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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建史研究

1921—1933年党的组织生活建设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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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整套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规范。其中，党的组织生活是

党内政治生活最基本的形式，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自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党员便开始过党的组织生活。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提出了一

系列加强组织生活的措施，促进了党的组织生活的健全和发展。即使在地下斗争时期，党的组织

生活也毫不松懈，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些制度性规定，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组织生活；党支部；党员教育；上海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

督的重要形式。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

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

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

群众的监督。[1]本文利用档案、回忆录、中共中

央文件等资料，对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

海时期党的组织生活的具体实践作初步梳理，

以此来探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生活形成的制度

性规范、积累的经验及启示。

一、建党时期党的组织生活的初创与确立

高度重视党的组织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1847年，马

克思、恩格斯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要求“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

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

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首次确定定期召开会

议、盟员与同盟组织联系制度，这是无产阶级

[1]《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0

页。

政党组织生活制度的肇端。1903年列宁在布尔

什维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党员“参加

党的一个组织、开展组织生活，遵守纪律和接

受教育”。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建党原

则，具有“铁一般纪律”，规定党员必须参加

组织生活，锤炼党性修养。

关于党的早期组织生活的开展情况，中

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曾回忆：1921年秋

冬，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支部[2]会议地点

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讨

论内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

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

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

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

大家讨论的形式”。学习内容是“临时编的讲

义”，有“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

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3]

[2]中共早期党的基层组织称为“组”“小组”。1925年，中

共四大正式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此处为茅盾后来的

回忆，故以通行的“支部”来称呼。

[3]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

159页。



28

上海党史与党建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

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

立一组”；“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

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

加入”。这里“组”就是党的基层组织，规定

“各组每星期召集会议一次；各支部每月召集

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1]要求党员接受

组的教育和训练，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和

“头脑”。[2]党章规定，党员无故连续两次不到

会，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无故欠缴党费三

个月，党组织将予以开除。党章还规定除了那

些失业和在狱党员以外，其他党员必须根据收

入多少定期缴纳一定比例的党费。

早期中共党组织、党员身份处于秘密状

态，党员人数增长较慢，中共二大召开前夕，

全国党员总数为195人，到中共三大时，党员

总数是432人。1922年6月上海有党员50人，到

1924年5月，总数只有47人。此时党的组织生活

尚处于初创阶段，一些组织生活的规定实际上

执行的并不理想。1923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

报告中严肃指出，“首先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

作。我们遇到的很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

点”。[3]1924年5月，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共有五

个组。按照党章的规定，各组至少每星期开会

一次，可“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

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第五组一次

会也没有开过，”地方委员会因轮流参加各小

组会议未编入小组，党费也不能按时收清。[4]

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革命运动的逐

渐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党

员队伍开始了较快增长。党对组织生活建设的

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及时作出一系列指示。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

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初步

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的基本职责是：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第97页。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43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1页。

[4]同上，第257页。

教育党员，发展新党员，经常在工人群众中做

宣传工作。同年11月的中央第21号通告进一步

强调：“小组及地方会议应照例举行，不得间

断”，规定各“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

向中央作报告一次”。[5]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第一次将党的

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新修订的

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

“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把支

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必须

按月收齐党费，汇交上级组织。中共四大批评

了“党中政治教育极少”[6]、党报中党的政策讨

论严重不足、小组会中政治报告极少等问题，

要求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每月须举行

一次支部全体大会；[7]明确支部的基本职责：教

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开展群众工作，“在无

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要求党员必须参

加支部会，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提出在现有支

部教育机关的基础上，增设“党校”有系统地

教育党员。

中共四大的这些议决案，首次将支部作为

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的重要载体，将

党的组织生活视为支部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些决定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

意义。

二、大革命时期

党的组织生活的规范与健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工人运动迅猛开

展，中共中央相继发出指令，放宽入党条件，

在运动中大量吸收工人、学生等社会各阶层入

党；同时缩短党员候补期限；甚至规定每个党

员肩负发展一定数量的新党员的义务，在“最

短期内”必须发展工人5人以上或知识分子2人

以上。由此，党员人数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总数约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9—300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3—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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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10月，党员已达3000多人。1926年北

