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定西地委关于对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清理工作
总结报告
1964.01.09; 定发 (64) 014 号
省委、并省委改右领导小组；发各县委：
根据省委指示，我区对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的清理工作，是从一九六三
年九月上旬开始的，截止目前共进行了四个月，全区已全面完成清理任务。现将情况报告
如下：

(一)
全区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的情况是：省劳教委员会提供的名单共 286 人，经
过查对核实，最后落实清理任务为 284 人(死亡 166 名，占 58．42％)，其中：反革命分
子 137 名(死亡 91 名)；坏分子 29 名(死亡 11 名)；右派分子 107 名(死亡 58 名)；反社会
主义分子 8 名(死亡 4 名)；没有定性的 2 名(死亡)；其他 1 名。这 284 名任务中，除 6 名
找不到档案，无法清理外，这次实际清理了 278 人(包括过去甄别的 15 人)。经过清理以
后，原定性及劳教正确的 240 人，占 64．5％；定性正确、劳教不当的 3 人，占
1．04％；定性不当、应该劳教的 8 人，占 2．8％；定性及劳教都错了的 27 人，占
9．5％。其具体情况是：
一、反革命分子：共劳教 137 人(死亡 91 人，占 67．3％)，经清理审查，定性及
劳教正确的 130 人，占 95％；(疑此处有字)定性不当，(反革命改定右派分子)，应当劳
教的 3 人，占 2．1％；定性及劳教错了的 2 人，占 1．5％；查无档案的 2 人，占
1．5％。
二、坏分子，共劳教 29 人(死亡 11 人)，过去甄别 7 人，这次清理 20 人，两人没
档案。经审查清理，定性及劳教正确的 16 人；定性不当，应该劳教的 3 人；定性及劳教
错了的 8 人，占 27．6％。
三、右派分子：共劳教 107 人(死亡 56 人)，占 52．3％，过去甄别 6 人，这次清
理 100 人，一个没档案。经清理审查，原定性及劳教正确的 90 人，占 84％；定性正确，
劳教不当的 2 人，占 1．8％；定性及劳教错了的 14 人，占 13％。
四、反社会主义分子：共劳教 8 人(死亡 4 人)，过去甄别 2 人这次清理 6 人。经清
查审查，原定性及劳教正确的 3 人；定性不发(一个改定为大烟犯，一个改定为严重违法
乱纪分子)应该劳教的 2 人；定性及劳教错了的 3 人。
五、没有定性，送去劳教的 2 人(死亡)，清理后，事实正确，应该劳教的 1 人，事
实正确，劳教不当的 1 人。
六、一个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活)，没有档案。

(二)
清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领导，训练专干，明确清理的范围、政策、方法、目的和要求。清理工作
一开始，地、县委均很重视，专门讨论研究确定由一名书记或部长具体负责清理工作。在
清理过程中，地委还在全区党员县长和统战部长会议上，汇报、检查，促进了各县的工
作。后又采取调上来，派人下去等办法具体抓，因而效果好，进度也较快，同时在 12 月
召开了各县办公室主任会，检查研究了案件质量，这是我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保证。根据任
务，全区八个县(通渭没有任务)和专区机关共抽调专干 35 名，设立了办公室，认真地、
反复地学习省、地委对清理工作的指示、规定及有关文件，为清理工作做好思想准备，这
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初期个别专干思想上有顾虑，怕搞错了是政治立场问题，思想“右
倾”等，经过反复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解除了不正确的思想顾虑。
二、由点到面，总结经验，是作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开始的时候，对如何查证
落实材料、写清理结论等问题均没有经验。专区办公室先作出了样本，派人到省上去汇
报、研究，学习经验，听取指示。并在清理过程中陆续调各县办公室同志到专区来共同研
究，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的地区未到专区研究之前，方法不明
确，已审查结论的事实不够清楚，有的没有审查清理意见，经过地委领导小组具体研究，
提出修充(当然不是套框框)，从而保证了质量，加速了清理工作的进展。
三、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历史地全面地分析问题，认真的、严肃的按照党的政策办
事。这次清理结调的事实，都是经过反复审核、查证、座谈后认定下来的，绝大多数案件
的事实，是能够经得起党的政策、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我们觉得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但是，有的县写的个别清理结论所认定的事实，材料还不够落实，须要调查的问题，没有
进行深入细致的查证工作，这虽然是少数案件中个别问题，但它直接影响正个案件的质
量。所有这些，我们都做了纠正和解决，对清理案件基本上作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政
策为准绳”的要求。
四、在清理过程中，对劳教回来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应该注意了解
他们劳教回来以后的现实表现，从而掌握了他们的现实表现。如原合作干校付校长裴天宇
(反革命分子)，劳教后仍坚持反动立场，在 63 年 3 月份散布说：“中国出个赫鲁晓夫就
好了。”还发现其他有些分子在教回来之后又有新的活动。我们感到注意这方面的情况是
有好处的，虽然它影响不到原定性和处分的清理，但可些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改造工
作，没摘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可根据现实表现，考虑能不能摘掉帽子的问题。
(五)坚持了内部清理的方法。各地各单位在搜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先由专干严
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进行审查。对原档案齐全的，一般经过原单位领导人和支部同志座谈
讨论，认为事实可靠的，再没有重新查证，即按座谈讨论认定的事实进行了结论；对档案
材料不全的，由原单位对原定材料中的错误事实，逐条详细的进行座谈讨论，提出初步意
见，然后办公室再进行审查清理；特别是对於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的案件，具体进行了查
证、座谈、讨论，做到了事实有证有据，理由充分。在座谈时，各地都坚持在党内进行：
(1)在总支、支部委员会议上进行座谈讨论；(2)找原单位负责同志和当时参加运动的党员
同志进行谈话；(3)经过座谈了解以后，少数问题仍然不清，非找原揭发人谈话不可的，
均由各县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从侧面进行了解；(4)有少数问题座谈、

