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0思想简论

何友良

  

  内容提要  建设新赣南是抗战时期蒋经国领导进行的地方建设活动。

政治腐败和政权、官员疏离百姓, 是民国时期长期存在的问题,抗战使其严重

性益发显露。蒋经国挟其特殊的家庭和知识背景, 发起赣南/ 新政0 ,主张修

明政治,转移风气, 铲除污浊,培养人才, 发展经济与教育,与民利益和改善官

民关系,建立赣南地区新的政治基础、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实现政治与社会

的更新。这些主张,反映了蒋经国当时较为独特而系统的政治革新和社会建

设思想,又因其决然推行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然而, 体制内的制度性

变革具有难以逆料的艰难性,蒋经国也无法解决其思想主张与社会现实、体

制壁垒、政治环境、利益格局之间的深刻矛盾,其新政思想和活动最终只能是

一项新奇动人而无法实现的政治实验。

关键词  蒋经国  政治革新  地方建设

/建设新赣南0是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发起进行的一项较有影

响的地方建设活动。从 1939年 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

南 11县)行政督察专员,到 1945年 2月离任去重庆的 6 年期间,

蒋经国/日夜奔走0, /苦心0经营,提出并围绕建设新赣南的目标,

先后阐述并部分实践了一些在国统区内罕见的思想主张, 企图通

过个人的影响和努力,导引赣南地区革故鼎新,实现人人有工作、

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的/ 五有0建设目标, /将一个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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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穷痛苦的旧赣南,变成一个前进的富强康乐的新赣南0。¹ 建

设新赣南的思想主张及活动, 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政

治革新和社会建设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内反

应固然强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国内舆论纷起传播, 美英

等国也有报道乃至记者的实地考察;热情的赞扬和恳切的期望所

在多有,尖刻的指责乃至/恶意的破坏0也不绝于道。显然, 这是抗

战史和民国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80年代中期以来, 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领域, 有研究者尤其

是作家、亲历亲见者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主要是出版了一些

作品和回忆录º,介绍蒋经国的经历和在赣南的/新政0, 但公开发

表的研究论著尚付阙如。本文拟结合实践与结果的考察, 对蒋经

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作一梳理,力图回答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行

动何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蒋经国下力气经营新赣南的思想根源

和真实意图是什么、客观效果到底如何等问题,以请教于同道和师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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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例如,江南著5蒋经国传6 ( 1984年美国论坛报出版社出版)最早简约而相当客观地

记述了建设新赣南的情况;江西作家罗旋著5蒋经国江西传奇6 (香港南粤出版社

1988年出版) ,虽为文学作品但录用了很多文献资料,对了解蒋经国在赣南的情况

很有帮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35辑5蒋经国在赣南6 ( 1989年出版) ,是一部汇集

当年亲历者回忆新赣南建设各个方面经过和成效的极富史料价值的书籍,内中也

收有个别研究者对/ 赣南新政0的概述;李敖编著的5蒋经国死后定论6(台北全能出

版社 1988年出版)中,也有两节为亲历者如曹云霞等的回忆录内容;赣南师院蒋经

国研究所有较好的资料收集,等等。最近,还有两篇论述/ 赣南新政0的社会救济、

教育的学位论文,尚未发表。另承台湾/ 中研院0院士张玉法先生 2000年 9月在南

京中华民国史第 4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告,台湾则尚未展开对蒋经国的研究。

5用心血来培养革命的幼苗6 , 1943年 11 月 19日。5蒋经国先生全集6第 3册 (以

下简称5全集6) ,台北新闻局 1991年版,将该文时间推算为/ 八、九月间0 ,似误。该

全集有关赣南部分还有几处有误。



一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 产生于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地方政

治腐败的双重背景之下。因此,他的思想首先表现出严厉批判现

实的特征,而将转移风气、改变现状、修明政治,致力于建设/抗战

建国0/新据点0,视为建设新赣南的起始工作。

蒋经国是 1939年 6月 11日正式接任第四行政公署专员的。

此前,他长期在苏联留学, 1937年回国, 次年在江西省政府任保安

处副处长、新兵督练处处长,从政经历仅一年半, 任专员应当说经

验不足。虽然有蒋介石儿子的特殊身份和优势,为常人所不及, 但

他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也相当艰难, 并非仅凭/太子0身份便能有

所作为:其一,此时已处抗日战争的战争环境之中, 上海、杭州、广

州和武汉等重地已经失守,江西省会南昌及赣北也已经沦陷,江西

成为东南抗日战争的前线, 境内驻有第三、九两个战区的部队, 分

别在赣东和赣西北与日军形成对峙, 全省比较安全的地区只剩赣

西赣南。江西承担着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撑东南抗日作战、屏蔽西

南大后方的重大任务,地位日显紧要。就赣南而言,该区地处赣粤

湘三省毗邻之区,虽为前线的后方,但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

就在蒋经国接任的次日即 1939年 6月 12 日, 日机即分批空袭赣

州,专署四周被炸,伤亡百余人,蒋的住宅亦遭机枪扫射, 其媳妇、

儿子只得隐迁到城外通天庙中居住。此后 10余天内, 赣南各县城

皆先后被炸,而敌机炸赣州已大半改用燃烧弹,这使蒋一上任即面

对满目疮痍。他在上任 10多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他自己兼任

救护、消防总队长,每有轰炸即/率领队员驰赴投弹灾区工作0, 亲

自参与现场消防、救护,并曾亲手从瓦砾堆中救活母子 2人。显

然,江西与赣南的战略地位和现实的战争威胁,对蒋经国的思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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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产生深刻影响。他在次年春阐述建设新赣南问题时说, 赣南

