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冯筱才教授的指导，同时《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也对本文

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仍存在的问题则由作者负责。
① 这段文字摘自周而复以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上海的早

晨》(周而复，2004)，朱延年和夏世富分别是小说中福佑药房的经理和账房伙计。周而

复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是 1949
年后上海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依作者所言，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亲身经历

而作。

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 年上海

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

林超超

提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各级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的梳理，详细考察了

在 1952 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
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

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民主改革运动 私营工厂 国家 工人阶级 社会整合

一、前 言

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

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

“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
夏世富慌忙回答:

“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
“你参加了工会吗?”
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

“我参加了工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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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人阶级”，这句话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社会风貌

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 1949 年之后，仿佛成为

一道国人都愿意拥有的护身符，一种普遍化的身份认同。那么，这种新

的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

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并不存在一

个铁板一块的“工 人 阶 级”( 裴 宜 理，2001a;Honig，1986;Hershatter，
1986)。与之相比，1949 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具备了完全不

同的意涵。在这样一个从“旧工人”到“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

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魏昂德指出，在新政权成立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

国家自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Walder，1984:3 － 48)。那么，

新国家究竟是如何改造旧工人的呢? 新“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又是

如何形成的?

对 1952 年发生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研究，为我

们在微观层面上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民主改革运动与三

反、五反运动一样，是 1950 年代一次席卷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
根据已有研究，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清除官僚资本统治

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生产

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周鸿主编，1993:22)。但事实上，

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对工人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如果进一步区分国营

和私营工厂的话，我们会发现，后者在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私

营工厂要更加重要。① 本文认为，私营工厂里的民改运动可以被视为

新国家改造旧工人，从而重塑工人阶级的一种尝试。在下文中，笔者将

通过对保存在上海市各级档案馆中的、有关 1952 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

主改革补课运动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新国家与旧工人在民改运动中

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所使用的动员技术以及工人自身的思想和行

动，进行细致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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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有研究对民改运动关注甚少，主要见于一些党史资料中，且以对民改运动政策的描述

为主(白云涛，2002;李小秦，1995;沈逸静，1998;苏少之，1985;张金平、张长森，1999;邹

荣庚，2001，等等)。



二、民主改革:城市“阶级斗争”的补课

许多学者都曾对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们

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划阶级”、“诉苦”等实践

活动，将乡村社会原生的各种矛盾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藉

此成功地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农民的意志(Shue，1980;何高潮，1997;黄

宗智，2003;张小军，2003;李放春，2005;方慧容，2001，等等)。在这其

中，“阶级”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为构建起来的以“阶

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确确实实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形态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并在 1949 年之后被运用到城市环境之中。
1949 年，当共产党人夺取城市政权之后，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两

大挑战: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稳固政权”，后者对于刚刚主政城

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新政权的稳固是伴随着对“阶级敌

人”的“否定”与“清算”向前推进的。何谓“阶级敌人”? 它首先包括

与旧政权相涉的人群，对他们的打击主要通过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惩

治其首要分子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

再次是“资产阶级”。
“镇反”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中的第一次

实践(裴宜理，2001b:107;杨奎松，2004:1)，通过启发基层民众的阶级

仇恨意识，新政权在清算“阶级敌人”的行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

同，将其以为不可信任的群体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予以严厉地制

裁。在基本肃清了“面”上的敌人之后，1951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

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

民主改革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3 － 460)，把矛头

转向了“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① 同时由于新政权成立之初，

共产党对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对

其中的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清算与改造尚未着手进行，于是，这项未竟的

重任也落在了民改运动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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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早在 1950 年前后，以清除“封建残余势力”、改革“封建压迫制度”为中心内容的

民改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具体而言，其内容包括废除“搜身制度”、
“把头制度”(如“包工制”、“工头制”等)，以及各种垄断制度，与此同时清算这些领域内

的恶霸分子。



大体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改运动都先从国营企业开始，待取得工作

经验之后，再转入私营企业。与其他地区相比，私营企业的民改运动对

于上海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1949 年上海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在

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 79. 1% (孙怀仁主编，1990:35)，即便

到了 1952 年年底，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占到了全市工业企

业职工总数的 67. 4%，①更毋庸说私营商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

来看，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②最早于 1951 年底开始筹

划，计划在全市挑选 74 家工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除市委直接掌握 4
个单位(启新纱厂、永大染织厂、永安三厂、大隆机器厂) 外，其余的 70
家工厂分别由 21 个区的 43 名区委委员负责( 邹荣庚，2001:224)。为

此，各区委干部在申报典型试验厂③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私营工厂的职

工人事档案(包括“反动党团”、“反动帮会”情况等) 作了初步的摸底

调查，④除汇集各种“反动组织”的名册、工会入会志愿书、劳保卡等人

事档案进行比对分析、“顺藤摸瓜”之外，搜集“活材料”也是他们的重

要策略，如召集厂中政治历史清楚的原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回忆隐情，利

用厂里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普通工人中明查暗访，甚至提审已在

“镇反”中获罪入狱的“反革命分子”。
笔者所见榆林区(今属杨浦区)确定的三个试点工厂中，以恒丰纱

厂情况最为复杂，在运动开始前，有关部门掌握到的该厂参加“反动组

织”的人数已达 231 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 11%。⑤ 当然，这一数字

不一定准确，有的列名“反动组织”名册的工人，可能自己都不知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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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952 年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单位数及职工人数统计》，1953 年，B182 － 1 － 428，上海市

