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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李常生
(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抗战爆发后，因受日军残害，晋西北乡村从事迷信、吸毒、赌博、卖淫等活动的二流子人数激增，他们

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抗日民主政府着力开展对二流子的改造
运动，采取思想教化、生产赞助、变工组合等方法，把一向散漫、怠惰，游离于社会边缘，脱离革命秩序的二流
子，整合到社会主流群体中，遏制了不良习俗，为根据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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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fer’s transformation in northwestern Shanxi base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I Chang-sheng
(History Department, Xinzhou Normal College,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ecaus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destruction, the number of loafers
who worked on superstition, drugs, gambling, prostitution activities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rural.
These loafers disturbed social order, hinder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virtually it was a major social problem at that
time. In the large scale production campaign, the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government made an effort to transform the
loafers, it adopt measures such as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production sponsorship, exchange work and mutual help to
transform the loafers who had always been undisciplined, lazy, drifting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groups. These
steps effectively curbed the bad customs and provided human support for the base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base area in northwestern Shanxi; loafers;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抗战时期，二流子现象是晋西北农村普遍存在
的社会恶俗，这些人或因穷苦而潦倒，或因家财败

一、二流子改造的缘起

尽而浪荡。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挑拨离间、

二流子是晋西北农村俗语，泛指烟鬼、赌徒、

宣传迷信、敲诈钱财、赌博吸毒、不务正业，成为

土娼以及不劳而食、不务正业，有好吃懒做、游手

一大社会问题。从 1943 年起，晋西北根据地在大

好闲、飘风浪荡、宣扬迷信、挑拨是非、偷鸡盗狗

生产运动中注重解决二流子的问题，以照顾其生

等行为的人。历史上晋西北是山西经济文化较落后

活、扶助其生产、促其加入互助组和组办扎工队等

地区，又因自然灾害频发、土匪猖獗和军阀混战等

办法使本区内的流氓地痞、巫婆等大量减少，不仅

影响，在农村烟鬼、赌徒、小偷、神汉、巫婆、娼

遏制了农村不良习俗，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为农

妓等较为普遍，如“岢岚县某村共有 61 户人家，

业发展增添了不少劳动力。笔者拟在对抗战时期晋

就有 17 户有二流子，有的赌博、吸毒，有的跳神

西北二流子现象产生的背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

拜佛。”[1]

讨晋西北根据地各级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方法及其

抗战爆发后，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曾发起多次

产生的社会效应，以为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扫荡”和“强化治安”，利用“一贯道”、“皇

建和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借鉴。

极道”等迷信组织欺骗蒙蔽群众；收买一些二流子，
“建立秘密特务组织，并唆使这些秘密组织到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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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流言，污蔑八路军，夸张敌人力量强大。帮助日
军维持，捉拿八路军和村干部”；[2]为瓦解人民斗
志，摧残人民身体，掠夺人民钱财，准许公开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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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和赌博等活动。日军的种种恶毒行为致使

二流子解决住房问题，周济食物、衣服等吃穿用品，

晋西北乡村二流子问题比战前更加严峻。如日军侵

解决二流子眼前的一些具体困难。其次是帮助二流

占方山后，“用各种办法制造着二流子，卖料面大

子订出共同的生产计划：要求每人开荒二垧，种水

烟，开赌馆，把中国同胞害得不成样子。马坊一个

地一垧，种旱地棉花二垧；实行集体劳动，与群众

村吃料面大烟者 40 余人，全村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有

变工，以两个人工变一个牛工；除变工外，空余时

[3]

90 余人，占村民 10%。” 宁武县宁化堡村，抗战

间帮助抗属送粪种地；农闲时挖煤出售，以供当前

前全村有 360 户人家，战后在日军的残害下仅剩 80

吃饭和开荒时的口粮。为带领二流子走正路，魏家

户，日军还用料面、鸦片毒害群众，全村男女老少

滩村党支部专门抽出一个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一

[4]

大半吸食鸦片，村中偷盗、抢劫也因之而盛行。

据 1943 年晋西北行署对部分县区二流子人数

面给他们做榜样，鼓励他们下决心劳动，一面帮助
他们记工、评比，表扬劳动好的，批评劳动差的。

统计：神府 250 个、岚县 312 个、兴县二区 281 个、

通过耐心的思想教育，使这些二流子得以转变，其

河曲 602 个、保德 522 个、偏关 862 个、神池 235

中有 8 个二流子被评为劳动模范。[7]

