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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对省港大罢工的巨大贡献
李洁春

摘 要 苏兆征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核心领袖。在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中，他以卓

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赢得了广大工人的热爱和拥戴；他灵活地运用

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是国际职业运动史上罕见之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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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成为反帝国

主义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革命的热

潮，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是省港大罢工。出身

于珠海口淇澳岛贫苦农民家庭的苏兆征，正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

导人之一，对此次反帝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组织筹划，发动省港罢工

为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1925 年 6 月 1 日，中国广东区委和

中华全国总工会准备发动省港大罢工，并于 6 月 2 日举行了一次

大规模的示威流游行。正在广州的苏兆征，不仅积极参加反帝集

会和示威游行，在返回香港后，更是大力开展反帝宣传活动，说服

工人领袖，深入工人群众，多管齐下，为组织发动省港大罢工做出

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一）组成罢工指挥机关

鸦片战争后，香港为英国所侵占，香港的中国同胞苦难尤深。

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仅有党员约 10 人及共青团员 10 余

人，在工人中的力量比较薄弱，在香港工人中影响不大；兼之香港

当局不断对香港加强控制，香港工人要团结起来举行全面性的反

帝政治罢工，显得困难重重。苏兆征等深刻认识到，必须有一个

坚强的领导核心，进行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才能达

到举行罢工的目的。对此，苏兆征、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五

人，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团委员会，作为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发动

指挥机关。

（二）力挑重担发动工会领袖

罢工前，香港共有 140 多个工会团体，但大部分工会主要由

资本家、封建把头或黄色工会头目操纵，他们对于“五卅”惨案的

发生并无切夫之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帝要求也漠不关

心。鉴于香港工会的复杂情况，苏兆征等人决定分工，专人负责

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苏兆征在香港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

深厚的群众基础，他力挑重担，与邓中夏、黄平负责同各工会领袖

联系并进行宣传发动和教育工作。苏兆征与邓中夏在香港西环

杏花楼召开各工会领袖联席会议，力说工会领袖，“因兆征同志平

时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

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

（三）成立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机构

为保障罢工行动顺利开展，6 月上旬至中旬期间，苏兆征与

邓中夏等人在香港车衣工会与多名工会负责人举行数次会谈，商

讨罢工事宜。在苏兆征的倡议下，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

统一指挥罢工行动的机构。苏兆征任干事局局长，邓中夏为总参

谋，黄平为外交委员，负责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发动罢工的同时，苏兆征等认识到寻求外援支持的重要

性，积极与广东革命政府接洽，最终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

恺的支持，并向广东革命政府争取到一笔款项作为罢工工人的伙

食费，还为罢工工人提供宿舍，解决了后顾之忧，大力地鼓舞了香

港方面的组织发动工作。

（四）双管齐下力促罢工行动

经过几天的紧张发动，广大工人革命热情高涨，罢工时机日

趋成熟，但一些黄色工头却在爱国罢工必行之势下表现出迟疑不

决、畏惧不前，并故意提出一系列借口试图拖延阻挠罢工行动。

苏兆征等斗智斗勇，反复进行宣传教育。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说明工人领袖，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进行串联发动。“工

人发动起来后，又对黄色工会领袖们施加压力，迫使黄色工会领

袖拥护罢工。”至此之后，香港所有工会，除反动的香港机器总工

会外，其他工会都以苏兆征领导的海员工会马首是瞻，最终成功

促成了罢工行动。

经过充分的准备筹划，1925 年 6 月 19 日，在苏兆征等人带

领下，香港海员工人率先打响了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第一炮。随

后，电车、洋务、印刷、码头、煤炭、邮电等行业纷纷响应，罢工人数

达到 25 万。6 月 21 日，广州沙面数千洋务工人亦奋起举行罢工。

两支罢工队伍汇成气势磅礴的反帝革命洪流，对省港帝国主义以

沉重打击。

二、统筹大局，主持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

省港大罢工举行后，港英当局大为震惊，大力搜捕罢工领导

人及参加罢工的各工会骨干。广大工人相继离开香港返回广州，

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继续进行反帝斗争。如何引领云集广

州的 10 余万罢工工人顺利发展罢工行动，苏兆征为此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一）团结罢工群体，组建省港罢工委员会