是湘浙赣闽粤的总后方, 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

/建设新赣南,即是建立一个抗战建国的据点0¹, 便很鲜明地表达

了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 国民党地方政治的现实, 对蒋经国刺激甚深, 令他

很是反感和不满。赣南曾经长期是粤系军阀的势力范围, 从北伐

到两广事变一直有粤军盘驻, 其据地称雄, 横行霸道,实际上控制

着邻接广东 5县县长的安排权和赣南钨矿的管理、税收权, 以至如

亲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 一向进不了赣南0º, 成为长期

困扰江西省政府的问题。同时, /粤军在赣南烟赌公开0,军官与粤

商包烟包赌包娼,并不隐蔽,造成即使在两广事变平息、粤军交还

赣南政权后,其/ 烟赌娼之为害, 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0» 的

现状。基层地方事务则多/把持在土豪劣绅手里0,他们恃强凌弱,

欺压百姓,侵蚀和操纵政权,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过着/穷苦黑

暗的生活0,社会/情况混乱到了极点0。就在 1939年初,即曾发生

安远、上犹两县自卫队/绑禁县长0,省驻赣南 3个保安团的部分官

佐/殴辱0当时的行署专员刘已达、致使/赣南情势迫切0的事件¼,

如此等等。蒋经国将这些现象,迳称为虚伪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

治。严酷的现实与蒋经国的背景、条件和抱负相汇合, 激使他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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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¼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纪录6, 1939年 2 月 24日。存南京

二档馆全宗号十一( 2) ,卷案号 1226。

5江西省政府委员李德钊视察赣东北、赣南的报告6 ,5江西民国日报61936年 9月 8

日。

曹云霞:5/ 五有0和/ 十多06 ,载江西省、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5蒋经国在赣南6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35辑) ,第 143页。该书方世藻5/ 赣南新政0概述6一文对此

也有记述。

5刻苦耐劳建设新赣南6 , 1940年 4月 17日。5全集6第 1册,第 91- 92页。



心/勇敢站起来,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 来清除社会的罪恶, 来反抗

人类的仇敌0, /为赣南的人民,打出一条生路0。¹ 因此,建设新赣

南思想的提出, 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蒋经国正式提出/建设新赣南0的思想,是在 1940年 1月。在

当时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 他首次阐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

南0和三年实现/五有0目标的思考。后来,他对其内涵有过进一步

的概括,指出建设新赣南,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创

造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0, 这个/创造新的消灭旧

的0工作, /就是建设新赣南的目的和工作0。º 由此可见, 其一, 他

对赣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否定态度, 并不认为它是三民主义的;

其二,他的建设新赣南主张,思路可称简明,即集中在/灭旧0和/创

新0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看其/灭旧0方面的认识和主张。

蒋经国既然对现实不满,将改变现实作为其建设思想的起始

和重要环节,事属必然。事实是,几乎在莅任之初,蒋经国便表达

了/灭旧0的强烈主张,这个主张配之以/毫不容情0的/霹雳手段0,

在整个建设新赣南期间贯穿始终, 尤以 1941年实行三年建设计划

之前最为突出。其基本内容是:

(一)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建设新赣南的活动, 实际上

从严禁烟赌、转移风气首开其端。从蒋经国写给父母的信中可知,

他上任才十几天即/已开始严禁烟赌0(禁娼稍后) ,可见行动之疾。

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他认

为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 650万元,烟款更多,若以之用

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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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5用心血来培养革命的幼苗6 , 1943年 11月 19日。5全集6第 3册,第 407页。

5夜宿虎岗有感6, 1943年 6月 14日,5全集6第 1册,第 294页、第 297页。



修明政治的突破口, 明确表示 /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

件0 ¹,指出禁绝烟赌娼,目的是要使政治走向清明之道、社会在良

好秩序下发展和人民在优良环境下生活。在反复阐述道理的同

时,他采用极为严厉的办法施禁,其做法大体是 1940年前, 让犯禁

者在公共场所示众; 1941年起,境内仍有售贩吸食和偷种鸦片者,

/只要查实,一律枪决0, 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和收容所,分别收容娼

妓及/不管他是什么人0的赌犯, 并视情节罚充苦工、开农场、扫街

道等, 以促其觉悟和反省, 重新做个良好公民。客观地说, 禁烟并

非自蒋经国始, 赣南此前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0, 但/这不过是一

句话0º,说说而已。蒋经国的严禁政策实施后,则大为不同, 不仅

烟赌消声慝迹, 过去的/牌声彻夜0不再耳闻, 娼妓也基本禁绝, 可

以说效果显著。由于烟赌娼的基本禁绝,蒋经国在转移社会风气

上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同时也在实际上消解了粤系势力影

响赣南的一项重要社会基础和经济来源。

(二) /除暴安良0, 打击土豪劣绅等/腐恶势力0。在严禁烟赌

娼的同时, 蒋经国也表示不能容忍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致使政

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现状。他明确将/土豪劣绅、封

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0界定为/我们的敌人0»,妨碍抗战

建国和新政推行的腐恶势力。认为建设新赣南不能和土豪劣绅封

建势力并存,要使政令畅通,人民安居乐业、新赣南建设成功和地

方自治实行,就必须消灭土豪劣绅,肃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恶势

力, /建立人民的权力0。为此, 一方面, 他要求并采用拘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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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5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6 , 1940年 11月 1日,5全集6第 3册,第 38页。