了解不清需要外出调查的，派人出外进行了调查。在材料基本落实以后，反复研究讨论，
原单位和办公室意见基本一致后，即提交领导小组、县委讨论定案。

(三)
从这次清查审查的结果来看，肃反和反右派运动所定案件，绝大多数是正确的，这
就肯定了肃反和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运动是健康的。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
人的破坏活动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了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但从清理后的错案看，主要原因有：(1)有的单位在处理个别人
的问题时，对党的政策执行的不够严肃，定案材料的主要事实缺乏调查研究；(2)个别单
位的个别人，趁运动之机，进行打击报复；(3)有些单位对有的人过去已经作过处理的问
题，在运动中又重新拉出来作了处理；(4)个别同志在运动中揭发材料有虚构现象；(5)个
别单位在处理有些人的问题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有过去处理的案件
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差，错处理了一些人。
从全区清理后的错案看，反革命分子的案件错的是个别的，全区清理的 135 名反革
命分子中，全错了的只有两名，占反革命总数的 1．45％；右派分子错的是少数的，全区
清理的 106 名右派分子中，全错了的 14 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 13％；坏分子错的比例较
大，全区清理的 28 名坏分子中，全错了的就有 8 名，占坏分子总数的 27．6％。
从定性时间上来看，58 年 4 月专区党代会以前处理的错的少，党代会后处理的错
的多。据专区、会宁、定西的统计，党处会前共处理了 63 名，全错的有 5 名，占
7．9％；党代会后处理的 49 名，全错的 10 名，占 20．4％。
从单位看，党群、政法系统错的少，财贸、文教等系统错的多。据专区、会宁、定
西的统计，党群、政法系统错了的占总数的 10％；财贸、文教等系统处理全错了的占总
数的 14．4％。
经过清理，我们深感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的事件是沉痛的，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有
如下几条：
(一)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实践证明：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都必
须依照党的政策和毛主席思想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工作的准则。从清理夹边沟案件的经
验充分证明，凡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工作就成绩显著，没有错误或者很少有错误。相
反，工作中就会出偏差，发生问题。就专区机关的地委党校和交管局为例，地委党校这次
清理了五名(两个反革命，三个右派)，清理后，定性及处分全部正确，没有错案；交管局
这次也清理了五名(三个右派，两个坏分子)，清理后，定性及处分全错的就三名(右派一
名，坏分子两名)。再如会宁王兆亭(邮电所营业员)，从 53 年开始至 58 年，先后贪污、
挪用公款累计 120 多元，并在当时被查出后随时就如数退出了赃款，没有任何右派言论而
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教。有些单位的个别人，趁机实行打击报复；或者硬
性批判斗争，诱逼供讯；或者没有新的事实，将过去已作过处理的问题又拉出来进行处
理，等等情况，均有例证，不再一一说举。清理后的错案说明了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错处理和冤枉了一些好人。因此，我们深刻体会到：不论什么工作，只有认真地反复地学
习党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才能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二)一切工作都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最根本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在处理人的工
作上，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任何人的问题，都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冷静的态度和
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历史地考虑和分析各种问题，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问题本质的
方面，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从这次清理后的错案来看，绝大多数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
究，材料没有落实。譬如交管局处理的坏分子殷德银(原系技术员)，原材料中写：“该殷
工作中一贯失职，造成财产的重大损失。……如鸦儿沟桥系砖拱结构，工程师交待每
0．25 公尺夯一次，殷不过问，结果 2 公尺 5 寸夯一次，造成质量低劣，不能通车……共
损失六万多元”。经过这次调查后，原定材料绝大部分与事实不符，很明显的象填方夯
实，2 公尺 5 寸(7 市尺)厚夯打一次，这是不可思意的，有虚构，缺乏调查研究。因此，
我们认为，今后作一切工作，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三)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
只有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指示，严格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
内部矛盾，才能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地进行处理。这次清理的案件，都是反革命分子、
右派分子、坏分子等，矛盾的性质都是属于敌我矛盾，对他们必须采取专政的办法实行专
政，采取不同的手段，狠狠打击他们，绝不能姑息养奸。但经过清理以后，全错的案件，
特别是坏分子，本来矛盾的性质不属敌我矛盾，而视为敌我矛盾来对待，混我为敌，扩大
了打击面。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方针，本着“批判从来，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
人。绝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强制、压服的办法来对待和处理。如果对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区分不清，就会混敌为我，或者混我为敌，这都是应该引以为训的。

