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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形成的探究

巫春庚 李 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中山 528436）

摘 要：苏兆征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他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工人运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其工人运动思想形成的条件。香港海员大罢
工的胜利，是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一次大实践，更是一次大发展。苏兆征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唯
一的策略》一文，以及其后来发布的《宣布取消特许证之善后办法》标志着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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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人（今珠海），中国早期工人

运动的先驱，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国际职

工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参

加和领导了 20 世纪初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有名的香港海员大

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第三届执行委

员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

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苏

兆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获得了

历史公认，他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工人运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工人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苏兆征在香港做海员的时期，是国际工人运动从沉寂走向

一个新高潮的时期。1906 年，法国全国 46000 名矿工举行了大

罢工，并得到了冶金、纺织、印刷等行业工人的声援，罢工斗争

虽然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但仅巴黎便有 20 多万工人举行罢

工相应。1906 年，苏兆征随船到达日本时，目睹了东京造船工

人、兵工厂工人等都相继举行了罢工斗争。1908 年，当苏兆征等

海员随船抵达英国的港口时，英国正有 30 万名工人举行声势

浩大的罢工斗争。1917 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

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这

些正是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形成的国际大背景，对他后来的工

人运动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条件。1894 年中

国工人总数大概是 91850-98060 人之间[1]，到了五四运动时代，

中国工人总数约为二百六十万人 [2]由此可见，伴随查本主义的

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

开始觉醒起来，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12 年至 1919 年,

有记载的罢工共 130 余次。仅 1919 年全国罢工就有 66 次，中

载明人数的 26 次，共 91000 人。1920 年罢工 46 次, 载明人数的

有 19 次，46000 余人。[3]1920 年 3 月，九江搬运工人为反对美国

陆战队打死中国苦力而举行的罢工；1920 年 4 月，上海兵工厂、

南市各铁厂、水木工人、华商电车工人和船坞工人举行罢工等。

越来越频繁的工人罢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这时已初步有了自

己的阶级队伍，形成了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势。苏兆征随他所工

作的洋船行走于全国各港口，见识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力

量，也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开始觉醒。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4]“五四”时期，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

现，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劳动界》《共产党》《湘

江评论》《觉悟》等。这些新事物和新知识，无疑也影响着苏兆征

的思想。五四运动期间苏兆征时常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文化知

识，他虚心地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他在读过李大

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等文章后，逐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在李大钊文章的影

响下，苏兆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救国

救民的真理。

二、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萌芽

苏兆征出生、成长于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封建政

府无力抗击外国侵略反而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欺压人民的年

代。苏兆征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从小就过着吃不

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他的成长经历见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

民的压迫。他出生的淇澳岛具有抗击殖民主义的光荣传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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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耳濡目染让他对英雄充满了崇敬，对侵略者充满了憎恨，