5江西省政府委员李德钊视察赣东北、赣南的报告6 ,5江西民国日报61936年 9月 8

日。

5为报告赣南各县城遭日寇轰炸等事上父母亲函6 , 1939年 6月 23日,5全集6第 15

册,第 244页。



罚款物、罚做苦工、用/罪恶板0公示等办法, /毫不留情地打击0土

豪劣绅;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地方武力都是被/一般土豪劣绅所

把持0和/落伍的军人0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 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整

编自卫队为统一的国防性武力、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 力

图彻底剿灭非法武装(其中也含有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

的内容,因此这一点需要区别分析)。这些主张的实行, 对土豪劣

绅恶势力是沉重的打击,其武断乡曲、恃势干政的局面, 也就大有

改观。很显然, 蒋经国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国民党统治建立以来

即普遍地严重存在的土劣恶势力侵占政权、欺压人民的问题,应该

说是有见识的。正因此, 斗争也就相当激烈。据记载, 在 1942 年

已经取得将其力量压下去了的/最大的成功0后, 仍有个别土劣抗

拒和残酷暗杀干部, 甚至声言要收买蒋经国的人头;而蒋经国也就

进一步强调要/彻底消灭0其势力,表现出绝不手软的决心。对于

地方上公正的士绅, 他也表示要予以保护和尊敬, 欢迎他们参加建

设,可见其政策界线也属分明。

(三)整肃贪官污吏, 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尚未受到官场侵

蚀的蒋经国,对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可称深恶痛绝。他将干部的

私欲和腐化视为比土豪劣绅、烟赌匪祸更为可怕的大危险, 认为乱

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

匪相同0, 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他指

出,一定要肃清贪官污吏,严惩贪赃枉法之人, 以建立廉洁的地方

政府, 维护正义和公平。¹ 因此, 他将施政目标,定/在如何肃清地

方土豪劣绅的恶势力,严惩地方不肖官吏,同时并尽力提高人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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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奖励人民检举0上¹, 提出采用/最严厉的办法肃清贪污0,规定

凡贪污 300元以上者枪毙(即使是他亲自培养提拔的干部、亲信犯

规,也曾/忍痛0处死而不宽贷) ;要求配合调整机构和人员转变政

府作风,全力克服腐化危险,禁止向民众乱派捐款,整顿租税田赋

( 3年中取消了 36种苛捐杂税) , 平抑物价;强调从专署人员、县乡

长到保甲长/特别要忧勤惕励,言行自检0, 克制不正当的欲望, 根

除贪污恶习, /永远保持自己的贞洁0。º 显然, 蒋经国在这里表达

的是劝惩兼施的严厉治政和治官的思想。

(四)分配土地, 打倒封建经济。1940年 11月, 蒋经国曾喊出

/打倒赣南的封建经济0的口号, 但涉及作为封建经济核心的封建

土地所有制,则是在 1943年国民政府较大规模推行扶植自耕农之

时。该年 8月5正气日报6一篇反映蒋经国思想的社论指出, 农村

土地分配,极不平均,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地

主租借土地,终岁勤劳所获,大部分以地租形式缴给地主, 农民生

计之苦可想而知。过去三年,赣南当局对地方反动势力虽作过多

次扫荡工作,但只限于政治方面, /对于以地主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的经济基础,未加损害0。社论锋芒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 认为欲

求改善农村经济, 改变大多数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被奴役的地

位,消灭反动的地主势力, /必须加紧摧毁地主的经济基础, 彻底实

施国父的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0。» 这样的言论在其他国民党统

治区恐怕难以想象, 但确实反映了蒋经国当时的真实思想。当然,

当时在赣南并未出现与其相应的全面行动,类似言论持续时间也

不长, 但它毕竟表明,蒋经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危害、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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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的作为和对平均地权必要性等重大问题, 内心是具有相当

