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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伟民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

大、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提出和形成了至今都闪耀着光

辉的政治思想。林伟民的政治思想主要涵盖健全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宣传

教育，团结工人群体; 激发工人阶级意识，倡导工农兵联合。学习、研究

林伟民的政治思想，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党

的工人阶级基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林伟民 工人运动 政治思想

被誉为珠海“红色三杰”之一的林伟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林伟民早年立志救亡图存，一生探索救国救民之

路，不仅为党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提出和

形成了至今都闪耀着光辉的政治思想。学习、研究林伟民的政治思想，对

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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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伟民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

( 一) 饱受欺凌的少年时代

1. “落后挨打”———燃起反抗意识

林伟民，原名林兴，1887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

广东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鱼月村。三灶岛毗邻港澳，自 1840 年鸦片战争爆

发后，即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1896 年，林伟民随村中长老读书识

字，在封闭、落后的三灶岛上，林伟民通过听长老讲述 1832 年淇澳人民击

退英军、1849 年沈亚米砍杀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阿马喇等事件了解中国局

势，逐渐形成爱国主义意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加

深对我国领土澳门的侵略，1909 年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划界问题谈判陷入僵

局，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武力挑衅，香山县人民成立香山县勘界

维持会展开抗击，1910 年提出 “赌一战以收回澳门”。① 香山人民的反抗

斗争为林伟民反抗帝国主义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林伟民后来回忆: “帝

国主义强盗用大炮强迫中国与他们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人民，

同时极力破坏我们对于他们的反抗。对于这样的无理压迫，我们怎能甘心

忍受? 中国人是压不垮，打不倒的。”② 此时，林伟民心中已燃起反抗斗争

意识。
2. “家风纯正”———培养刚毅人格

纯正家风对林伟民的人格塑造具有重要影响。林伟民的父亲林祝友是

一位勤劳忠厚的老实农民，母亲梁氏则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女性。林祝友家

平日受到地主和高利贷的盘削，但他们始终叮嘱孩子: “我们家穷志不短，

要发奋做人，光明磊落，绝不做亏心事情。”③ 林伟民在父母勤劳诚实品德

的影响下，逐渐养成勤俭耐劳、坚强刚毅的性格。1906 年，林伟民到三灶

岛牛顿墟一家酿酒的店铺打工，面对老板的偷斤少量、威逼利诱，依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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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不亢、秉持本性，之后老板借故辞退林伟民。① 同年，为减轻家庭负担，

林伟民离开家乡，到香港找工作。

( 二) 悲惨的海员生涯

1. “步入工人阶级”———滋生斗争情绪

林伟民在香港做海员工作期间受到资方的压迫盘削，为其走向革命道

路奠定基础。1906 年，林伟民在香港找工作屡次碰壁，经乡亲介绍，通过

由买办和包工头合伙开办、垄断海员工作、压榨剥削海员的 “包公馆”，

被派驻在香港的英国轮船上当侍仔。这段海员生涯让林伟民切身体会到中

国海员低贱而悲惨的处境。中国海员干着最苦、最卑微工作，却经常食不

果腹，遭受人身侮辱，有一次林伟民险些因 “鬼佬”恶作剧按动绞架的机

关而丧命。② 资方还企图通过设赌、卖鸦片等方式腐蚀和离散海员。林伟

民试图反抗，对海员们进行思想开导: “辛辛苦苦赚到一点血汗钱，应该

赶快寄回家给老婆孩子度日，如果不幸赌钱输光了，他们又靠什么过日子

呢?”③ 林伟民因此被工头辞退。之后他去过不少外国轮船打工，做海员的

这些 经 历 让 林 伟 民 开 始 觉 醒，若 想 要 摆 脱 身 上 的 枷 锁，只 能 靠 自 己

的力量。

2. “受孙中山影响”———加入革命斗争

孙中山对林伟民加入革命斗争具有直接影响。孙中山在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各地奔波宣传时，偶然结识林伟民，因都是香山人而相谈融洽。在

孙中山的介绍下，林伟民与苏兆征相识，林苏二人志气相投，很快结成革

命友人。④ 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和苏兆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

