，军

务繁忙，因此中央派遣陈延年接替）。陈延年上任后，号召大家“要

做一位列宁式的党员”。这位不会说粤语的书记，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深入到广州最底层的人力车夫中间，很快便与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他生活俭朴，每月领取的生活费除留下伙食费和零用钱外，

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不闲游、不上馆子、不

搞私交、不看戏的“四不”规矩，以确保自己全身心地为党工作。

在他的带领下，中共广东区委深入发展群众、积极开展工农运动，

同时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25 年 10 月，广

东区党员人数为 928 人，到 1926 年 4 月迅猛发展到 3700 人，占

全国党员总数的 33.6%。 

 



4 

 

随着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和国共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

党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

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在国民党一大选举的 42 名中

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就占了 10 人；8 个部

有 2 个部长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各省、市、县级地方党部也大都

由共产党员帮助建立。这些跨党任职的中共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

位、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因而

对党的纪律和党员队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其中少数意志

薄弱的党员抵挡不了高官厚禄的诱惑，出现了追求享受、思想动摇、

贪污腐化等现象。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中共广东区委面临的问

题显得更加突出。     

 

1925 年 6 月 19 日至 1926 年 10 月 10 日，香港和广东 20 多

万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声

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残酷屠杀、迫害中国人民。苏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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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李森、林伟民、杨匏安、陈延年等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

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进入罢工委员会党团，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

工的重任。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对罢工进行了精心组织

指导，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还为罢工制定了严

格的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 

    罢工工人通过民主选举，按每 50名工人选出一名代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斗争的最高议事机构，

工人代表大会又选举产生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执行机

关，下设秘书处、干事局、财政委员会、会审处、审计局、法制局、

纠察队等众多机构。其中，财政委员会负责为罢工筹款募捐、保管

和支配罢工经费，由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亲自负责，审计局负

责对收支账目进行审查，会审处则负责惩处违反纪律、规章和破坏

罢工等行为。经费收支使用情况都要向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定期

报告。  

由于省港大罢工持续时间长、参加人数多，每天需要七八万元

来维持工人的生活，而罢工委员会在一年中所募集到的经费也高达

490 万元之巨。为了管理好这些工人的“养命钱”，罢工委员会委

员长苏兆征不仅对每笔捐款都亲自签收，还经常过问罢工经费开支

情况，定期向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报告财政状况。工人代表大会

在成立后的 9 个月中，曾先后举行了 100 次会议，共通过了 285

项决议，其中撤革职员、查办或惩戒舞弊者的 46 项，规定职务与

防范舞弊的 31 项，整顿纪律的 8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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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浪潮中党员人数迅猛增长，国共合作后统一战线内部分

化加剧，加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给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新

课题、新挑战，为巩固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党内执纪监督。1925

年春，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

查机关——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林伟民任书记，

杨匏安、杨殷、梁桂华任委员。中共广东区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成

立，是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新探索，也是党在执纪监督上的

一个新突破。  

 

林伟民这位香港海员出身，以公正廉洁、铁面无私、疾恶如仇

著称的共产党员，在担任中共第一位地方监察委员会书记后，严肃

处理了一批违纪分子，其中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

谭华泽是林伟民昔日的老朋友、老上级，曾任香港海员工会会长。

他在担任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后蜕化变质，公然营私舞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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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纵容走私。林伟民、苏兆征等发现后，并没有姑息迁就，毅

然把他交给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审查清算，对其撤销职务并进行关押。 

林伟民这种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崇高品质，使得他在工人群众中

享有很高威望。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林伟民病重住院，

当时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已无法从经济上接济他，工人们却

纷纷自发捐款，为他筹集医药费和生活费。1927 年 9 月林伟民病

逝后，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集资安葬了他的

遗体。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们又主动把遗体安葬情况报告了人民政

府，使这位优秀共产党人的忠魂得以安息。 

    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杨殷出身于富裕家庭，却放弃优裕

生活投身革命，在党组织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变卖家中的房产、

田产和亡妻的首饰，为党筹集经费。在“四一五”政变即将发生之

时，他又挺身而出，为维护党组织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和履行职责，为中央

纪律检查机构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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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纪律｜一个苹果也是纪律 