深度的认识的。

由上可知,蒋经国所选择的建设新赣南之路, 首重批判与清

理。他期求全面触及赣南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现实、运作

机制与社会风气,力谋以所谓/雷霆0之气廓开根基,进而在这个根

基之上建立/新赣南0的大厦。因此,在/终至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

题0的同时,他顺势提出了谓之为/创造新的0社会的建设思想。

二

蒋经国关于创新方面的建设思想, 以/修明政治0为核心,并从

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建设诸方面提出了可以说相当全面的计划。

就其系统性而言,这些思想形成于 1940年秋冬提出并通过三年计

划之时,基本目标是希图把整个赣南改建出/新的面目0。

(一)关于政治建设。从根本上说,切断土豪劣绅与政治的联

系,惩治贪官污吏,确实重要, 但这还只是治标。蒋经国可能认识

到,更重要的在于治本。因此, 他将修明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作为

其政治建设的目标, 在其上任次日即 1939年 6月 12日,他所作第

一份/施政0讲词,便是5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6。就其/修明政治0

的主要论述分析,他的着眼点又在培植新的干部和聚集民众两个

方面,由此构成了他关于建设新赣南领导力量和人民作用的认识,

并成为其政治建设的中心内容。

蒋经国对干部的重要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人存政举、人亡

政息的古人思想自然不绝于口,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0的论述也

常常被他用于说明/建设新赣南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0。¹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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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建立新赣南领导力量置于优先地位,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培养、

使用和教育干部的思想,其基本点有:造就新的干部,要/开人矿0

即发现人才, /用赣南人的力量,来建设新赣南0, 更要培训区县乡

各级干部, 通过培训统一其意志、团结其精神、坚定其信仰和加强

其能力,建立起强有力的地方政权,使赣南这只大船向前航行;使

用干部的原则是只问其能力、责任感、信仰和意志,绝不看重资历

或同乡同学等新旧关系,做到私人不用用能人,旧人(指不合时代

精神的腐朽分子)不用用新人,坏人不用用好人, 坚持为地为事择

人,决不为人择地择事;亲身体验和不断实践是/真正培养干部的

地方0,干部既要/重视实地考察0和亲身体验, /了解实际的情况0,

力免言行脱节, 尤须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要把民众的痛

苦当做自身的痛苦, 随时随地为他们忠心服务,尽到公仆的职责0,

/拿出血心、热心、忠心、良心来,为民服务,为民造福0¹;既要爱护

干部,也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有功必赏、怠惰必罚、功过有

归、赏罚分明。这些思想,与前述严厉治政治官的主张相融合, 反

映了蒋经国希图建立能够在建设新赣南中/发生核心作用0的新的

干部队伍的要求。这些要求对当时的国民党人来说,显然过高, 因

此虽然也有极少数干部深得蒋经国好评,但当时全区的各级干部

共有 3万余名, 他们显然难以领会并真正去践行这些要求。

/人民0是蒋经国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其上任次日所作/施政0

讲词中,他即明确指出, 人民是国家的基础, 国家政治的腐败澄清

和生死存亡, /都系于人民0,因此公务人员要尊重国民(不论贫富)

的人格,发挥人民的价值和解决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为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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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疾病、痛苦和贫困。¹ 他之视人民与国民党当局还有一大不同,

即基本上不包括地主阶级。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 地主其实

被他视为反动势力, /消灭反动的地主势力0至少是他心中的目标

之一。因此,蒋经国不但在思想感情上相当接近民众, 认为与富人

相比,穷人的心理更坦白、感情更浓厚、态度更诚恳;而且在政治上

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后来多次指出,确定以国民为主、从

政者为仆的地位,集中民众的意志和力量,提高人民参加政治和建

设的权利, 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幸福乐园的根本条件; 160 万

赣南人民是建设新赣南的力量,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参与和力量, 地

方政府必至空虚无能,地方建设亦必毫无成效。º 这说明,蒋经国

当时确实有将人民群众视为政治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提高人民

参与政治和建设权利为实现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思想。所以, 他

相当注重深入乡村民间。上任一年多, 即爬山过岭,步行 2850 里

巡访各地, 清楚有多少桥、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诚心听取民

众呼声,实行星期四接见民众和在各地遍设民众代笔处制度,亲自

/询问生活状况,并调查控诉案件0», 解决民众要求和痛苦, 仅兼

任赣县县长的头半年,亲自处理的民众控诉即达 1255件, 1942 年

一年接见的民众有 1023人;要求公务员接近民众、体察百姓疾苦,

对人民要有恻隐之心,爱民教民亲民,力倡/良法善政0,反对害民

扰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关系,制定 16条官民合作公约, 还特别

组织政工队深入乡村,以农民为工作对象, 调整军民官民关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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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各县施政情况、督导各地工作。这些主张和做法,不论其动机如

何,客观上应该说对人民群众是有益的。

(二)关于经济建设。蒋经国的经济建设思想,强调以发展公

营和合作事业为重点,带有计划经济性质。他对西方自由竞争的

资本主义并不十分认同, 批评其经济制度是无计划的, 生产目的不

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赚钱,所以发生经济危机。他指出,

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 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

别, /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0¹;赣南的经济建设要以发展公营及

合作事业为主, 在明确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方向的同时, /力避资

本主义榨取关系之发生, 切求利益归于最大多数之人民0。º 可

见,在对经济制度、发展思路和目标的选择上,蒋经国的思想倾向,

实际上是以政权力量规划经济、限制剥削的国家资本主义。他的

经济主张,比较接近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

在此主导思想下,蒋经国阐述了一些具体主张。首先, 经济建

设要有计划、有安排地进行。他相继亲自拟定了三年计划( 1941-

1943年)和五年计划( 1944- 1948年) ,要求各县逐年逐项按分解

下达的指标落实执行。1940年拟定的三年计划,提出农林工交商

矿文教卫政等 11个方面的建设目标和项目, 主要指标为办 331个

工厂、314个农场、2995个农业示范区、3000 个合作社, 建筑 6043

个水利工程、259座新校舍。1943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 规模更大,

提出了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树立重工业基础等

大胆设想和具体指标。» 两个计划(后者并未实施)反映了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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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建设思想和目标规划, 事实上成为他在赣南致力的主要活