档案馆藏，第 5 页。
之所以称为“补课”，是基于对此前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五反”等运动已

经解决或初步解决了私营工厂内的部分民主改革任务的认识。参见《上海市私营工厂民

主改革“补课”宣传提纲( 草稿)》，1952 年，A22 － 1 － 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26 页。一

般来说私营企业包括工厂和商店两种类型，本文主要是以私营工厂为考察对象。
对典型试验厂的选择，原则上要求是生产和劳资关系正常、规模较大，同时厂内共产党组

织发展较完善的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8 － 459)。
高华认为民改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城市人口的一次“阶级摸底”，工人只有在政治上

过关，才能获取“工人阶级”的身份(高华，2007)。
其中又以参加陆京士系统( 如工福会、护工队) 的职工人数为最，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侠谊社次之，参见《恒丰纱厂是如何进行材料工作的》，1952 年 7 月 30 日，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62 页。
《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1952 年，011 － 0017 － 0002，杨浦

区档案馆藏，第 50 页。



因此，根据情节轻重，工作组还对他们划分等级:一、二类为情节较轻

者，一般为这些“反动组织”的普通成员，而头目分子或“与民有血债

者”则划入三、四类，作为重点打击对象。①

随后，以上筹备工作由于“五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被暂停，②直到

1952 年 7 月才被重新提上议程。1952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

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后在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7
月 30 日，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办公室成立并选派到各试验厂的工

作组。8 月初，32 个工作组进入第一批私营工厂进行试点工作，历时一

个半月完成。之后民改运动向全市其他私营工厂推广，至 1953 年春，

30 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基本完成(邹荣庚，2001:214 － 236)。

三、谁是“阶级敌人”: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

1952 年 8 月，由市区级党委、团工委、工会以及国营企业中的基层

干部组成的首批私营工厂民改工作组正式进驻 74 家试点厂展开工作。
分配到指定厂的工作组首先与该厂的原有干部合并成立新的党支部

(没有党支部的则组建党支部)，作为本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对外称“民

主改革委员会”，下设生产、材料、宣传、组织、秘书等部门。③ 一旦确立

了人事格局，他们的日常工作马上步入正轨。在工人们并不完全知晓

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工作，首先是对职工政治档案的完善。此时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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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工作组会根据新掌握的信息对它进行调整，同时由于政策在分类

标准上存在漏洞，干部个人的主观评价对实际的分类操作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顺带

说明的是，一、二类分子的材料一般由车间掌握，而三、四类分子、政治破坏事故以及专案

线索材料一般交由厂材料组掌握。参见《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

1952 年 9 月 12 日，011 － 0017 － 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56、58 页。从后来的处理结果

看，一、二类分子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放”，被惩治的主要是三、四类分子。据第一批 74 家

试点厂统计，在交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7096 人中，其中系“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且

无显著罪行的占到了 94. 3% ，除此外问题较严重的人中，被逮捕的仅有 3 人，另有 150 余

人继续接受审查(张金平、张长森，1999:296)。
有关“五反”运动与民改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从笔者目前接触

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首先二者在初衷上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不论是较激进的“五

反”运动，还是较和缓的民改运动，二者恰体现了中共执政初期对资产阶级既要改造又要

合作的既定政策。
“民主改革委员会”，一般由党、工会、团、公安分局、资方代表、工人与职员代表组成。参

见《上海总工会关于恒丰纱厂拟作为私营厂民改典型试验的请示及谭震林同志的意

见》，1951 年 12 月，A38 － 1 － 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21 页。



料工作被分作公开与隐蔽二线同步进行，除民改工作队材料组干部的

日常工作之外，厂内暗中设有保卫小组( 由若干不露身份的材料员组

成)对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物进行重点追踪，同时也关注一般“落后群

众”的动态。在调查时，材料员可另行联系若干名积极分子协助其工

作，①继而由这些最基层的积极分子通过漫谈等方式在工人中发掘未

被掌握的隐情。为提高效率，每个积极分子可能会小包干一定数量的

谈话对象，②再由组织组干部根据他们每日的工作表现记录在案，以便

日后发展新党员作参考之用。③ 与完善职工政治档案工作同步进行的

还有对厂内基层干部(包括党支部干部、普通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工会

干部)的工作培训，一方面它是对基层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一次清查

和政治教育，同时，它也是民改运动的一次预演，帮助干部们熟悉运动

的全部流程，掌握政策，积累经验。在干部们对厂内政治情况有了大致

的把握，明确了重点打击对象和工作方法之后，一次前所未有的工厂

“革命”完成了它最初的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民改工作组一直在暗处筹备着即将打响的