罢工实现后，苏兆征等提出必须迅速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

的、能带领全体罢工继续冲锋陷阵的统一指挥机构，然而这并不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一些参加罢工的黄色工会头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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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怂恿和支持下，正千方百计地想要把罢工

领导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来，以使罢工斗争中途夭折。 苏兆征等

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面对有心人士的分裂之

举，苏兆征和邓中夏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

坚持成立统一的罢工委员会，并坚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对罢工领导

机构和罢工斗争的领导权。通过耐心说服教育，1925 年 7 月 3

日，顺利组建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和沙面的罢工工作

实行统一指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政治罢工斗争的革命

群众组织。

（二）注重建设，完善罢工委员会各级机构

罢委会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

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审计

局、铁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 苏兆征被推选为

委员长，同时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邓中夏十分重视

罢委会各级机构的建设改革和对工作人员的培养教育，密切结合

形势的发展及工作人员的表现情况及时整顿，完善罢委会机构，

罢委会各极机构相继建立并健全起来。纠察队作为与帝国主义

和反动势力斗争的革命队伍，在苏兆征的引领下多次给予敌人以

沉重打击；作为罢工“最高议事机关”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建

立，有效地保证了罢工队伍的团结，保证了罢工政策、策略的有效

执行。在苏兆征的组织下，罢委会工作效率不断提高，战斗力亦

不断增强。

（三）日理万机，为罢工斗争竭尽全力

身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为罢工斗争鞠躬尽瘁、竭

尽全力。当时事务之繁忙，正始邓中夏所言：“有隔日一开的八百

余人之代表大会，在封锁香港的二千余人之纠察队，有法庭、有监

狱、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有公共饭堂，有公共宿舍⋯⋯,在这样

的庞大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几万。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

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苏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

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称赞苏兆征：

“他是一个党性很强，工作很踏实，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的十分优

秀的好工人领袖。”

总而言之，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工人代

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组织缜密，真正发挥了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罢工从 1925 年 6 月开始，到 1926 年 10 月结束，长达 16 个月，给

予香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三、运筹帷幄，灵活机动开展罢工斗争

省港大罢工爆发以来，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紧张险恶，

既要安排好罢工队伍内部事务以使其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又要妥

善处理好广东地区的有关情势，争取各方面力量的支援，更要有

力地回击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种种破坏阴谋，任务

何其艰巨大。然而整个罢工坚持长达 1 年 4 个月之久，究其原因

主要是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委员会，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地制

定和调整斗争策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运筹帷幄，给予了英帝国

主义沉重打击。

（一）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单独对英”

省港大罢工是反帝的政治大罢工。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

共同参与制造了“五·卅惨案”、“六二三”惨案，联系到各国列强侵

华的罪恶历史，兼之当时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提出“反帝时千万不

要反对美国”的论调，邓中夏、苏兆征等在罢工初期提出了“反对一

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苏兆征更是提出了“持续向帝国主义进攻”的

主张。然而随着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这一做法虽对各国帝国主

义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也给罢工队伍带来了很不利的后果。

一方面，由于广东地区的日用工业品、粮食、燃料等一向要靠

进口维持，实行全面封锁势必也会造成自困；另一方面，由于日常

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断，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势必减低

其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度；再者，帝国主义对侵华虽有其一致性，

但彼此间为争夺中国市场而矛盾重重，“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

号，势必使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罢工队伍。

罢工两个月后，苏兆征等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调整斗争策略，

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英帝国主义，利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