动。其次,强调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原则/应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

归0。在贫穷落后的赣南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蒋经国遇到的最大

难题是巨大的经费需求与财力微薄而又不能过重增加人民负担的

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 他除了极力争取省政府对赣南兴办工业

的支持外¹, 还先后表达了发动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推进生产事业

的改造生活,在政府计划与统制下奖励私人投资,吸收外资, 自力

更生的建设精神,建设捐款按/钱多的人多出钱,钱少的人少出钱,

无钱的人不出钱0的原则征收,用很少的钱做很多的事,取缔轻视

商人的不正确观念以及清查公产公款、整顿税收、发展公营事业以

利增收等等主张。这些主张, 应该说具有积极意义。第三, /革新

财政0。蒋经国注意到了派款招怨、官吏中饱的问题,对解决该问

题也比较用心。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即通盘筹划财政总预算,确定

老百姓的应分担款额,实行/一年只派一次款0,并由百姓直接向经

征处缴纳。º 显然,这个主张很有创造性和革命性,注重从制度上

消除以往随意派款和层层盘剥的诸多流弊,对确实减轻人民负担

和有效防止官吏贪挪,都不失为好方法。第四,设立扶植自耕农示

范区。这不是蒋经国的创造, 却被赋予了他所独具的意义:江西全

省抗战中只有蒋经国在赣南 4县设立了 6 个示范区, 共征收土地

10806亩,创设自耕农 1116户。» 蒋经国将设立示范区视为赣南

认真执行/耕者有其田0的/和平的让渡0土地政策的开始, 认为实

行该政策, 与消灭封建制度、解决民生问题乃至/建设现代化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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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0、/培养现代化之农民0紧密相联。¹ 这也是蒋经国重视并认真

办理示范区的内在原因。

(三)关于精神和文化教育建设。蒋经国把建设新赣南看作一

个整体事业,因此也特别重视精神文化建设。他认为, 赣南的经济

建设是绝对不能和/精神建设0分开的, 要在物质建设的基础上来

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心理, 改造人的质量,比较初步地流露了新精神

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意思。他尤其强调理想、精神对

人们生活的影响,指出只有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才能改变人们的生

活习惯,只有有了新的理想、精神和干部, 才能完成新赣南的建

设。º 为此, 他将/改变人民的心理0使之/精神时代化0与经济建

设一同列为三年计划的主要任务, 提出人人都要读书看报、高兴快

乐、强壮健康、相亲相爱、劳动做事五大精神建设目标, 要求养成爱

国爱民的新的道德观念,倡导文化/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

想,竣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平, 促成社会进步0。他还对日常生

活习惯进行改革,制定5新赣南家训6,确定农民节、健康节、官民同

乐节、读书节等 10多个新节日,要求进行卫生建设和实行阳历年、

赣南居民挂戴标识等等, 其间一些规定过于机械, 与传统生活习惯

发生冲突,引起了人们生活的诸多不便。

在教育方面,蒋经国论述最多的是教育与师资的重要性,用力

最勤的是扫盲和兴学建校。他接过其父关于国家的生命力由教

育、经济、武力三要素所构成的思想,进一步认为教育为发达经济、

增强武力的总枢纽, 极力宣传教育对增强国力、培养国民的决定性

作用,认为振衰起敝、教育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培植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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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赣南人,都是教育上的问题, 发展教育也是促成民众觉悟、使

其不受土豪劣绅欺压的唯一方法。¹ 他尤其强调教育在新赣南建

设中的特殊地位,明确表示/教育是建设新赣南的灵魂0,是一切建

设事业的基础, 教育办不好,建设新赣南就是空的。因此, 他自己

/决以全力对付教育0, 表示要用行政力量推进工作, /把教育建设

首先完成0;也要求民众重视教育,社会贤达和殷实富户自应慷慨

捐输,帮助教育经费,百姓亦应出力参与,办学兴校, 识字读书, 扫

除文盲,限期内/境内倘再发现文盲,必予驱逐出境0。

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师资问题, 认为这是教育建设的基

础, /教育建设之能否成功,全视师资的良窳以为转移0。º 为此,

他要求从积极培训和提高待遇两方面兼筹并顾, 解决师资缺乏问

题。同时,批评只看官阶、卑视教师的不良社会风气, 赞扬待遇菲

薄而工作勤劳的教育界人士, 并用 4句话来肯定中小学教师为/建

设新赣南的主力军0地位, 称他们为冲坚折锐的前线战士, 移风易

俗的社会导师, 筚路蓝缕的开辟先驱,继绝存亡的圣贤豪杰。这里

有的话似乎不无矫情的意味, 但总体上仍应看到, 蒋经国关于教育

的言论,还是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的, 有的认识可以说

较为深刻而有见地。正是在他的大力提倡和督办下,当时赣南的

兴学扫盲工作有一个/飞跃的前进0,蒋经国自己对此也比较满意,

认为这是/本人最引为荣幸的事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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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立意新奇,来源广泛, 在社会上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之所以如此下力气经营其主张和活动, 从