战斗，但是不少工人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此时“五反”的硝

烟才刚刚散去，工人们从国营企业工人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民改”的

说法，④紧接着谣言四起:“三反”整干部、“五反”整资本家，现在“民

改”要整工人了。⑤

果然，很快工人们被召集起来，在职工大会上工会主席向他们发出

了动员令，公布了本次运动的几个显性目标:(一) 清理残余反革命分

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纯洁工人阶级队伍，(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发展生产力，(三)加强职工团结，改善干群关系，整顿和健全党的基层

组织(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 －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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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恒丰纱厂材料组民主改革第一阶段工作小结》，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

馆藏，第 70 页。
《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20 页。
组织组的干部要负责根据积极分子的日常工作表现，将他们划归不同的等级，一、二类积

极分子等级较高，三类为一般积极分子，一般来说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优先考虑等级

高的积极分子。
上海市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从 1951 年 5 月开始试点工作，之后共分四批推进，至

1952 年 8 月基本结束。全市参加民主改革的国营企业共 260 个，参加人数计 17. 16 万人

(邹荣庚，2001:214 － 236)。
《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79 页。



之后按照原有的车间设置，工厂被划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车间又划

出若干个小组，每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20 人。各小组先是分头行事，组

织本组成员进行“诉苦”。所谓“诉苦”，最早是作为军队中的一种政治

教育形式(孙成武，1994)，而后在农村土改运动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往的研究者有将“诉苦”作为一种激发“阶级仇恨”的情感动员方式，

也有将其作为一种塑造民众国家意识的权力技术( 李里峰，2007;郭于

华、孙立平，2002)。虽然这些解释有的还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在工厂里发动的“诉苦”也是从类似的逻辑出发的。如果说农村中

的土改运动呈现出的是一幅“斗地主”的图景，那么城市里的“阶级敌

人”形象为何? 更重要的是，它又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 这一切都将

在“诉苦”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诉苦”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而言，它包括回忆、对

比、诉苦、控诉等步骤。工人们此刻对于“诉苦”并不陌生，在此前的

“五反”等运动中已有过经历，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回忆”的是“旧社

会”的苦，“对比”的是“新旧社会”的不同，有的工人还表现出了不耐烦

的情绪，但是民改运动与“五反”运动毕竟不同，在政策上，资本家并未

被列入主要的诉苦对象或者说斗争对象。①

在第一阶段的小组诉苦中涌现出的“诉苦积极分子”，将由小组负

责人上报至厂内民改工作组，再由后者确定最终的“典型苦主”②大名

单，入围者则有机会在集会上向全厂职工进行诉苦示范。“典型苦主”
需要有代表性，如恒丰纱厂最后圈定的三个典型分别是一位老年工人、
一个中年男工和一个安徽籍女工。③ 在“典型苦主”的培养过程中，除

了诉苦对象不明确这一普遍问题，工人们诉出的“原始苦”还往往琐

碎、零乱，甚至前后语言自相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工作组干部的提点。
工作组的“引苦”工作大致分为三步:首先是帮助苦主“挖根追源”，④

使他们诉出的苦带有普遍性;其次，是协助苦主组织语言，使他们的诉

苦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要是遇上不识字的苦主，工作组干部还得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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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一些地方曾明确提出民改运动“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政策方针。参见萧风、沈石，1951。
即由民改工作组在工厂中选拔出若干政治历史清楚而有代表性的工人，他们在工作组的

指导下进行诉苦培训，并在职工大会上进行诉苦示范。
《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83 页。
即寻找“苦”的根源。



写好的发言稿一段一段地诵读并解释给苦主听;①再次就是指导苦主

反复演练，必要时会安排苦主上他厂观摩学习，使苦主在诉苦过程中情

感自然流露，能够感染观众。② 姚根林的“诉苦”经历很好地诠释了民

改工作组的以上“业绩”。
年近中年的姚根林是恒丰纱厂最后确定的三个“典型苦主”之一。

在“典型诉苦”培训时，姚自己谈到他的父亲因为“酒糊涂，买东西吃光

而死”，工作组干部立即指出此说不妥，建议其改说“因为他父亲在电

灯厂做了廿多年工，生了胃病就不要他，受刺激太深，吃酒而死”。接

着姚又抱怨解放前曾被“匪军”抢去了三只戒子，工作组干部认为如此

说来就与先前所言“家计困难、二十年没有做过新衣裳”有冲突，于是

教他只说“被抢去东西”，同时还建议他在诉苦中放声大哭之后，最好

不要用手帕遮住脸，否则影响观众视听。③

当然说到底，诉苦是否到位的一个核心标准还在于苦主是否将

“苦根”提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

治”。④ 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苦主都能很好地领会、自觉地接受。在典

型诉苦大会上，苦主因为没能很好地消化“台词”，怯场、慌乱、忘词的

状况时有发生。⑤ 就拿恒丰纱厂的三个“典型苦主”来说，一开始他们

也没有这样的“觉悟”。老师傅魏金宝只晓得是“帝国主义”残害“我们

工人兄弟”，女工王林珍只道是自己命苦，在工作队员的启发之下，他

们才诉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命题。⑥

在典型诉苦大会之后，民改运动转回到小组内部，再次进行小组诉

苦。虽然不少工人仍旧对诉苦有抵触情绪，暗地里埋怨工作组强迫他

们诉苦，⑦更有工人觉得自己目前在厂里吃住无忧，比起从前在乡下食不

果腹的生活已无可挑剔，⑧纵使真有苦处，说出来也未必有用，更何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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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 84 页。
《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 1952 － 1953 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1952 年 10 月 9 日，