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党组织发展进入快车道，

同年9月中共党员达1.3万余人。1927年4月中共

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达5.7万余人。其中，

上海地区党员数量增加最快。1925年四五月间，

上海本埠党员220人，支部15个；1926年7月，上

海本埠党员2163人，支部112个；1927年3月，上

海党员人数一度增至1.4万余人，支部180个。[1]

随着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的剧增，出现新

党员政治素质高低参杂等现象，使党的组织生

活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面临严峻挑战。具体

表现为，一是有的党员入党缺乏明确的观念。

有些新党员是由“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介绍

入党的，“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

知有党”；甚至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

种团体之党员”。[2]有些工人党员，一失业就

“顿呈反动”，从而造成支部工作瘫痪。二是

有的支部日常党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上海区

委指出：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多浮夸不

实；“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

党员，更是累累皆然”；“对于上级机关之报

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3]甚

至“只有地方的工作，还没有支部的工作”，

这是党在内部组织问题上的“最大缺点”。[4]有

的支部书记“连他应做些甚么工作，在党中负

有甚么使命，都不知道，只是听了上级党部报

告，依样葫芦地对同学报告一遍”[5]。三是有的

党组织不能密切联系党员。大多数工人同志，

感觉“党与他实际所处的社会环境无甚关系，

所作的工作都太高远，不能引起他浓厚的兴

趣，甚至烦厌起来，或竟对党淡漠了”。[6]

造成这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党

员缺乏政治教育，党的组织生活规范性不强，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第352—353页；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

文件汇集》甲3，1986年，第95—96页，第573页。

[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1，1986年，第181页，第218页。

[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1—182页。

[4]同上，第293页。

[5]同上，第214页。

[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3页。

执行不到位。五卅运动之后上海党员中的工人

成分占78.5%，比运动前增加了20%以上，而

“大多数群众只受C.P.思想上的影响，而未做

到组织上的影响。”[7]因此，当务之急，要有效

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必须明确基层党组

织的功能定位，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建设，将党

员有效组织起来，成为能凝聚群众的核心。

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面对基层党

组织亟待整饬的现实，中央和上海区委在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党的组织生活方面，在

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925年8月，

中央发出第53号通告，对支部的功能进行了界

定，规定“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

关内负责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

工作两重职位”。[8]上海区委迅即转发这份通

告，并提出“支部组织不好，则吾校组织即呈

涣散现象”[9]的新认识。1925年10月上海区委

枢字第11号通告，严格执行“支部组织法”，

将支部以单个工厂、学校、机关为单位分别编

制；整顿组织甄别分子，将“反动分子渐渐与

党没有关系，而做到丝毫不妨害党的组织工

作”。[10]要求各部委、各独支按月收齐党费汇交

上海区组织部，认真执行支部名单表、党员检

查表、每月统计表、支部报告表、散发或推销

宣传品等事件。[11]

此后，中央及上海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

件，从制度上提高了对党的组织生活的认识和

规范。包括1926年5月5日中央发布的《支部的

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12]，1926年5月15日上海

区委第56号通告《关于整顿党的工作》，1926

年6月21日上海区委第63号通告《关于党的组

织问题》[13]，1926年7月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

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

[7]《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9页；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1990年，第

37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0页。

[9]《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25页。

[10]同上，第51页。

[11]同上，第54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11—618页。

[1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2—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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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案》[1]等文件，1926年7月26日上海区委组

织部负责人赵世炎的报告《组织问题与支部工

作》，[2]1926年11月19日上海区委第87号通告

《征收党费问题》，1927年1月13日上海区委第

103号通告《关于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召开全

区代表大会》，这8份文献所提出或阐述的一系

列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的功

能、党的组织生活规范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

度。其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党的组织生活概念及相关内

容。1926年3月31日，闸北部委的工作报告，较

早提出“无论任何同学（党员）必须要过党的

生活（受训练、开支部会）”。[3]《支部的组织

及其进行的计划》首次提出“党的生活”的概

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

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

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

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

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没

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的生活的基础。正式规

定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党支部内，参加党的

组织生活。《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规定“要使

全党党员参加党的生活”。[4]

