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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

灵魂之一院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非常重视党

的建设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由于形势相对
比较稳定袁 党的建设得到充分展开袁囊
括组织建设尧队伍建设尧纪律建设尧思想
建设尧理论建设尧作风建设等诸多方面遥
其中袁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之一
的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在中央苏区时期
孕育并形成的遥

定义为野一切为了群众袁一切依靠
群众袁从群众中来袁到群众中去冶的群
众路线袁 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
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遥 它是中国共
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袁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
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遥 毛泽东等无
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袁
并且作了许多系统尧深刻的论述袁提出
了许多新的观点和命题遥 毛泽东在沙
洲坝所作的叶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作
方法曳袁鲜明地提出了 野革命战争是群
众的战争袁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袁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遥 冶曰
野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袁都应该
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遥 应该讨
论袁应该决定袁应该实行袁应该检查遥 要
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
益的袁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遥 冶曰野真正
的铜墙铁壁是什么钥 是群众袁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冶 的群众
路线的基本理论遥 这标志着党的群众
路线理论的初步形成遥 与此同时袁周恩
来尧刘少奇尧博古渊秦邦宪冤尧洛甫渊张闻
天冤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袁都对群众
路线理论有了相当的论述遥 其内容几
乎涵盖了党的群众观点尧 群众路线的
所有方面袁 而以肯定并尊重人民群众
的历史地位尧现实作用和首创精神曰相
信尧依靠广大群众袁放手发动尧组织群
众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曰关心群众生
活袁 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袁为群众谋利益曰虚心倾听群
众意见袁向群众学习袁积极推广群众中
的先进经验曰 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方式
和工作方法袁推进政治民主袁反对官僚
主义尧 命令主义尧 冒险主义和尾巴主
义袁反对贪图享受尧腐化堕落袁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袁 使党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等论述袁尤为丰富尧精辟尧影
响深远遥 当年在中央机关普遍开展的
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活动袁 密切
了党群尧 干群关系袁 切实帮助红军家
属尧孤寡老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袁也
受到群众由衷称道遥 苏区各级党政组
织尧特别是基层组织袁以及广大党员尧
干部尧积极份子袁在与群众的天然联系
基础上袁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尧组织群
众的很好的方法袁 使自己和群众融为
一体袁亲如一家袁各项工作都得到很大
成效遥

党的群众路线在苏区时期的孕育
并形成袁对当时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及
党自身建设的加强袁对党群尧干群关系
的建立尧巩固与密切袁均产生了巨大的
积极作用袁并且影响深远袁有着不可估

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

民主政权建设院执政为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

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瑞金为中心的
广袤苏维埃区域建立的以工农为主体
的人民民主政权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
性的工农民主政权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袁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取得了实质性的
成果袁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开始以国家的形态登上我国的政治舞
台,开始局部执政的伟大探索和尝试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
产生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
农兵为基础袁以革命的方式反对反革命
为手段袁以农村包围城市为路径袁以野议
政合一冶制为模式袁通过民主选举而产
生的遥 即广大劳苦民众通过民主选举的
方式选举出自己信赖的代表参加政权
管理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
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袁其
组织形式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遥 全
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
政权, 地方政权为地方各级工农兵苏维
埃代表大会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
中央机构有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
表大会(以下简称野全苏大会冶)尧中央执
行委员会尧中央人民委员会尧最高法院尧
中央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遥 野全苏大
会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
关袁中央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行政机关袁最高法院是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最高审判机关袁中央审计委员会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审计机关遥 中
央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尧劳动尧土地尧军
事尧财政尧教育尧内务尧工农检察尧司法等
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第
二届中央人民委增设了国民经济和粮
食人民委员部)袁各人民委员部之下设部
务委员会袁 为讨论和建议该
部工作的机关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
方政权由省尧县尧区尧乡(市)四
级苏维埃政府构成遥 省级苏
维埃政权由省苏维埃代表大
会尧省执行委员会组成遥省执
委会选举主席团袁 为省执委
会闭会期间全省最高政权机
关遥省级苏维埃政府设主席尧
副主席尧 秘书长和裁判尧财
政尧土地尧文化(教育)尧内务尧
劳动尧卫生尧粮食尧国民经济尧
工农检察尧 审计和妇女生活
改善委员会尧政治保卫分局尧
总务处等工作部门遥县尧区级
苏维埃政权的产生尧 机构设
置及职权与省级苏维埃政权
相似袁只是不设审计委员会曰
区级苏维埃政府也不单独设
工农检查尧内务和总务机构曰