018 － 2 － 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 84 页。
《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第 80 页。
《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 1952 － 1953 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
《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 83 － 84 页。
《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 1952 － 1953 年民改工作情况》(第十九期)，1952 年 10 月 7 日，

018 －2 －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 1952 －1953 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一期)，1952 年10 月10 日，

018 －2 －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能遭人报复。① 但即便如此，如今他们也还是排起了诉苦的长队。②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私企工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现时社会地位和生

活状况的改善，从而体认到从前所受的“苦”。特别是“五反”运动以

来，资本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都在

不同程度上放弃了“三权”(即财产权、管理权、人事权)，甚至许以工

人高出国营和公营厂标准的工资和福利。据上海市 123 家私营工厂统

计，1952 年的营业额虽然下降了 7%，但职工收入却比上年增加了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93:714)。与资本家相比，

工人在社会地位上可谓是“大翻身”。同时，由于诉苦是将矛头指向他

人，对自己并无太大害处，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人们较多地表现为对政治

权威的自觉服从，哪怕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只是在“演戏”。③ 毋庸赘言，

“典型诉苦”其实就是给工人群众看的一出“样板戏”，它将官方所要建

构起的阶级路线向基层落实。

四、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关系的瓦解

如果说新政权的意志是希望工人们通过控诉“旧社会”，激发自己

与别人的阶级仇恨，从而获得对“新社会”的认知或认同，④那么紧接着

进行的“交待”一节，则是要号召工人们以自觉交待政治历史问题的方

式向新政权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藉此对“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一次清

洗，打击各种存在不安定隐患的社会(私人) 人际网络，为接下来的新

权威组织与制度建设做好人选和舆论准备。在程序上，“交待”与“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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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榆林区第一批民主改革工厂中宣传工作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02，杨浦区档案馆

藏，第 62 页。
据榆林区(今属杨浦区)三个试点厂统计，在 2528 名职工中共有 2100 人以上诉了苦，参

见《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 42 页。
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在演戏和宣传之间———上海民营企业职员阶层的重组与群众运

动，1949 － 1952》(2007)一书中以“演戏”为核心词，对上海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

有专章探讨，他指出在“五反”运动后丧失了威望和实权的职员在民改运动中，一心要表

现自己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服从意志。就此，笔者认为，“演戏”并非“失势”的职员

所特有的行为，工人有时也同样需要用这种行为在新权威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根据 1952 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陈北欧，1952:331) 对“诉苦”一条所下的定义，诉

苦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它通过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激

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苦”大体一致，也是从小组动员到典型示范再到小组落实，但由于“交

待”实质上是从批评进入到自我批评，对交待后“下场”的未知，加剧了

工人们内心的不安。①“典型示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人们

的这种顾虑，但并不能根除，于是，一场发生在工人与干部、工人与工人

之间的心理较量打响了。
交待一般先是采取自动报名的形式，再由干部进行“排队”( 即根

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安排政治历史问题较轻的人先行交待)。交待的

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了四个方面之内，即“参加过反动党、团、特组织曾

在反动军、政、警、宪任职者”、“参加过反动会道门者”、土匪和恶霸，以

及虽未参加以上“反动组织”但历史上有反动罪行者(中央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 － 615)，不过涉及到的工人数量

仍是较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从前还只当是入了“会”可以求神

拜佛、保平安，小伙子们也只为了能混口饭吃，如今却因此落入了交待

的范围中。②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运动开始前工作组对工人们的政治背景已有

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依据问题的轻重程度划分了四个类别，有意识地将

政治问题较严重的工人分置在不同的小组中，以便孤立并打击之。这

一切都是被严格保密的，只有不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的底牌，工作组才能

在动员工人交待时争取主动权。那些深知自己“问题严重”的工人，在

不确定工作组对他们内情的掌握程度时，往往推说自己无知，或扯谎搪

塞，或是抱着被组织“知道多少讲多少”的侥幸心理，避重就轻地先交

待一些小问题，然后视情势而行，几个有利害关系的工人还达成了“攻

守同盟”，更有的索性当起了“积极分子”，表现得格外抢眼:自己主动

诉苦不说，还劝说他人老实交待，以示自己的清白坦荡。③ 有经验的干

部这时候会有意向交待者透露部分已被掌握但尚需求证的情报加以试

探;一次未交待清楚者，就被要求二次交待，若交待仍不彻底，则继续保

留，这些沉淀下来的所谓“最坏分子”就在这种无声地追逼之下做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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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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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纱厂重点小组交代阶段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100
页。
《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 59 页。
《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 59 页。