加上受私塾老师王步千———一位有正义感，有爱国忧民思想的

老师的影响，这些都为他内心播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种子。

苏兆征 18 岁那年被迫到香港谋生，并先后在多所货轮上

工作过，但无论在那所货轮上工作，他的感受都是屈辱和被欺

凌。苏兆征当海员期间跑遍了世界各地港口，耳闻目睹中国政

府由于腐败无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致使中国人到处受洋人

欺压，华侨谋生艰难，这些对苏兆征很触动很大。苏兆征的革命

思想深受自己的同乡———孙中山的影响。由于孙中山经常乘坐

轮船往返于海内外，苏兆征和其他海员便有机会接触他，加上

同是广东香山人，经过不断的接触了解，苏兆征与孙中山建立

了密切的关系。受孙中山的启发和教育下，苏兆征不但逐渐接

受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革

命。他先后参加了在孙中山指导下成立的联义社、群益社等海

员群众团体，1908 年又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积极投身

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中。苏兆征经常利用自己海员的身份为孙

中山和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为此还受到了孙

中山的多次表彰。1911 年辛亥革命的胜利让苏兆征充满了期待

和憧憬，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窃取，中国依

然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冷

酷的现实让苏兆征重新思考自己的革命道路。

1912 年苏兆征回到家乡淇澳岛。在家乡苏兆征利用各种场

合向乡亲们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鼓励岛上的贫苦农民

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与土豪劣绅斗争，他为此被反动政府

拘捕入狱。经他的私塾老师王步千和乡亲们多方营救，他才最

终获释。因为王步千老师遭受反动当局迫害而被拘捕入狱，并

被迫害致死，这一事件让苏兆征进一步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凶

残。1915 年，苏兆征被迫再次离开家乡，在离开前，他发誓要继

续王步千和淇澳岛义士的遗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大众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这是苏兆征的战斗宣言，也正式宣告他

反抗压迫，反抗剥削，为大众谋利益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工人运

动思想的萌芽。

三、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发展

苏兆征到香港重操海员旧业的时候，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由于战争的影响，香港与许多国家的海上交通暂时中断，

苏兆征只能够跟随轮船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国内的各大港口。这

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看到“本国资本家吸允工人的血汗如帝国主

义一般的凶残，越发增加了他反抗的勇气，越使他自信反抗资

本制度是每个工人应尽的天职。”[6]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作为海员的苏兆征和其他海员自然较快地知悉了消息，他们还

听说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欧亚各国人民的斗争情况，听到了工

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人们的利益也就有一些保

障，为此深受鼓舞。十月革命后苏兆征有机会随船到达海参崴

等地方，通过直接与苏俄海员以及当地人民接触，了解到了一

些十月革命的情况，也亲眼目睹了革命胜利后俄国人民当家作

主，不再受压迫的生活状况。在欧美一些港口，他耳闻目睹了各

国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的掀起的一系列革命斗争，

进一步受到鼓舞与启发，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

响，更坚定了他斗争的信念与决心。1919 年中国爆发的伟大的

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使苏兆征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实践让他感

受到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单凭少数人的努力使不可能

的，一定要靠大多数人投入革命斗争，方能有成效。认识到这，

他全力向海员宣传他所感知到的道理，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为

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1920 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当海员时，亲眼目睹了一

个中国童工无端遭受欺压后，再也无法容忍。他坚持正义，向当

时轮船停泊港口的广大工友员工发去呼吁，愤怒控诉英国工头

的暴行，他列举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向工人群众控诉轮船老板和

英国工头狼狈为奸迫害中国海员的滔天罪行，指出只有团结一

致起来反抗海员才有出路。尽管这次斗争规模不大，但这是苏

兆征第一次组织领导海员反抗英国工头暴行的斗争，并取得了

胜利，广大中国海员更是认为这是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第

一次成功，因此更看清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的伟大。这次斗

争的胜利使苏兆征进一步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认识到海员工

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仅仅依靠个人和少数还远的力量是不可

能做到的，必须广泛联合更多的海员工人，依靠海员工人的集

体力量才能达到目的。他决心发动海员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他和林伟民广泛宣传，着手筹备组织中国

海员自己的工会团体。这个实践，标志着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

的进一步发展。

1922 年 1 月 22 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不仅是一场要求

改善待遇、反对虐待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反罢工抗英帝国主

义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兆征始终与海员们

同甘共苦，共进退，挫败了港英当局和外国轮船资本家破坏海

员的种种阴谋，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邓中夏后赞誉这次罢

工斗争是“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7]这次胜利，

是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一次大实践，更是一次大发展。

四、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1922 年 5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

劳动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期间，苏兆征结识了工人运动领袖

邓中夏。邓中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很高的工人运动领

袖，在“五四”运动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

组织领导工作。苏兆征谦虚地向他学习，在会议期间，抓紧机会

向他请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邓中夏认真给他讲

解。邓中夏还介绍他阅读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

著作。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会后不久，苏兆征就反复学习了《共

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国家与革

命》的部分章节。他还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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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它们垄断了