政治保卫局在区一级只设特派员遥 乡
(市)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基层政权组织袁其执行委员由选民直接
选举产生袁亦设主席团袁并设主席尧副主
席各一人遥 乡(市)苏代表直接联系选民遥
在乡(市)苏政府之下袁组织各种经常的
或临时的委员会 (工作人员均不脱产)袁
负责有关工作袁计有院1尧扩大红军委员
会曰2尧优待红军委员会曰3尧慰劳红军委
员会曰4尧赤色戒严委员会曰5尧防空防毒
委员会曰6尧没收征发委员会曰7尧国有财
产委员会曰8尧 农业税征收委员会曰9尧公
债发行委员会曰10尧 各季的农业生产委
员会曰11尧开荒委员会曰12尧山林委员会曰
13尧水利委员会曰14尧山林登记委员会曰
15尧查田委员会曰16尧教育委员会曰17尧卫
生委员会曰18尧桥路委员会曰19尧粮食委
员会曰20尧备荒委员会曰21尧户口委员会曰
22尧义务劳动委员会及运输委员会曰23尧
选举委员会曰24尧工农检查委员会遥 各委
员会都设主任 1 人袁主持工作(不脱产)遥
这样袁就把全乡村民基本上都组织到各
种委员会之中去了遥

依据 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曳及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
组织法曳袁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的责权划分为立法尧行政尧法司尧
审计袁等级划分为全国尧省尧县尧区尧乡市
四级遥

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机构
的特点院一是高度仿效前苏联政权建设
模式曰二是紧贴中心任务曰三是贴近苏
区实际袁 1933 年 7 月袁中央执行委员会
就曾制定叶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
议曳袁决议中指出院苏维埃的行政与反动
政府行政根本不同袁反动政府对人民只
有剥削关系袁故区域不嫌大噎噎苏维埃
的行政恰恰相反袁他要和每个革命群众
接近袁 每个革命群众都要参加政权袁区
域大了就不便利袁苏维埃行政区域大抵
是沿着旧的袁 现在要求一个彻底的变
更曰四是精干高效遥 苏维埃许多部委除
部长尧副部长外袁只有几个工作人员袁有
的部委如外交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
解到的整个部委机关只有二个人袁非常
精干高效遥 1996 年袁江泽民同志在视察
野一苏大冶时说院这里是从古至今最精干

最高效的人民政府遥
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行政制

度的特点院一是阶级分明曰二是民主执
政曰三是为民执政曰四是依法执政遥 中央
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袁曾辖江西尧福建尧
闽赣尧粤赣 4 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袁共设有
60 个行政县袁总人口达 435 万袁总面积
约 8援4 万平方公里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

建设院执法为民
随着红色区域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

建立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袁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
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袁学习和借鉴苏
联的做法和经验袁在彻底摧毁旧法体系
的基础上袁广泛开展了中央苏区法制建
设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袁共颁布
了 130 余部法律法规袁 包括国家法尧行
政尧刑事尧民事尧经济等一系列法律尧法
令尧条列和训令曰创立和完善了司法人民
委员部尧国家政治保卫局尧临时最高法庭
和各级裁判机构等人民司法机关曰制订
和规范了公开审判便民诉讼等一整套司
法制度遥 中央苏区法制就性质而言袁是
新民主主义法制袁是人民民主法制遥 它
遵循和坚持了反帝反封建尧实行人民民
主尧保障人民权利尧推进经济建设尧推行
司法民主等基本原则袁体现了服务于革
命战争尧保障土地革命尧原则性和灵活性
紧密结合等主要特点袁创造和积累了坚
持党的领导尧依据党的政策尧坚持从实际
出发尧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相适应尧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等有益的经验遥
从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袁它在中国法制
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袁开创了人
民民主法制的新纪元和新道路袁是新民
主主义法制建设的初创和奠基阶段袁也
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原始基础和渊
源遥 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袁 巩固革命
根据地袁发挥工农民主专政的职能作用袁
作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袁亦为今
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和法制建设乃至创
建社会主义法制袁提供了宝贵的不可忽
视的经验教训遥 渊毛瑞明 整理冤

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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