个、三分区 812 个、八分区三个县 521 个，总计 4 397

另外，因二流子成分复杂，有的惰气较重，游

[2] 542

荡成性，厌恶劳动，区村干部在普遍实施教育说服、

这些作为社会闲散人员的二流子，其生活来源

解决困难等办法的基础上，针对那些不大容易说服、

个。

有的靠不良行为来维持，有的靠自己家里人生产养

比较顽固的二流子，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一是

活，有的靠亲戚邻居帮助为生，他们消耗着根据地

强制和“挤”。如临县上西坡村二流子薛全旺，一

已经短缺的物质资源，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扰乱

向调皮捣蛋，经村干部多次劝说后，仍然赌博、抽

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于个人、家庭、社会危

大烟，故意逃避劳动，村里便召开群众大会，对其

害极大。与当时“安定社会秩序，调整生产机构，

进行批评教育，并强制其参加了村干部组织的变工

[2] 446

的社会

组，为鼓励其劳动，组里给他解决了 6 垧耕地，贷

需求相背离。在根据地劳动力严重不足，财政经济

给他 2 斗种子。[8]又如离石某村二流子李通保，在全

极其困难，开展生产大运动的时候，边区政府认为

村开展二流子改造运动时，不听干部和家人的劝说，

如能改造好他们，发动他们参加生产，将是一支不

偷跑到交口镇亲戚家里，可是那里也在改造二流子，

竭力恢复人民的生产力，以支持战争”

小的劳动大军。于是，提出“改造懒汉二流子”

[5]

口号，发起在大生产中改造二流子的运动。

不让他闲住，又把他“挤”回了本村。村干部趁机
对其进行教育，并帮他调剂 9 亩荒地，借贷粮食 2
斗，李通保深受感动，发誓要变成一个好人。[8]二是

二、改造二流子的方法

组织扎工队，集体改造。如朔县某村对一些屡教不

1943 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关于四三年发展

改的二流子，经过个别的、集体的说服动员，组成

农业生产的指示信》中指出：“对每个二流子应该

扎工队，过集体生活，进行集体教育，村农会贷给

在行政上分配干部抓紧教育监督检查，帮助计划生

农币，合作社提供镰刀、箩筐、扁担等生产工具，

产，解决困难，最好能组织到适当的互助小组里去。

由村干部组织到接近敌人的村庄，帮助群众抢收农

典型的二流子可以在大会上批评斗争，或强制生产

作物。[9]兴县市原有二流子 68 人，市政府和抗联合

或派抗战勤务。为防止二流子‘打游击’，各区村

力改造了 50 人，其余 18 人不会种地，做生意又害

必须普遍进行改造，特别在城镇里要严格检查，使

怕亏了本，于是抗联就向他们提议组织扎工队，帮

他们没有藏身之地，只有走生产的道路。”[6]依据

助市民送炭、运输石头、担水、抬土、修缮房屋等，

这一指示，根据地内以村为单位，在村干部指导和

[10]

劳动模范带头下，普遍采用感化教育，解决实际困
难，帮助制定生产计划和组织变工生产的办法改造
二流子。如兴县魏家滩村，全村共有 32 个二流子，
在改造过程中，首先发动群众说服规劝，由群众给

让他们树立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

三、二流子改造的社会效应
经过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多年努力，到抗战
结束时，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区的二流子基本上得到

第 13 卷第 5 期

李常生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65

彻底改造，农业劳动力人数大增，社会风气好转，

是嫌弃和打击，而是通过感化教育和解决实际困难

对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等办法，使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其他群众的可亲

第一，为根据地生产建设增添了劳动力，促进

可爱，将其整合到生产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实为党

了经济发展。据 1944 年晋绥边区行署不完全统计，

在抗战时期治理乡村社会的成功典范。正如毛泽东

在晋西北区共有二流子 10 013 名，经过改造的有

所说，“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

6803 名，占全数 68%。1945 年据兴县、岚县等九

取得了人民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定。”[16]

县不完全统计，已改造了 86%。[11]这意味着将近有
8 000 多名以前不务正业的懒汉、烟鬼、神汉、神
婆等改邪归正，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些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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