50%的国际贸易，70%的国际技术转让，80%的工艺研究，并且

不断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显

示，2004 年外资以并购形式对我国的投资快速上升为 11%，

2005 年接近 20%。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外投

资基金开始对中国一些行业的重点企业实施并购”。[14]面对国际

市场上企业集团的咄咄攻势，作为一个后发国，追求规模经济、

推动垄断性竞争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所以，今天，国家对垄

断的方式不应单纯的限制、打压，而是合理的引导、扶植。我们

要积极发挥垄断对规模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保护和扶植有技

术优势和创新能力的民族企业，不断增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

力。唯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2015 年

底，中央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迅速组建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以

资本为纽带的紧密型企业集团”。这既是对当前世界经济实体

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未来中国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方向，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对“垄断”问题的认识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

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规范性阶段。

参考文献：

①列宁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②戚聿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9：17.

③杨兰品．中国行政垄断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6：159.

④宋则．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特殊对策[J].财贸经济，1999 (2)：47—

50.

⑤杨兰品，崔春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指向的调整及其启示[J].武汉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7—10.

注释：

[1]《中国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人民日报，1985-01-18.

[2]《新中国农业、交通运输业的巨大成就》，人民日报，1958-01-19.

[3]宋则：《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特殊对策》，财贸经济，1999 年第 2

期，第 49 页.

[4] 王言彬：《茶叶购销中垄断倾向抬头 主产区设卡堵截阻碍流通》，人

民日报，1998-08-05.

[5]吴亮、贺劲松：《地方保护主义究竟保护了什么？———安徽“舒城现

象”透视》，人民日报，2001-04-23.

[6]任仲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人民日报，1994-01-07.

[7]刘敏：《如何看垄断及限制竞争》，人民日报，1995-02-19.

[8]施明慎：《打破垄断 促进竞争》，人民日报，1997-11-26.

[9]王艳林：《统一降价 排挤竞争》，人民日报，1993-06-22.

[10]胡亚军、吕启善：《路霸垄断客运阻拦客车》，人民日报，1989-04-05.

[11]《国务院成立反垄断委员会》，人民日报，2008-08-02.

[12]管益忻：《反垄断要划清六个界限》，人民日报，2001-10-08.

[13]《破除垄断 才能改良“经济实体”》，人民日报，2011-11-11.

[14]毛磊：《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引发产业经济安全担心 反垄断法欲破垄

断难题》，人民日报， 2007-09-26 .

安的《马克（斯）思主义浅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和素养。正是在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

育和帮助下，苏兆征的思想觉悟产生了飞跃，并在 1925 年春顺

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苏兆征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

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也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做

了理论上的准备。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大罢工，悍然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惨案发

生后不久，苏兆征就在《工人之路特号》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唯

一的策略》一文，他在文章中写到：“沙基的一场惨剧，是我们亲

目所见。所以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已经不是“要反对帝国主义”

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对付帝国主义

的策略没有许多，只有一个，整个策略简单的三句话就是：团结

自己实力，联合我们的战线，做持续的奋斗! ……而且亦唯有这

个策略，才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这篇文章是

苏兆征发出的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檄文，他在文章不但谈

到了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更号召要思考怎样反对帝国主义

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了科学的斗争策略。省港大罢工出现问

题的时候，苏兆征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毅

然改变过去全面抵制帝国主义各国的斗争策略。他在罢工工人

代表第十九次会议上做了《宣布取消特许证之善后办法》报告，

正式宣告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英帝国主义。苏

兆征《反对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一文的发表以及其后来发布

的《宣布取消特许证之善后办法》标志着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

的成熟。在苏兆征等人的坚强领导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 1 年

零 4 个月，最后取得完全胜利，它的胜利在实践上证明苏兆征

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孙毓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M].北京:科学出版

社,1957:1201.

[2]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5:91.

[3]陈达.中国劳工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40.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5]叶庆科.苏兆征评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8,25.

[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M].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1985:382.

[7]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46.

（上接第 7 页）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