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从未把建设新赣南仅仅看成是地方性问题, 他

的本意是要在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衰退的转折时期,提出并实验

地方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范式的问题, 为日后发展建设根基。

由上可见, 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反映了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和民

国政治的大环境下,具有独特见解而且较为系统的政治认识和社

会建设理想。概而言之, 他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地方建设的重要意

义、思路方法、政策措置和目标任务等主张,其基本思路是:建设新

赣南,首先要力谋廓清基础、革新政治、为民除害, 然后有计划地进

行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教育建设, 为民谋利, 实现社会的更新。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这个思想具有强烈的革新性质和建设精神, 并

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所言并未超出书面上国民党的

政纲和有作为官员应尽职责的范围, 谈不上什么创造, 如修明政

治,惩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烟赌娼等等, 但蒋经国的可贵之处

不仅是认真申述, 而且是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 即有所言又有所

行。在当时,应该说做比说更难也更重要。这一点,在当时民国政

治中是少见的。其二,所思虽然源于上面的部署, 但蒋经国作出了

自己的发挥,进而形成了较有意义的思想见解,例如在地方自治、

扶植自耕农、国民经济建设等等方面,他所阐发的干部思想、人民

观点、建设原则等,颇有见地,其意义和深度都大大超出了当局的

本意和预想。蒋经国在思想上的发挥与发见, 也是其他许许多多

国民党官员难以做到的。其三,所想完全出于自己的创造, 大者如

建设新赣南思想的提出,建设目标、方针和政策的确定, 小者如重
#161#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0思想简论



视改善官民关系、改革财政和减轻人民负担、倡导公正公平等, 确

如蒋经国所言表现出要自己走出路来的创新特点,有的确实具有

可贵的思想价值。正如江南先生所言,他在赣南形成的接近老百

姓的风气/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

枉法之风0, /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0。¹ 因此, 从一个地区行政

的角度看, 建设新赣南的言行立意较高, 新鲜活泼,非一般性地方

事件可比。

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不少人, 都指出过蒋经国/落在苏联的模

式里0的问题。这涉及到怎么看待建设新赣南思想的突出特点, 即

思想来源的多元性问题。事实上, 蒋经国在营建其思想主张时, 比

较多的注意到了自身偏重于苏联生活经验而中外古今知识不足的

问题,因此也就比较注重广收博采。从其言论中可见, 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言论,古代政治家的经验, 现

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 共同成

为蒋经国的丰富的思想资料, 都有所反映。首先, 他对孙中山的新

三民主义有较为深刻、准确的理解,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都

有较好的阐发和运用。对其父言论的宣传阐发也十分用心, 在讲

话中引用其父的言论屡有所见,其精神文化和经济建设思想,也可

以说基本上未出其父发起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新生活运动和经

济建设运动的大框架。从总体上说, 孙中山三民主义在蒋经国建

设新赣南的思想中, 始终处于主体的、基干的地位,事实上被奉为

建设新赣南的指导思想、目标模式和行为准则。一些国民党人指

责他/赤化0,实在是冤枉了他。其次,在这个根本前提下, 蒋经国

确实选择运用了其他思想资源,但都只具有从属的、借鉴的意义:

民主政治虽被定为政治目标, 除了有与三民主义相同含义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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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社会动员的实用意图。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经验为他大量引

用,尤以王安石和王阳明为最。前者例如阐发王安石实施新政的

精神(他之将建设新赣南称为/新政0亦源于此) , 并认为王之新政

失败在于不会用人和当时所谓贤者不为王所用等等;后者如编印

和讲解王阳明治理赣南的事迹及文选, 建造阳明堂、仰德堂, 设立

阳明奖学金,依照王阳明/赣南乡约0办法编印/新赣南家训0¹, 要

求学习王阳明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管人管事的经验等。显然, 蒋经

国重视王安石并表示要完成其未完成的新政事业,是与其在社会

革新上有共通之处;推崇王阳明并表示/一心一意的来学习阳明先

生的精神0,则在于王治理赣南的经验。至于苏联的思想影响, 确

实很大。由于长期的留苏生活,苏联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深入骨髓,

这从蒋经国接受并着力阐发计划经济主张、干部决定一切思想和

群众观点,以及其作风方法、语言辞句上,都可得到证明。对此, 他

自己也未隐讳。他曾针对当时关于建设新赣南不合中国国情、是

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等批评性意见,明确表示, 他

的言行是以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依据, 在以中国社会实际为施政根

据的基础上, /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 运用科学的真理, 不但不会

错,而且是应当这样做0。º 这个回答理直气壮,同时也说明, 尽管

苏联经验影响巨大并使其思想显出生气和活力, 蒋经国仍然仅限

于从经验借鉴和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选择和采用。一些国民党人

对此大生诟病, 实出于其反苏反共的立场和狭隘的思想。正是思

想来源的广泛, 建设新赣南思想才显得丰富和鲜活,这是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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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5展开现代化科学化的地方建设6 , 1941年 8月 1日,5全集6第 3册,第 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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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6所载茺林收集5新赣南家训6 ,共有 100句、554字,为: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