定期召开支部代表大会或全体大会。规定

支部每周应开会一次，会议主席轮流担任，支

部会议主要内容为：A.政治报告，B.论如何发

展党，C.分配同志的工作，D.讨论实现党的政

策的具体方法，E.同志工作的批评，F.报告和

讨论党内外生活。规定了支部书记的职责，主

要执行上级“交托的一切政策和计划”“教育

同志”“组织群众”“具体的工作计划”“出

席团的支部会议”“吸收进步的分子入党” 

等。[5]上海区委第56号通告“把各支部各小组的

开会时间与内容，整顿到很好，要使每个同志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9—186页，第196—205

页。

[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7—298页。

[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4，1986年，第168页。

[4]《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0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11—618页。

都能到会，都感觉到兴趣，领受到训练，而无

过去枯燥沉闷，丝毫不起作用的弊病”[6]。开

会方式要灵活，“支部开会时，部委的书记、

组织、宣传绝对不要命令式，要采取启发的方

式，引诱其能力”[7]。《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规

定支部生活的内容和程序，在开支部会或小组

会议时，“多讨论各种切身利害的问题”“对

于大的政治问题，不应使之占了很大部分的时

间，尤其是工人支部，以免同志对会议不发生

兴趣与信仰”。

（二）加强党员的教育与培训。为了“使

党的发展在数量上与质量上相称”，要求各支

部“厉行教育及训练工作，多开会议，尤其是

同志间的相互批评”。[8]《组织问题议决案》要

求每个同志在开会前，“预备自己的报告和意

见”。[9]此外，区委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校、各

部委高级训练班，还要求各部委开办为期5周、

每周一次的支部训练班。高级训练班主要“灌

以政治的常识”，以培养和教育支部骨干党员

为主；支部训练班要使“支部同志必须人人参

加”，以培养和教育普通党员为主。每位党员

承担的最低任务“到支部会，缴纳党费，推销

书报，违者应受警告甚至开除处分”。[10]党员要

密切联系群众，“每个同志，都有工作，都起

作用，都能到群众中去活动，而抓住群众”。[11]

注重对党员工作能力的培训。“务必十二

分注意观察，如有特长能力当即竭力训育，多

令参加某工作以资练习。”[12]根据不同职业的党

员，有针对性地讨论内容。如《关于党的组织

问题》强调“最要紧的是在开支部或小组会议

时，多讨论各种切身利害的问题”，如工厂支

部，应讨论如何对付工贼与走狗的破坏，如何

准备罢工与罢工后错误的批评，如何组织或发

展工会……在学校支部或小组会议时，则讨论

[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6年，第182页。

[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4，1990年，第237页。

[8]《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页。

[9]《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86页。

[10]《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69页。

[11]同上，第183页。

[1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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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驱逐或对付腐败的教职员，如何改善学校

教科，如何组织或影响学生会等……问题。[1]

开会时要严肃活泼，激发党员对党内政策的讨

论。“务必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

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2] 规定党员第一

次不参加支部会，“当面警告”；第二次不到

会，“由支书报告部委，部委派人谈话”；第

三次不到会，即“执行纪律，实行处罚”。[3]

（三）严格收缴党费。缴纳党费是党员

履行义务、增强党性和组织观念的重要途经。

《征收党费问题》阐明缴纳党费的重要意义，

“不仅关系党的纪律，且可表示其对党的信

仰”。上海区委反复强调，征收党费并非“简

单”的“金钱问题”，主要是衡量党员“懂得

党的组织否，对党信仰否，能就党的组织之范

否”，实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问题。如果

不缴纳党费，“长此不加改正，党的纪律与威

信均得坠致无存”。[4]区委的一份通告声称：如

果连党员的党费也不能收，“其组织之腐败可

想而知也”。[5]因此，上海区委要求各地委、

部委、独支，每月制党费统计表，将全体同志

数、已缴党费及人数、缴费数与同志数的百分

比等，都要列入表中，连旧党费一并上缴。如

果没有按时缴纳党费，为整饬党纪起见，将

“按照各该党部所属同志总数，以每人每月一

角计算，在各该党部党费内扣除，并加相当之

处罚”。[6]