心的挣扎，直至投降。① 其间的心理较量是令人玩味的。
而其余仅列席“反动组织”普通会员的工人，在交待中则相对积极

主动，但是也有他们的顾虑，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无法预知是人们在行动

前犹豫不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工作组按既定方针采取了“交待

一批，解放一批”的策略。以新城区(今属静安区) 一批私营工厂为例，

当交待阶段接近尾声时，先后共有 210 人向工作组交待了自己的政治

历史问题，占职工总人数的 20% 左右，其中被判定为一、二类分子有

204 人，三、四类分子仅有 5 人( 一人当时尚未判定)，在这 210 人中当

时已有八成以上被宣布“解放”。②

在这场心理较量中，干部们要攻破的其实不仅是工人们的心防，更

重要的是工厂内部既有的各种私人交往规则，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人

际关系纽带。事实上，民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运动进一

步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工人之间因地域观念、行会帮派所造

成的隔阂”(周鸿主编，1993:22)。
在上海“资本主义企业”中，自近代以来的惯例是资本家向来很少

与工人直接打交道，例如在纱厂车间里通常由“拿摩温”③专事监督工

人，这些“拿摩温”往往就成为工人们在工厂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上

级”。向“拿摩温”送礼以求得其关照，是每一个工人们都心知肚明的

生存方式。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工人们与“拿摩温”之间的这种利

益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情我愿”，但如今他们被告知这是一种

“封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他们是其中的受害方，批

判和废除“拿摩温制度”也毫无疑问地被列在私营纱厂民改运动的议

程之内。在“拿摩温”检讨会上，小部分工人并没有表态，但更多的人

在形势之下控诉了“拿摩温制度”的剥削压迫，特别是那些过去未受到

“拿摩温”很好关照的人，他们甚至不满检讨后的“拿摩温”继续留在车

间当工人。④

在民改运动中，上海私营工厂存在已久的“拿摩温制度”被正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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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宣传工作报告》，1952 年，A22 － 1 － 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66 页。
《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 1952 － 1953 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三十三期)，1952 年 10 月 23
日，018 － 2 － 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拿摩温”是英文 NO. 1 的谐音，即工头，在上海纱厂里也叫“堂倌”( 朱邦兴等编，1984:

47)。
《恒丰纱厂第二阶段工作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88 页。



止，而“拿摩温”本人在检讨之后大部分成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

人，少数技术出众、舆论甚佳的也还是有机会被选举为生产小组长

的。① 除完成原岗位的生产工作之外，生产小组长的职责还包括督促

本小组成员完成生产任务，向车间主任反映本小组情况，同时负责各小

组间的联络工作。② 虽然兼任生产小组长的工人在工资待遇上是只升

不降的，但是不少人在就职时还是表现出了犹豫，他们担心自己将来还

会走上“拿摩温”的老路。③ 不过，生产小组长与“拿摩温”毕竟不同，

前者显然并不能像后者那样有决定工人去留的特权，而他本人的业绩

考核高低是与其所在小组其他成员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密切相关的，

因此，“拿摩温”时代的私人关系已经被一种相互合作的同事关系所取

代。同时，“不脱产”也是一个生产小组长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得以被划

入“工人阶级”行列的重要凭证。
近代工厂企业中，工人因地域差别而产生隔阂也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仍旧以恒丰纱厂为例，该厂创始于 19 世纪晚期，是一个典型的家

族企业，一代又一代的聂家子孙继承着祖上的资产。④ 聂家祖籍湖南，

不仅厂内的高级职员几乎清一色是湖南人，就连雇用的工人也以湘鄂

籍居多(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1958:35)。湘籍工人对来自其他地域的工人的排挤和疏离，在恒丰纱

厂历来存在。工人内部的这种分裂也使得外来势力的干预有机可乘，

共产党人当然深知同乡势力在工人分裂活动上的潜能。⑤ 1929 年 1 月

被中共中央委任为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就曾与恒丰纱厂有过较多的

接触，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对厂内突出的帮口观念(同乡观念) 早有认

识(席与齐，1998:194)。
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在一个利益集团内部的相对少数群体往往会

在行动上达成不同程度的默契和联盟，恒丰纱厂里的“安徽帮”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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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恒丰纱厂废除拿摩温制度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136
页。
《怎样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参考资料)》(抄自 1952 年 9 月 6 日增产节约简报)，Q197 －
3 － 1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13 页。
《上海市私营纺织生产小组长学习班张明同志的报告记录》，Q197 － 3 － 18，上海市档案

馆藏，第 18 页。
恒丰纱厂大家长聂缉槻是曾国藩的女婿。
1925 年恒丰纱厂便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隶属中共杨树浦部委(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

部、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编，1991:9)。



个典型的例子。恒丰纱厂的安徽人主要分布在布机间，该车间里共有

22 名机匠(男工)，其中安徽人占去了 17 个名额。① 在这 17 人中，先后

加入国民党各系统组织者 9 人，另有一名是所谓的恶霸，其中大部分人

还入了帮会。② 布机间的其他安徽籍女工大多是他们的妻女、亲戚或

同乡，整个车间俨然成为厂内“安徽帮”的大本营。由于机匠负责的修

车工作在生产上的重要性，“安徽帮”在工会中的权势显而易见，似乎

“任何事情不通过他们就行不通”③。以上种种使得打击“安徽帮”势

力成为恒丰纱厂民改运动的头号政治目标和政治示范，对与旧政权相

涉的集团势力的打击，一方面是出于对旧人员的清算和改造，同时更为

重要的是，它也是对新政权下“合法公民”的一次政治教育。心理战术

同样成为了“安徽帮”的克星，民改工作组首先通过典型交待人在职工

大会上放出风声，宣称后者已向组织提供了厂内参加“反动组织”的

“黑名单”，再由厂内民改委员会主任言明政策( 如“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对“安徽帮”中的“动摇分子”晓以利害。不出所料，会后即有几