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

张 , , 之类。全文详见该书第 313- 314页。



的。

其实,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之所以引人注目, 根本所在,

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衰退的转折时期,提出了地方政

治的革新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社会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蒋

经国所针对的都既是地方社会的恶劣现实,事实上也是民国政治

中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土豪劣绅等恶势力对地方政权的渗透

与控制、基层组织的无力与空虚、官吏的贪渎与庸劣、与人民关系

的疏离与恶化等等, 均是涉及政治制度的统治现实的根本问题, 从

国民党统治建立起即已存在并延续恶化下来。因此,蒋经国在赣

南的所思所为, 反映的实际上也就是对民国政治的革新要求和建

立社会新模式的企图与设想。所以, 他的努力首先得到了其父的

支持和/赞许0 (至少前期是这样)。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

辉,也是从/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0¹ 的角度予以评价。而毗邻

的第八区瑞金县,竟也于 1940年秋冬, 仿效着进行所谓/建设新瑞

金0的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 因而

在国民党内也就遭到了激烈的攻击和反对。对于自己的用心, 即

其着眼点在全国而不仅仅在赣南一地, 蒋经国其实说得既清楚又

坦率,一点都没有隐蔽。他从一开始,就没把建设新赣南视为地方

性行为,一直反对别人看低其意义,批评关于建设新赣南是地方性

行为之类的议论,是/完全错误0的观念, 明确指出建设新赣南/ 毫

无地方特殊之色彩0,决非属于地方性活动,而是/伟大的国民革命

的一部分0、/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一部分0和/建设新中国工作之

一部分0。他所以苦心经营,流汗奋斗, 不是要这块地盘,而是要做

更大的事业, /要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要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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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0, 要用赣南事业的/火光以照耀黑暗之四

方0。¹ 显然,蒋经国极力突破建设新赣南的地域价值而拓展其普

遍性意义, 甚至于建议其父将他发起的农业丰收运动办法推广全

国参考,清楚地显示出其深远的抱负和目的。美国人评论说/小蒋

建立模型,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0º,可以说是清楚地看到了问

题的实质即蒋经国的深刻用心的。因此,我们如欲真正把握蒋经

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活动, 显然也就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点。

四

蒋经国的思想既有反映、批判和改变现实的优长, 也有过于理

想、脱离现实的缺失。其思想和实践, 从治理社会的一般意义上

说,具有不应忽视的一定价值;从当时的条件和最终结果上看, 则

只能说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实验。

实事求是地说, 蒋经国为实践其思想主张作出了相当大的努

力,也取得了不可轻予否定的一定成绩。在整治社会秩序方面, 如

前所述,以示众、罚工来严禁烟赌娼乃至枪毙售贩吸种鸦片者, 转

移社会风气;用拘禁、罚工罚物和公示等办法, /毫不留情地打击0

土豪劣绅, 改变土豪劣绅恶势力武断乡曲、干政凌人的局面;严惩

贪赃枉法,禁止向民众乱派款,即使是他的亲信犯规也/忍痛0处死

而不宽容, 3年中取消 36 种苛捐杂税,等等, 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在社会建设方面,情况虽更复杂一些,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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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建设的成绩。据他自己在 1943年底的检查, 其政令被执行情

况为:做到的占 55%, 做到一半的 30%, 完全没做的 15%。从其

他方面的记载看,成绩也较明显。

在工业上, 时人记载,江西的工厂大多创办于抗战时期, /其分

布地区,咸集中于吉、泰、赣一带, 以赣县最多0。¹ 仅据 1943年 1

月至 1944年 9月间江西省建设厅核准的工厂登记清单统计,全省

已登记工厂总数为 74厂, 其中第四区有 26厂 (大多在赣县) , 占

35%。º 这些工厂, 涉及机械、电力、化工、麻织、食品加工、火柴、

卷烟、造纸、印刷等行业, 有的还很突出,如印刷业,当时大东书局、

商务印书馆都在赣县设有印刷工厂, / 成绩卓著0;又如/战时在赣

县创办之化学工业, 有兴业电化厂及利原化工厂,规模较大, 生产

亦巨,均能自行制造酸钾烧碱纯碱等,对供应物资缺乏之西南各省

工业,颇有贡献0。»

在商业方面, 以开办商店数为例, 据 1940 年调查, 赣县有

1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后。到 1944年 11月调查,赣县商户已

居全省第一,增至 2363家,分布在 39个行业。¼ 可见当时赣南商

业发展情况较好。在农民生活方面,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关乡村

物价调查,江西有完整数据的吉安和赣县二县,农民所付物价指数

1940、1941和 1942 年赣县分别为 310、662和 1811(以 1936年为

100) , 各年较吉安分别低 67、251 和 289;农民购买力指数 1941、

1942年赣县为158和102(以 1936年为100) , 各年较吉安高2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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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¹ 据此, 可以说,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造成