规范党员转组织关系程序。党员从一个地

区转到另一个地区时，必须有“该地组织的允

许和介绍……所到地的组织，亦只接受介绍，

编入组织”[7]，党员被派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也

要受到当地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此外，还积极探索在基层试行民主选举的

方法。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正

[1]《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6—217页。

[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3，1986年，第559页。

[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427页。

[4]《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8页。

[5]《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4页。

[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8页。

[7]《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18页。

式批准上海区委在部委、支部中“试行初步的

德谟克拉西”，即用民主方式选举部分的部委

委员和支部干事。“试行的结果，不但毫无流

弊发现，且已收了相当的成效。”“使同志们

对于上级机关，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念，知

道所谓地位、部委等上级党部组织，并不是高

高的在上的几个人特别设置的机关，而是各个

同志都负有维护与监督的责任。”[8]1927年６月

中共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

决案》，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章，

并将其确立为“党部的指导原则”。从此，民

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这一时期，上海党组织对不交党费、屡次

违反党纪、经济揩油、不执行决议案等党员进

行了严厉惩戒。1926年9月，中共上海杨树浦部

委分别惩戒了“工作和态度不好”的老怡和支

部书记陈定规、组织员黄超裳。[9]中共上海大学

独立支部的党员李汉卿，因她“自由行动”，

且影响恶劣，中共上海区委将其开除党籍。[10]

据资料显示，1926年前五个月，中共上海区委

仅开除淘汰的党员就有800人左右，其中不少党

员是忽视党的生活、行动散漫、不交纳党费所

致。[11]

通过这一系列组织建设，党的组织生活取

得良好成效，每位党员“明瞭党的实际进行的

策略与状况，自然对党发生兴趣，且益增进他

对于党的认识与工作的责任心，而很高兴地去

做党的工作。”[12]试行基层民主改选之后，各部

委委员，工人党员占80%，“这是工人同志真能

担负党的大部分工作之开始”。[13]同时，基层

党支部的组织力量大大增强。1927年1月，上海

区的党员总数为5157人，其中上海本地为3630

人；支部数则达到272个，20%的支部能很好地

[8]《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42页。

[9]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3，1989年，第393页。

[10]同上，第542页。

[1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2，1989年，第189页。

[1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1页。

[1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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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50%能正常开会。[1]3月，第三次工人