个“动摇分子”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组织”身份，并检举揭发了其他

“核心成员”，如此，工作组从内部成功地瓦解了这个小集团。④

五、“向党组织靠拢”:新权威下的“工人阶级”

当旧有的私人联系被宣告为“非法”之后，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选

择了另一种被庇护形式，那就是“向( 共产) 党组织靠拢”，于是，争当

“积极分子”也从一个少数人的行为选择，成为工人们的普遍共识。随

着民改运动的推进，积极分子的规模不断壮大，据榆林区三个试点厂的

统计显示，至运动结束时，积极分子数量从原有的 201 名，增至 590 人

(占到总人数的 23. 0% )，如何从这庞大的队伍中提携出较优秀的后备

党员人选，让干部们伤透了脑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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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1951 年 12 月 3 日，A38 － 1 － 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7
页。
这些安徽籍工人在入厂前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有贩过白粉的，也有打死过人的，有的在日

伪政府中当过宪佐，或专做打手。参见《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 6 － 7 页。
《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 9 页。
《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 59 页。
《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 43 页。



应该说，民改工作组取得的以上工作进展与厂内“积极分子”的活

动是分不开的。这里的“积极分子”，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入党积

极分子，只是在理论上，都可谓之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当时的

政治环境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通常就是一些自愿或经劝说后能够

较好地完成上级指派任务的活跃分子，如前面提到的“典型苦主”等，

他们中有的早在“镇反”、“五反”运动中便已崭露头角，此时又成为民

改工作组搜集厂中各种人事材料的得力助手。①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在工会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民

改中的积极分子以徒工和农村来的新工人居多，老工人和旧技术人员

相对较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9:189)。笔者所见杨思区

(今属浦东新区) 典型试验厂恒大纺织厂在民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资

料统计，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情况(见表 1、表 2)。一般而言，农村来的

新工人，一来本人的“旧迹”鲜为人知，二来他们在工厂里的资历尚浅，

是受挤压的下层群体，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在旧权威被颠覆的过程中率

先倒向新权威。相比之下，工厂里的老工人和旧人员的顾虑就多了，行

动往往小心谨慎，不敢出风头。② 恒丰纱厂在民改运动期间，也曾组织

过一次老年工人座谈会，试图借此收集补足本厂的“反动组织”人事情

表 1 恒大纺织厂在民改运动交待阶段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的家庭成分

类别 贫下中农 地富 工人 职员 小商人 其他 合计

人数 144 6 63 7 12 3 235

占总人数比例 61. 28% 2. 55% 26. 81% 2. 98% 5. 11% 1. 28% 100%

资料来源:《杨思区恒大纱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计划报告》，A71 － 2 － 1780，上海市档案

馆藏，第 81 页。

表 2 恒大纺织厂在民改运动交待阶段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各年龄层比例

类别 总人数 积极分子数 积极分子占总人数比例

青年工人 291 99 34. 0%

壮年工人 595 125 21. 0%

老年工人 93 11 11. 8%

资料来源:《杨思区恒大纱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计划报告》，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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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第 19 页。
《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 47 页。



况。根据过往的经验，工作组对老年工人可能存在的思想挣扎作了充

分的估计，并预先布置三个往常活动积极的老工人准备发言提纲，以期

他们能够在与会当天起到带头作用，打消其他老年工人怕与人结怨的

顾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经过工作组如此精心的准备工

作，那次座谈会总算取得了比预期要好的成效。①

但无论如何，在运动开始之初，积极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人，更多的

工人是在运动情势的发展之下才选择了成为积极分子。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最后是以发展( 共产) 党组织、改选工

会、建立各种工厂管理制度(如生产小组长制、劳资协商会、协税小组、
治安保卫委员会等) 而收关的。据统计，上海市私营工厂前 4 批民改

单位共新建基层工会组织 67 个，改选 2179 个;同时在私营企业建立了

群众性的职工协税组织，协助政府开展税收工作，至 1953 年 11 月，全

市新建协税小组 1705 个，协税干部计有 9000 余人;此外，在私营工厂

还建立了 1682 个治安保卫委员会，有治安积极分子 63899 人(《上海工

运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426)。
在这一过程中，有政治问题的原干部自然落选了，在运动中浮现出

的部分较为出众的积极分子填补了职位空缺。其中，发展(共产) 党员

是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环节。② 在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开始前，据统计，

当时上 海 2684 家 30 人 以 上 的 私 营 工 厂 中，有 共 产 党 组 织 的 只 占

11. 79%，相反，所谓的“空白单位”占到了 56. 94% (邹荣庚，2001:219)。
因此，民改运动在策略上要求将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贯穿于整个运动