 

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在辽西的锦州地区。1948 年，东北野战军

有 11 个纵队和 4 个独立师、1 个骑兵师、1 个炮兵旅在此参战，时

间长达 40 多天。锦州、兴城、绥中等地都盛产苹果。 

深秋十月，正是苹果成熟的时节，战前在政工、后勤、组织等

多个重要工作会议上以及整军运动中，东北野战军首长都在反复强

调遵守政策、执行纪律的重要性，要求各纵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

特别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动老百姓的任何财物。 

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

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

在地上的，都不能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兴城攻克后，10 师 29 团一部奉命来到城西一个大果园执行任

务。果园里的每棵树都结满了红彤彤的苹果，把枝条都坠弯了，每

当阵阵秋风吹过，枝条便不停地摇曳，发出“沙沙”阵响，果香便

传进战士们心田。 

7 班长执行任务结束急匆匆地赶回连队，一进果园，顺手就捡

起一个落地果，刚想咬，便被司号员小丁看见了。小丁连忙喊道：

“你干什么吃苹果？忘了决心吗？一个苹果也是纪律！”7 班长一

听，赶忙放下苹果，连声检讨。 

这时，2 排长走过来带领大家将落在地上的苹果全部捡起，装

在筐里，放在老乡家的窗户底下。打扫完果园，战士们便整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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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老乡们回到果园，看到扫得干干净净的果园和窗下一筐筐的落

地果，心里激动不已。他们望着解放军队伍远去的背影，不停地说：

“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啊！” 

 

很快，“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事迹上报到东野总部，10 师

也因此荣获了“仁义之师”的奖旗。1948 年 10 月 6 日，东野总部

在《关于攻城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致各纵队等电》中指出：“此

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以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

遍表扬推广。”不止在 4 纵队，随着战役的展开，“不吃老百姓一

个苹果”的故事在各个部队不断地发生着。一位当地的老大爷感叹：

照国民党的说法，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就不能活了，真没想到完全不

是这样，你们一枪不乱放，进城才两天，商铺就全部开板卖货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总部在给中央的总结电报中对此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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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兴城、锦州、沈阳等城都没有侵犯私人工商业及城市人民

的利益。一切工厂、公共机关（锦州受炮火摧毁）保护比较完整，

在兴城解决战斗后，县政府只少了一把修理电话的铁钳，并由部队

立即清查交还。某园地主之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毛泽东正

是看到了这封电报，第一次知道了解放军战士不随便吃老百姓苹果

的故事，留下深刻印象。辽沈战役胜利八年之后，1956 年 11 月，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用“不吃苹果”为例

阐述了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

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

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

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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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纪律｜第一支红色股票 

 

安源工运时期反腐倡廉的实践探索，充分表明尚处在发展壮大

的早期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旗帜鲜明地向腐败不洁行为亮剑。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腐败伤害的是民心，而民心恰是执政之本，

党与腐败水火不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正是在不断战胜强大

敌人并坚决铲除自身肌体毒瘤的进程中坚定前行。进入新时代，必

须汲取历史的教训和启示，始终保持冷静清醒，以永远在路上的坚

韧执着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

政治斗争。 

股票在今天已是人们极为常见熟悉的事物，那你是否知道中国

最早的红色股票在哪里诞生？1923 年的安源，工人中为何掀起一

股认购股票的热潮？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秋收起

义的策源地、党中央国内活动经费的两个主要储备点之一——安源，

探寻曾在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的关于股票的故事。 

安源地处湘赣边界，因其远近闻名的煤炭资源成为近代中国的

工业重地。“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20 世纪 20 年代初，庞大的产业造就庞大的产业工人。随着生产