了赣南社会的一些新变化。因此, 象重庆5大公报6等媒介, 才会有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 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0之类报道。蒋经

国一时也颇得中外社会舆论的好评º,在赣南地区尤其长期留有

口碑, 其旧居旧址,至今保存完好。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做成这样

是不容易的。尽管其/太子0背景对他行事有非同小可的作用, 江

西省政府和中国工业协会对在赣南办工业也积极予以支持, 但蒋

经国自身的努力也相当明显, 应该肯定。

还应指出,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意义, 也表现

在深入民间、反映民情和意志坚定、敢作敢为上。无庸讳言、反映

民情、同情民情,成为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他所以有对地方

政治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洞察, 有/新政0思想、实施决心乃至政绩,

实际上根源于其能够深入民间。蒋经国在赣南形成的这一优长作

风,事实上成为一种终身经验,后来在台主政时仍然得以延续。此

外,蒋经国意志坚定和敢作敢为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建设新赣南

作为一项革新性的事业, 建设本身已经十分艰难, 况且又必然触犯

旧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因之除善意的怀疑批评外,造谣中

伤、毁谤毒骂、违抗政令乃至残酷暗杀他的亲信干部的事件也时有

发生,甚至还有人声言要收买蒋经国的人头。在始终存在着的巨

大困难、压力和威胁面前,他坚持不计恩怨安危、挫折磨难, 屡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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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复赣县蒋专员经国电61943年 10月 22日) ,5全集6第 15册,第 303页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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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100,则 1940到 1942三年分别为 801、2111和 6128。



示要/使我们的主张贯彻到底0, 表现出越难越要去做的实干精神

和/绝对不受外来恶势力的引诱和打击而中途妥协0的决心。¹ 蒋

经国的信心、毅力和精神, 也是其思想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因

此,他同时也觉得,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对自己也是锻炼和丰富, 坦

言他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他很看重此种经验,表示

要/思用之于来日0。º 显然,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对蒋经国而言是

一段很重要的思想的和行政的经历。

毫无疑问, 蒋经国的思想既有反映、针砭和改变现实的优长,

也有过于理想、脱离现实的不足。不足同样反映在多个方面。首

先,从根本上说,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目标,与战时环境、社

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在国民党统治格局不动的情况下,希望在一个专署地域内实行制

度的变革, 实现民主政治, 打倒封建经济, 显然是不现实、做不到

的。如前所述, 蒋经国的言行并不见容于国民党, 从中央到地方,

象赣南到底是实行什么政治主张、建设新赣南是非法的、赣南已经

民不聊生、快被赤化了» 等等非议反对之声,从未停止过,有的甚

至告状到了蒋介石那里。因此,蒋经国受到不少掣肘。对此,蒋经

国确实进行了抗争, 但抗争不过者,也就只好妥协,象打倒封建经

济、消灭地主势力之类的话,后来便不再提起;对以预五师师长郭

礼伯为首的南康籍国民党部分高级军官因抓娼事而起的兴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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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江西省政府的鸦片/公卖0处理,也在最后被迫退让。¹ 江南先

生认为,蒋经国在赣南虽然雄心勃勃, /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

三个条件, 欲求大成,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0。º 这个评论, 很有见

地,确实是看到了事情的实质。

其次,制度性变革的艰难性也远出乎蒋经国的意料,他显然将

建立新制度看得过于容易。最明显的事例, 象作为变革土地制度

主要措施的收买地主土地、扶植自耕农活动, 虽不见于全省其他地

区,但在赣南终蒋经国之任,也仅仅局限于极小块示范区和千余农

户,远未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躯体;至于民主政治,蒋经国自己

也说,政府有能,虽已做到,人民有权,差得还远, /所谓民意机关最

基层的保民大会,现在也变了-质. ,等于派款大会0。» 事实说明,

蒋经国要创造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说法, 作为

目标不很确切, 也显得虚幻,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因此, 他企图

建立的那个政治、经济模式,也就实在难以成形。

再次,蒋经国的思想与实际相脱离也表现在工作目标与指导

上。提出大规模的建设计划, 事实上缺乏必要的条件;后一个计划

即五年计划,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等等设想,不止并未实

施,实际上只能说无异于梦想。要求三年实现/五有0目标, 一二年

内扫除文盲,改变传统生活习惯等等,事实上也做不到。由于过于

理想、脱离现实,也就必然出现简单化的问题,以至于如他所言, 往

往一件本意在为民谋利的好事,做的结果,反而变成使民遭殃的坏

事。例如建造校舍, /因为求之过急, 忙忙的赶造, 结果造了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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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倒坍0。在国民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战争环境和经济文化落

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新赣南无疑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事实证

明,蒋经国对艰难虽有认识,对现实环境与条件的考虑却有不足,

这也是其思想实践难以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他在事后对此

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因此, 从总体上说,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

想和活动, 难能可贵,有其一定的治政价值, 但终究只能是一项新

奇动人而在当时无法实现的政治实验。1945 年初随着他的调离

赣南,这项活动也就无形终止,不了了之了。

(作者何友良, 1953 年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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