先后成立“侨海联义社” “群义社”等团体，并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国

民革命事业。⑤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他们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运送宣

传品和武器。辛亥革命胜利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离船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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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林伟民和苏兆征对这种行为持鄙视态度，心系广大海员，因而赢得

海员们的信任与爱戴。①

3. “俄国十月革命”———掌握思想武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海员

涉足世界各地，林伟民和苏兆征很快便知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

息，通过苏兆征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海参崴之行的介绍，林伟民认识到:

“只有走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当家做主人，才能真

正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能过上共和幸福的好日子。”② 之后，在苏

兆征的理论指导以及李大钊、杨匏安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林伟

民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对其进行积极宣传。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

香港海员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相结合，认真思考探索中国海员改变悲惨处境

的出路，他对海员说: “团结起来，像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团结起来，

反抗老板和包工头的压迫与剥削……我们要翻身求解放! 只有马克思主

义，才能帮助我们翻身做主人。”③

( 三) 积极投身工人运动

1919 年，在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爱国运动过程中，林伟民和苏兆征日

渐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因而在 1921 年，苏兆征与林伟民等人便建

立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准备组建工会组织，林伟民被众人推举担任筹备

委员。④ 同年 3 月 6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宣告成立，并选

举产生总长陈炳生、副会长蔡文修、司理翟汉奇、司库罗贵生、交际林伟

民和邝达生、调查冯永垣、中文秘书陈一擎、西文秘书钟筱朋。⑤ 同年 9

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待遇要求，但遭到港英

当局和轮船资本家的反对。1922 年 1 月，由林伟民等人领导的香港海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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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爆发。当时，林伟民和苏兆征在与港英当局进行谈判过程中坚决维护

海员权益，声称“为了全体罢工海员的利益，你们这一意见是不可能接受

的。你们还是回去一致逼迫港英当局接受我们的条件，早日解决才是”。①

同年 3 月 8 日，港英当局妥协，接受工人要求并承认海员工会。② 同年 5

月，林伟民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介绍香港海员罢工的

经验教训，与参会代表积极讨论。会后，林伟民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

朱宝庭委托，协助筹建上海海员工会，对上海海员进行思想引领，打破海

员隔阂，最终成功领导上海海员工人运动。③ 1924 年春，林伟民在赴莫斯

科参加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时经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随后，

苏兆征在林伟民的介绍下也加入中国共产党。林伟民从苏联回来，面对组

织涣散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提出健全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提

升组织凝聚力。1925 年 5 月林伟民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

国总工会第一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5 月底，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为支援

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林伟民与苏兆征等人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这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罢工运动。⑤ 然而，两年后的 1927 年

9 月 1 日，林伟民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二 林伟民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健全基层组织建设

健全基层组织建设是林伟民巩固工会的重要思想。1922 年香港大罢工

之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处境艰难，内忧外患。对外，港英当局和轮

船资本家公然破坏条约，具体体现在拒绝增加工资、拒绝罢工海员回船工

作等方面。同时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还与外国资本家相勾结，四处散布

371

论林伟民的政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①

②

③

④

⑤

卢权、禤倩红: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林伟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第 74 页。
卢权、禤倩红: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林伟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第 91 页。
卢权、禤倩红: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林伟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第 111 页。
卢权、禤倩红: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林伟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第 132 页。
黎细玲: 《香山人物传略 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 515 页。