的始终，并且发展了一整套“公开建党”的规定程序(见图 1)。③

在民改运动的准备阶段，工厂的“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了组织组

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组织组的干部需要对运动前和运动中涌现出的积

极分子进行追踪考察，通过一些繁杂的“日报表”全面记录积极分子的

一举一动，以此对他们加以“分类”、“排队”(排队在前的积极分子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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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恒丰纱厂召开老年工人座谈会收集材料初步经验》，1952 年，011 － 0017 － 0022，杨浦区

档案馆藏，第 66 － 69 页。
《榆林区民主改革补课工作第一批第三阶段工作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02，杨浦

区档案馆藏，第 59 页。
从 1952 年 9 月上旬开始，华东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就是整顿

党的组织，建党就是发展新党员。1952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上海市委特别下发了《中共上

海市委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以建党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指导建党工作

在私营工厂的开展。参见《新民晚报》，1952a。



考虑发展入党)。对积极分子的考核工作关系到党组织对入党条件标

准的把握，而后者又关系到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所以这一标准

虽不宜制定得过高，但决不能太低。在那一段时期，上海《文汇报》特

设的“社会大学”专栏中几乎每期都可以见到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

论。从实践来看，华东地区在同期发展的新党员大多是在工厂的生产

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劳动模范、优秀团员以及新提拔的工人干部。①

分党支部会议讨论并明确入党条件

↓
全厂党支部扩大会议动员

↓
党员联系群众谈话(个别动员)

↓
个人申请

↓
党小组讨论申请人资格

↓
分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发展党员名单

↓
分党支部大会表决

↓
“民主改革委员会”组织组审查

↓
上级党委批准

↓
入党宣誓大会

资料来源:《恒丰纱厂党支部建党工作总结》，1952 年，011 － 0017 － 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

27 － 29 页。

图 1 恒丰纱厂在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中“公开建党”程序示意图

在厂内党支部大会确定了新党员的人选之后，就会召开面向全体

工人的“入党宣誓大会”。数百名工人群众被邀请参加这一典礼，其规

模之大，仪式之隆重，让许多过去总是暗地里吸收新成员的老党员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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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文汇报》，1952;《新民晚报》，1952b。



适应。在恒丰厂的第一次入党宣誓大会上，16 位非党员工人上台表示

了自己的入党决心，有了这一次示范，到了第二次宣誓大会，要求上台

表态的工人在台下排起了长队，因为害羞而不愿上台发言的工人便当

场向大会主席递交了书面入党申请。①

显然，“宣誓大会”决不仅仅是为了“宣誓”而召开，它是中国共产

党 1948 年以来“公开建党”方针在基层工厂中的延续，它同“典型诉

苦”、“典型交待”一样向全厂工人作了一次政治示范，为工人们指明了

一条“积极分子 － 共产党员”的晋升途径。② 在目睹了旧权势的垮台和

旧关系的瓦解之后，工人们明确了新权威所在，纷纷“向党靠拢”。这

甚至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当“入党光荣”成为一种共识时，对入党的

消极态度就会被视作落后的表现，甚至有的工人把入党视作党组织对

自己的政治考验(参见何俊瑞，1952;艾冰，1952;白亚，1952)。

六、结 语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持续了几乎整个 1950 年

代的城市民改运动的一个面相，③同时它也只是这一时期数次席卷基

层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历时较久的一次。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实现对

城市的基层动员和社会整合，是共产党政权从农村革命中沿袭而来的

政治经验。民改运动的动员策略及进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土改

运动类似，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认明“阶级敌人”，并对后者加以清算，

藉此建立起民众对于新国家的认同，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治理铺平道路。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城市要远比农村复杂，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

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大都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竞相角逐，新

政权要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依靠“工人阶级”是新政权进入城市后的既定政策，它不但是新国

家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然。新民

主主义阶段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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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恒丰纱厂党支部建党工作总结》，第 31 页。
在报刊上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论，暴露出了不少工人在入党动机上的功利性，“往上

爬”、“找靠山”的思想并非个别存在。参见何俊瑞，1952;《文汇报》，1952;艾冰，1952。
1953 年前后，上海的民改运动开始从工厂向各行业、街道、弄堂扩展开去。



一个是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要改造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

公有制。这一双重战略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来社会

主义的宏图以消灭私有制为首要目标，但同时，工业化的任务对于一个

工业比重只占 10%的国家来说(孙健，1992:90)，仅依靠公有制经济自

身力量的壮大实属艰难，私有制经济仍需被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过

渡时期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悖论。在意识形态上划清界线的前提下，新

政权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利用”并“改造”私人资本。这其中，除了通过

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私人资本逐步纳入国家体制之外，对私营

企业工人的思想和组织方式的改造也是重要的步骤。
在民改运动中，工人们通过政治学习认识到，作为“工人阶级”应

具有崇尚集体主义、反对剥削、热爱劳动等品质，①诉苦会进一步启发

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对个人历史问题的交待或者作为积极

分子申请入党则是思想改造取得成效的外在表现。在后来的国企工厂

中，这种对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强调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实际上构成

了中国的群众动员模式不同于苏联的一个重要特点( 华尔德，1994:

122 － 132)。
如何改造“旧工人”，思想改造是一个方面，以新的利益认同来打

破他们原有的组织关系是另一方面。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中，

新政权先是通过发动基层干部、“典型人物”及积极分子们的带头示

范，将阶级路线向基层工人传达，并以一种无形或有形的强制力迫使工

人们与官方定义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有的私人关系网络被瓦

解，工人们则被引向由党组织所代表的新权威。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建

立起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认同，其实质也是对新国家权威的认同。
当然，1950 年代初的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新国家改

造旧工人的一个尝试，而非其完成。此后，伴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通过统一工资标准、建立福利体制、完善基层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私

营工厂的工人被一步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成为一支庞大

的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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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场区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十一月上半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2 年，A71 － 2 － 1771，上

海市档案馆藏，第 29 页。



参考文献:

艾冰，1952，《正视自己，正视别人》，《文汇报》9 月 22 日，第 6 版。

白亚，1952，《谈谈争取入党的几个思想问题》，《文汇报》10 月 20 日，第 6 版。

白云涛，2002，《建国初期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党史天地》第 12 期。

陈北欧，1952，《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

方慧容，2001，《“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

记忆》，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华，2007，《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合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

《领导者》8 月号。

郭于华、孙立平，2002，《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 4 辑。

何高潮，1997，《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何俊瑞，1952，《学习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9 月 14 日，第 6 版。

华尔德，1994，《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03，《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

现实》，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放春，2005，《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溯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里峰，2007，《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李小秦，1995，《解放初期国营(公营)厂矿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北京党史研究》第 3 期。

裴宜理，2001a，《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b，《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 第 8 辑)，北京:商务

印书馆。

《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上海工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沈逸静，1998，《建国初期上海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上海党史与党建》第 1 期。

苏少之，1985，《解放初期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 6 期。

孙成武，1994，《诉苦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重要的建军经验》，《黑龙江史志》第

4 期。

孙怀仁主编，1990，《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 (1949 － 1985)》，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孙健，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 － 90 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汇报》，1952，《端正入党动机，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9 月 16 日，第 6 版。

席与齐，1998，《白区斗争策略思想的光辉典范———记刘少奇在沪东区领导对敌斗争》，载中

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少奇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萧风、沈石，1951，《武汉市民主改革运动稳步前进》，《人民日报》7 月 10 日，第 2 版。

《新民晚报》，1952a，《华东开始整党建党工作》9 月 7 日，第 2 版。

———，1952b，《四百多先进工人学习后光荣入党》9 月 8 日，第 2 版。

58

论 文 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 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岩间一弘，2007，《在演戏和宣传之间———上海民营企业职员阶层的重组与群众运动，1949 －

195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

杨奎松，2004，《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

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张金平、张长森，1999，《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载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

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小军，2003，《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 第二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革》，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档案

馆编，1991，《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杨浦区组织史资料》(1923. 7 － 1987. 10)，上海:学林出

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8，《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

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

(1949 － 195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9，《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 上册)，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周而复，2004，《周而复文集》(第 5 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周鸿主编，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1949 － 1956))》，北京:红旗出版社。

邹荣庚，2001，《建国初期上海的企业民主改革运动》，载邹荣庚主编、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编《历史巨变:1949 － 195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朱邦兴等编，1984，《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Hershatter，Gail 1986，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 － 1949. Stan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ig，Emily 1986，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 － 1949. Stan-

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hue，Vivienne 1980，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 － 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der，Andrew 1984，“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1949 － 1981.”Modern Chi-

na 10(1)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闻 翔

68

社会学研究 2010. 2



The Enchantment of Writing: Notes toward a philological anthropology
Wang Mingming 44………………………………………………

Abstract: In this comprehensive essay，the author writes to create what he would
call“philological anthropology”. Drawing from phil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
tinuity between magic and writing ( and thus civilization)，the author considers
“communicating with divinities”and“signifying all things”to be the original“func-
tions”of writing. Criticizing the“illiteracisms”of structuralism，discourse theory，

and“writing culture school”，the author aims to bring the study of writing into the
forefront of anthropology and relate it to the anthropology of civilization.

New State and Old Workers: The Democratic Reform Campaign of pri-
vate industries in Shanghai，1952 Lin Chaochao 67…………………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the paper examines
the Democratic Reform Campaign of private industries in Shanghai in 1952. The au-
thor tries to find out how the nascent communist power imposed ideological and organ-
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upon the“old workers”by the techniques of mobilization
such as grievances，confession and demonstra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remold-
ing a new Chinese working-class from above down. The remolding of the“old work-
ers”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a part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n cities at grass-root level by the new state.

A Study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Workers and Migrant Workers
Tian Feng 87…………………………………………………………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8 CGSS(CASS) data，this paper uses Brown decomposi-
tion method to do the analysis on the income gap formation causes and processes.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ownership (danwei) is
the major part of the overall income inequality，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the threshold impeding the raise of migrant workers’income level in public-owned en-
terprises. Human capital can explain 36. 2% of the income gap，indicating even
though the elements of human capital can affect the income，but a unified labor mar-
ket is not fully formed.

Young Rural Workers’Living Ecologies and Self-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formation-led” Cheng Chung Tai 106…………

Abstract: During economic reform，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not only the chan-

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