和运销的扩大发展，安源路矿的工人数量也大大增加。这几句打油

诗，勾勒出当时煤矿工人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当时矿工有一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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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征，即没有眉毛，因为他们都用牙齿咬着矿灯的提手，眉毛被

矿灯的火苗烧掉了。 

1921 年 12 月后，毛泽东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到

安源工作。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

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了。 

1922 年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两局全体 1.3 万余名工人，为争

取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从

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口号，开始了第一次大罢工。5 天的激

烈斗争，迫使路矿当局签订了 13 条协议，取得“未败一事，未伤

一人”的完全胜利，成为全国工运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

成功范例。 

 

股票为纸质彩色石印，正面上方印有票头，下方竖排红墨石印有股票数量、股值金额、

填开时间和持股人姓名等信息，并加盖印章和总经理私章，股票背面为竖排蓝墨石印

的招股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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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各项事业日渐发展起来，

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大大提高。特别是合作社于 1923 年 2 月

7 日独设店面正式对外开业后，通过向部员发行股票的方式，筹措

和扩大资金。据《合作社招股简章》记载：每股洋 5 角，共招 2 万

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 9 元以下者，劝认 1 股；9 元以上

者，劝认 2 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最少的认购了 1 股，最多

的认购了 14 股。共认购 1.56 万余股，消费合作社资金增至 1. 8 万

元。当时，“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很兴旺，凡有利工人的事都认真

地去办，在工人社员心目中，信誉很高，大家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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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人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客观上也为腐化现象出现提

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 

1923 年上半年，消费合作社发生了经济管理上“最大的错误”，

服物股经理陈梅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作职员丝

毫未发觉，因此大失工人信任。同时，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工人

代表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数额挤占公款、借款不还、借贷赊款；部

分俱乐部干部官僚习气日渐滋盛，还时常违反工作纪律，擅自无故

离开岗位；一些部员打架斗殴赌博，聚众闹事，违反俱乐部章程……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安源工运进一步的健康发展。 

 

1923 年上半年消费合作社发生了最大错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久欠公款 1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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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罢工胜利一周年时，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领导班子认识到

必须直面问题。刘少奇首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留情

地进行自我批评，接着对主任团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朱少连、余江

涛、陆沉存在的问题，逐个进行尖锐深刻的批评。 

1923 年 8 月，为规范和健全合作社的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毛

泽民主持制定了反腐规章制度《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办事公约》

（简称《办事公约》），共计 17 条。 

《办事公约》限定和规范了总经理与各股经理的权限，从而杜

绝各行其是、混乱无序。对合作社来客接待分公私两类，在住宿天

数、用餐审批、接待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明了的规定。针对以往在

借贷、赊货上出现的问题，俱乐部干事会作出决定：以后无论何人，

不得用私人名义赊货或借贷。这些规章公约和决定，有效推动了俱

乐部建设事业和经济事业的发展，及时堵塞了出现的漏洞。 

 



16 

 

严肃查处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侵欠和挪用千余元公款案  

针对已发生的几起侵吞公款、谋取私利的案件，俱乐部根据查

实情况，形成决议，作出处理，及时报告。特别是严肃查处了陈梅

生侵欠和挪用公款案。1924 年 12 月间，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对陈

梅生作出处理，决定封存陈梅生的房屋用具，限他在半个月内缴存

欠款 500 元，并辞去服物股经理的职务。同时，还对负有直接领导

责任的总经理毛泽民予以问责，调陆沉兼任总经理，毛泽民专任营

业主任。对其他挪用和欠公款者分别作出相应处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初，历

时近十年。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以整顿作风、

清理账目、反对侵占集体经济利益、建章立制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

廉建设，保证了安源党组织和安源工运的正确发展，使安源工运成

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安源工运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

是我们党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反腐倡廉实践，迄今仍有重要而

深刻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