谣言“罢工赔偿费 30 万元已被海员工会的委员们私分掉了，大家不要再

白交会费了”。① 趁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回船复工的时机破坏中华海员工业

联合总会组织。对内，工会被不纯分子操纵，如翟汉奇等人控制工会财

务、排斥异己、独断独行、肆意挥霍公款并中伤工会骨干，导致海员信念

动摇，组织涣散。1924 年 10 月底，林伟民从苏联回到香港，立即投入整

顿海员工会的活动中。林伟民结合苏联之行获得的工会建设经验以及当时

工会状况，认真思索了海员工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基层组织不

健全是导致工会内部组织力、战斗力不强，易被不良分子破坏，甚至工会

瓦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他提出一个新的海员工会组织

系统———在船上设立支部的组织，用以团结教育海员、积极开展各项运

动。随后，林伟民对工会组织建设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征求邓

中夏的意见，撰写了《我们工人应当负责工会的责任组织与训练》一文。

文章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工会难以强大巩固的两点主要原因。首先，由于

海员所在的公司和所走的航线各有不同，海员分散难以聚集。其次，工会

工作由少数几位职员全权负责，权力过于集中。二是指出建立基层组织的

必要性以及工会基层组织表和训练方法等。文章发表后得到苏兆征等人的

称赞，认为各轮船建立基层组织对巩固工会、加强工会战斗力具有重要作

用，故返回香港后便付诸实施。

( 二) 加强宣传教育，团结工人群体

加强宣传教育，团结工人群体的思想是林伟民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与香

港抵制日货爱国活动所获得的重要启示，也是他领导罢工期间不断贯彻和

发展的政治思想。筹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期间，他对广大海员进行积

极组织宣传，针对海员思想状况进行开导和启发，凭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以及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奉献精神，获得了众多海员的认可和支持，

不久后便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林伟

民尤其注重对海员们的思想教育，他专门成立“打狗队”、“纠察队”对付

企图破坏罢工的分子。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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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林伟民更加深切感受到只有阶级团结，才能维护自身利益，才能与压

迫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斗。他将宣传教育、团结工人的思想在工

人阶级运动中进一步贯彻和发展。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林伟民将自

身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如何争取和团结全国各种工人团体、克服工人运动

中存在的分散性的经验进行详细讲解，获得大会代表们的赞赏。之后，在

组织上海海员工会时，林伟民主张深入海员生活、加强思想教育，积极宣

传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取得最终胜利的经过，以此来鼓励海

员打破狭隘的帮派思想，团结广大海员奋起抗争。① 1925 年 3 月，林伟民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三周年的日子，发表了 《告全体海员同志!》一文，当

时正是巩固工会、发挥工人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主力军作用的关

键时期。文章再次指出 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广大海员团结一致，工人

阶级万众一心，经过 56 天奋战，战胜英国香港政府及资本家的精神意义，

并对海员说: “同志们，我们 10 余万中国海员，要准备起来拥护我们从前

罢工所得的胜利品，不许英国香港政府及船东资本家破坏我们的条约，要

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们自己团结的力量，全靠我们海员同仁继续 1922 年

罢工的奋斗精神。”② 林伟民认为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

放的目的，只靠个别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求海员要更加坚定地团结广大

工人群众，巩固工会权威，发挥团结奋斗的精神。

( 三) 激发阶级意识，促进工农兵大联合

林伟民激发阶级意识，促进工农兵大联合的思想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

的必要举措。在香港海员工会成立期间，林伟民一方面通过宣传十月革

命，让广大海员勇于拿起武器与外国资本主义抗争，另一方面，关注海员

的生活状况，积极宣传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恶劣行径，激发工人群众为

了共同利益，拿起武器参与斗争的决心。1925 年 5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此次大会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意识。大会认真讨论了

工人阶级应如何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和民族革命，如何正确对待经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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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工农联合以及密切自己的阶级组织等重要问题。林伟民在大会上

强调: “我们今天纪念劳动节，就是要加强我们工农兵的大联合，为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民族解放而共同斗争。”① 并且大会通过了 《工人

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其中 “阐明了工人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以

及工人阶级在其中的地位，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斗争

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 在

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

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②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明

确指出要提高工人阶级意识、关注无产阶级群体的利益，鼓励工人阶级投

入政治斗争中，为世界革命奋斗。随着民族矛盾日渐尖锐，人们逐步意识

到要想战胜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实现中国革命的胜

利，仅靠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是不够的，还要与农民、士兵联合起来，甚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伟民指出要不断加强对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教

育，坚定工人阶级共同推翻 “三座大山”的信念，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队

伍，发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国革命的成功。

三 林伟民政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 一) 从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从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林伟民重振香港海员工会的关键举措。由于

