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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

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

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

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 月 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

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

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 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

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

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

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

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

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

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

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

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

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 1930 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

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 年 12 月 1 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

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

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

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



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 1926 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

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

他用 25 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

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

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

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 年后，

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 年 8 月 19 日，“托洛茨基－季

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

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

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

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

活斗争。1937 年 2 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

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

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

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

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

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

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

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 3 次，它是 1937～1938 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

是 1937 年 1 月 23 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 1938 年 3 月的“二十一人审判”。

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 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 3 人获有期徒

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 6 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 5

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

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 6 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 2/3 被枪决；11 大中央

委员会的 27 人有 20 人被枪决；15 大政治局的 7 人，除斯大林外，6 人被枪决

或暗杀；第 1 届苏维埃政府的 15 名成员中，除 5 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 9

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 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 120 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

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

1929～1931 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 25 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

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

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

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

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

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

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 1939 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

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

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

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

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

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 年，斯大林钦定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

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 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 157 万人被

判刑，约 69 万人被枪决，约 70 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

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 年，古

拉格一共保留了 800 万人的资料，到 1953 年，则不少于 1000 万人。这意味

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 1000 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 1930 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

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 165000 名神父因传教

被逮捕，其中的 106000 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

但 1937 年 7 月 30 日 KGB 发布了第 00447 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

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

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

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

在 1937 年 6 月 2 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 35000 人，枪毙其中的 5000

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

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 年 12 月 12 日斯大林在 30 份名单上的签字记

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 5000 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

审判。 

  70 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

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10 月间，莫斯科有 4 万余人被处决，至少 2 万人

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 562 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

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

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

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

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

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 年 6 月 11 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 8 名将帅因叛国

罪被捕，6 月 12 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 8 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

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

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 1936 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

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

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

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

夫斯基的有 4 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

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

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 1938 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

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

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

4 万余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 5 名元帅中的 3 人、4

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人、12 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 名军长中

的 60 人、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397 名旅长中的 221 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

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

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

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 1939 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

面。90 万苏联红军花了 4 个月时间，才迫使 300 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

伤亡 50 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

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 5 倍，坦克是其 4 倍。但开战 1 年半的时间里，

苏军就损失了 1100 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 1/7 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

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 4000 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

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

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

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

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

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

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

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

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

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

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

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

问题。 

  希特勒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

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

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

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

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

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 200 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

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 140 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 年春，苏军叛变者和

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 100 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

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

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

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

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 1930 年即为中央委

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 年 6 月 25 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

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

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

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

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

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

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

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

1941 年 8 月的第 270 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

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 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

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

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 多万苏联战俘只是

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

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 1945 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

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 5 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

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

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

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

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

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 年 2 月 23 日至 24 日，全体车臣人和他

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

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 1943 年 12 月也被斯大林全

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 40 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 万

5 千人被枪毙，3 万人被“牢改”，5 万人被“劳教”，10 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

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

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

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



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

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

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

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

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

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

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 30 年。 

  1987 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

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 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 50 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

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

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

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

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

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

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

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

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