(四)
现在，我区清理审查工作任务已全面完成。但第二步处理善后具体问题的工作还是
大量的，他既牵扯到经济工作，又牵扯到复杂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地处理好善后工作，
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为此，我们的意见是：
(一)经过这次清理，原定性及劳教全部错了的如何处理？我们考虑应该根据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活着的向本人赔情道歉，宣布恢复名誉外，能安排工作的可给
予安排工作，不能安排工作或本人不愿工作的，可按退职处理。死了的通知其家属，恢复
名誉，并赔情道歉；如家属生活情况较好，可酌情发给适当的抚恤金；如果原来其家属主
要靠他来生活，死后子女生活无着的，应该按照需要与可能的原则，对其子女还没有长大
成人，不能独立维持生活之前，每年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原来是共产党员或
共青团员的，可由原单位党、团支部重新讨论恢复党团籍。
(二)经过清理以后，原定性准确，而劳教处分不当的如何处理？(1)活着的，应向
本人宣布撤销劳级处分。(2)对在劳教期间已经死亡的，只是在清理结论中写清楚，不再
给其家属进行宣布。
(三)对定性不当或改变定性，但根据事实应该劳教的如何处理？对清理后改变原定
性的，如反革命改为右派，右派改为坏分子的等等，均属敌我矛盾，应在清理结论中写清
楚，改变原定性结论，不予宣布，只作内部掌握；对于原来定性否定了，但根据劳教条例
和他的错误事实应该劳教的分子，可通知本人和家属，取销原戴的帽子。

(四)对原定性准确，应该劳教的，如何办理摘帽子和解除劳教手续？(1)活着的，
除重新犯罪，依法惩办和个别极坏需继续劳教的外，一般地对能不能解除劳教和摘帽子问
题，要在结论中提出意见，按照规定制度，呈批手续加以处理。(2)对家居大城市和沿海
地区，解除劳教送回原籍无法安置和没有生活出路的，或者无家可归的，应由原单位或民
政部门就地安置。(3)对于死了的，不论反革命、右派，或坏分子，鉴于解除劳教实际意
义不大，可不再办理解除劳教手续；对右派分子，过去没有摘掉帽子，按既定政策办理。
(三)劳教人员遗留财物的处理问题：
劳教人员中，少数人在送劳教时，将部分财物交原单位保管。目前，仍有部分人的
财物找不到下落，因此，必须逐件查清处理。属于原单位保管的，由原单位查找，属于劳
教单位保管的，由劳教单位查找，查清后负责归还本人。有些单位的个别人，混水摸鱼，
将劳教人员的财物摸走了的，查清后应予适当的处理。确实查无下落的，应该由原单位和
民政部门酌情处理。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指示。
中共定西地委
一九六四年元月九日
印发：省委，并省委改右领导小组；并发各县委；抄地委各常委，地委各部、委、
办，专署党组，政法小组，军分区、存档
(共印 70 分)
中共定西地委秘书处

一九六四年元月十七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