武装起义前夕，提出“每天开支部会”，报告

当前的工作及政治军事状况。[2]起义胜利后，上

海本地的党员骤增至1.4万人左右，党在群众中

获得了空前的威望。

三、地下斗争时期

党的组织生活的整顿与发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

裂，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

失去一切可以公开活动的条件。

1927年6月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撤销中

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

委，江苏省委仍设在上海。面对白色恐怖的严

酷环境，迫切需要加强党员的理论与党的政策

的培训。1927年11月20日《江苏省委通讯》发

布教育计划，督促每个党员认识基本的理论，

提高阶级觉悟；每个党员明白最近政纲及策

略，明白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将来的出路；

每个党员参加党的工作，服从党的纪律，领导

群众斗争；每个党员学会秘密工作的方法。支

部会议要及时报告上级的决议案；对于新党

员，编制“党员须知”，加强组织纪律训练。[3]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直到

1933年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这段时期，

党的组织生活适应形势需要，限制支部人数。

1928年5月18日，中央通告第47号《关于白色恐

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首次

将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

成支分部。支部只召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或代

表会，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这样，一个党员

只知道五个同志，一有破获也不致影响全部组

织。[4]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生活形式有其特殊

性，又有进一步的规范建设，体现为：

[1]《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643页，第646页；中

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

1990年，第110页。

[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53页。

[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1，1986年，第170—175页。

[4]《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4—378页。

首先，出版伪装刊物，指导党组织生活的

开展。192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了

第一个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

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下设

分支部，分支部下设党小组。为了增强支部成

员的理论水平，加强支部建设，邓颖超创办刊

物《支部生活》。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

活》在上海创刊，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

12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一至两期，

每期字数在5000—10000字。为了保证隐蔽性，

经常采用伪装封面，如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

26期采用了谐音的《志夫新话》伪装封面，现

在所见的最后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出版的第39

期。《支部生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

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改变了原来

记录汇刊的方式，聚焦热点问题，有效提升了

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和阅读兴趣。

伪装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

为避免国民党对进步报刊的封禁，将革命书刊

以伪装封面的巧妙形式进行出版和流通。其通

常做法是伪装封面、内容部分伪装、不断变化

书刊名称以及假借别的出版社的名号等。就目

前掌握的档案文献，至少有《游杭指南》和

《卫生常识》这两本有关指导开展党组织生活

的伪装刊物。两本刊物均没有标明出版时间。

其中，《游杭指南》铅印线装，64开本，一

册20页，内页印着真实刊名《党员须知（补

编）》，内容分为“认识”“日常工作”“守

秘密”“介绍同志”“批评”5项。因1927年

《江苏省委通讯》第一期刊登“党员须知”，

此《游杭指南》应是之后的补充本，根据时间

和内容推测，应是1928年左右的刊物。《卫生

常识》应是1927—1929年左右的党内刊物。

铅印平装，64开本，一册17页，扉页印着真

实刊名《怎样开小组会议》，内容分为“开

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讨论”“工

作分配”“工作批评”“散会”7个方面。这两

本伪装刊物的出版发行，对指导支部党组织生

活的开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次，进一步明晰党员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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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组织问题

决议案》，再次强调“党员要从支部生活中为

党工作”，指出党员的7项权利和义务：1.经

常地到支部会；2.按月缴党费；3.讨论党的政

策及本身日常工作；4.参加群众斗争并指导斗

争；5.读党报；6.分配宣传品给群众；7.介绍

同志。[1]1932年7月，江苏省委《关于新党员的

入党须知》中，对党员在支部中的工作，在原

有7项基础上，增加“保守秘密、自我批评、做

群众模范”这3项内容，从而规定了党员的10项

义务。[2]并且发文规定，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

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缴

纳党费，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

分子应当驱逐出党。[3]严格要求“同志过党的生

活，要经常的虚心学习，研究问题，阅读党的

书报和一切文件”。不识字的同志，可在支部

里学习识字，支部要教授同志识字，帮助同志

阅看文件等。[4]

再次，将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效结

合起来。地下斗争时期，党的组织“要保守绝

对的秘密”。但这里所说的秘密，“仅仅指的

是要保持我们组织上和机关中的秘密，勿要只

注意秘密而妨害了公开工作”[5]。在保证党组织

秘密的同时，党员深入群众中，吸引工会、贫

农团、互济会及反帝同盟、士兵委员会等各种

群众团体，发展与创造群众组织。[6]后来，有部

分团体逐渐演变为党的外围组织，这既保护了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222—223页。

[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11，1987年，第509页。

[3]同上，第374—378页。

[4]同上，第509页。

[5]同上，第509页。

[6]《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4—378页。

秘密状态下的党，又吸收了一批秘密党员，扩

大了党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对基层党组织生活的情况仍

时有巡视。1929年10月，《沪中巡视记》比较

详尽记录了沪中区药业支部两次党小组的组织

生活会情况，开会主题围绕经济斗争和暴动，

均在深夜开会，约凌晨1点结束。巡视后，指

出缺点：“区委同志太不懂得群众，说话时总

是背名词”，“党员的基本教育与训练太缺乏

了”。[7]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党处于白

色恐怖的外部环境下，党员队伍文化结构参差

不齐，受到“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等，致使党

的组织生活未能正常开展，有时一个支部遭受

破坏，组织生活随之消匿。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党的

组织生活主要依托党支部、党小组开展活动。

党的组织生活具有丰富的体系结构和承载形

式，包括：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教育；学习马

列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及业务知识；传达

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发展党员；处理违纪党员和不合格

党员；开展适合党员特点的各种形式的活动。

1921—1933年，我们党在上海开展组织生活建

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如：初步

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开创了定期开

展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确定党员的权利和义

务；对党员进行多方面的党内知识教育。这一

系列探索和措施，锤炼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增

强了党在革命时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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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9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