英国资方和工贼的破坏使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分崩离析，面对庞大而向

心力不足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林伟民果断地将健全工会基层组织放

在整顿工会工作的首位。通过在各个轮船上建立支部，并在支部内利用活

动和演讲等多种方式，了解海员，教育海员，使工会与海员的联系更加密

切，增强了工会的凝聚力。同时，林伟民对破坏政治纪律者决不姑息。他

认识到: “要整顿和健全工会组织，加强其战斗力，就必须不断清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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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贼和不纯分子，将工会的权利掌握在真正能为广大海员谋利益的中坚

分子手中。”① 他与苏兆征一同清除混在工会中的内奸，以保障工会组织的

纯洁性、增强工会战斗力。

认真学习、研究林伟民从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对深入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抓住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党

的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到落实，落实的成效如何，主要体现在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 8956. 4 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共有 457. 2 万个。② 近年来，党支部出现活动难以开展、部

分党员党性观念淡化、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等问题，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迫在眉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③ 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深入了解群众，并运用开展活动和宣传教育的

方式，充分调动基层组织的活力，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党、了解党、拥护

党。另一方面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8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从

严抓好落实。”④ 要求党基层组织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党员做到

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唯有如此，才能为战胜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挑战提供坚强的后盾，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才能

得到有效的执行，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

( 二) 扩大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团结广大海员、扩大群众基础是林伟民克服困难、抵御外资、推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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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设的主要力量。林伟民领导工人运动期间，始终不忘对群众进行思想

开导和引领，通过宣讲俄国十月革命阶级团结精神、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以及工人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巩固广大海员的理想信念、团结海员、

成立工会，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工会成立之后，林伟民等人高举马克思

主义旗帜，加强海员统一思想建设，并成立 “海员加工维持团”“防护破

坏队”，防止外资和工贼在海员之间挑拨离间，同时着力解决海员切身利

益问题，尊重海员意见，加强工会与广大海员工人的血肉联系，凝聚力

量，攻坚克难。最后，工会在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具有广大工人基础强大和战斗力的联合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始终坚持团结工农大众，才有今天的胜利。当

前，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解决各种矛

盾和问题的重要基础，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深入探索林伟民团结海员

思想的时代内涵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地位、推动中国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问题，首先要重视加强思想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

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① 要积极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让广大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保证

党员在思想上入党。其次，要教育广大党员积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积极提高“两个维护”的自觉性，是当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

前的首要任务，要从战略高度上认识 “两个维护”的重要性，在行动中提

高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艰难历程以及当代严峻的国际形势，积极维护党中央的权

威，听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要有效地应对

新时代征程中党面临的国内外问题和挑战的必要举措。最后，坚持民主集

中制，并将民主集中制具体化、程序化。一方面要防止权利过分集中;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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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防止权力过于分散，出现无纪律无政府等情况。要求中国共产

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议事程序、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

制关系到党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广大群众的认可和信赖，以及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必须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 三) 重视提升工人阶级意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提高工人阶级意识是中国工人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的思想基础。香港

海员工会成立初期，林伟民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工人谋利益上。随后通过对

广大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使工人们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

量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看清共同敌人，团结共同朋友。不断提升广大工人

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工人阶级利益奋勇斗争，以此树立中国工人阶级英勇

奋战、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民族革命提供不竭的动力。

林伟民激发工人阶级意识，促进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过去是

中国共产党面对种种挑战的精神支柱，当前对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当代工人阶级既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

代表，也是我们党执政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功能增强，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从当前

国内环境看，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变

为中高速增长，同时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导致工人阶级内部

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分层化，工人阶级队伍复杂化，阶级意识出现弱化、

分化现象”。① 面对此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要进

一步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巩固工人群众基础。首先，要以维护工

人利益与合理诉求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② 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

利益，切实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其次，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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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升工人阶级队伍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后，要提高工

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定力。当前，国际局势变化莫

测，新时代快速发展变化，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定力是坚持明辨方

向、对党忠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保障，对巩固党的阶级

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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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n Weimin's Political Thought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T imes

Wei Xiping Zhan Fengtao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leader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Lin Weimin made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w ith his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keeps shining even to today. He
answered some major questions of the times such as how to improve building
Party organizations at the primary level，how to improv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unite the workers，and how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form a united force of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Lin Weimin's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w ill help us today
better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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