盾，以便于省港罢工的顺利进行并争取更大的成果。为此，苏兆

征、邓中夏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商量后，确定了“单独对

英”的原则，提出“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

来广州”。这一政策实施后，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效果。一方面拆

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香港当局一再叫嚣的要以十万大兵

攻打广州的恐吓完全破产；另一方面大批设在香港的外籍商行纷

纷迁入广州，各地轮船公司也纷纷与广州直接通航，香港变成“死

港”；同时，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广

州航运业更是欣欣向荣，商业、财政、税收等也有很好发展，农民

的产品可以出口，商人也有生意可做，有助于巩固工家联盟。

（二）灵活运用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策略推动省港大罢工

苏兆征与邓中夏在领导省港罢工过程中，始终戮力同心，坚

定不移地联合各阶层人士，灵活运用了我党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

政策和策略，团结了大批的爱国人士，扩大了反帝的联合阵线，为

省港大罢工的顺利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广州地区民族资料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生长

起来的，他们既有革命的爱国热忱，也十分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

罢工初期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导致广东的贸易活动

大幅萎缩，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受损，对省港罢工的态度也日

趋冷淡，甚至持对立态度。针对于此，苏兆征主动与广州有关工

商界人士联系，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反帝罢工的意义，同时认真

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利益，以调动他们联

合反帝的积极性。1925 年 8 月中旬，苏兆征主持召开包括工商

界人士在内的各界招待会，决定“单独对英”；而后为更好地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在 8 月底又主动取消特许证，提倡“工商联合”、

“工商携手”的口号，令广州工商界十分感动，表示此次罢工“为人

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

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

件为目的。”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罢工期间，苏兆征等也十分重视做好华

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主动邀请海外华侨返回广州参观访问并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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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介绍此次反帝斗争的政治意义及正义性，积极争取华侨从经

济等方面给予省港罢工以援助。1926 年 3 月底，苏兆征在报告

罢工以来的财政收支情况时说：“此次罢工共收入二百九十余万，

华侨占一百九十多万。”

农民群众亦是反帝斗争的重要联盟。罢工期间，苏兆征等帮

助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农民建立自卫军，并多次到农村宣传罢工

政策，开展农民运动，形成了密切的“工农联合”，各地农民积极响

应，有效地协助了对香港的封锁。

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罢

委会正确运用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又一创举。早在罢工筹

备阶段，苏兆征等就积极争取国民党的帮助，加强与国民政府和

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密切合作，还聘请了廖仲恺等作为罢工委员会

的顾问。苏兆征经常主动地与廖等人磋商，在一些重大决策和活

动上也积极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罢委会也积极支持国民党左

派，帮助他们发展壮大以巩固其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1925 年 8

月 7 日，苏兆征以本人名义公开发表了题为《肃清内奸》的文章，

旨在打破国民党右派与香港英帝国主义策划的反革命叛乱。8 月

11 日罢工工人约 10 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而后在中共和广大罢

工工人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国民党左派将与刺廖案有重大嫌疑

的胡汉民、许崇智驱逐出广东，国民政府遂转危为安。

正是由于苏兆征等坚定地执行正确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策

略，非常重视与广东各阶层人士的团结，省港大罢工才能历时弥

久。这次大罢工有效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将平日繁华热闹的香港

变成了“死港”、“臭港”、“饿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工运史上最沉

重最成功的一笔，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

巨大作用。省港大罢工领导之坚强，组织之缜密，规模之巨大，持

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书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可歌可

泣的一页，成为世界工运史上罕见之壮举。这次罢工主要领导人

之一的苏兆征，对这次反帝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兆征一生

为革命不辞辛劳，1929 年 2 月终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弥留之

际仍念念不忘工作，逝世前留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同心合力达

到革命胜利”的遗言。英雄虽逝，但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苏兆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伟大的工人领袖，与省港大罢工

这一伟大的反帝罢工斗争一起，永远记载在中华儿女心中，记载

在中国革命光辉史册上。

注释：

卢权、禤倩红．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

访问罗大明纪录，1960 年．

丘均元．苏兆征对省港大罢工的贡献．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8）．

1926 年 3 月 31 日《工人之路》．

育政策的义务，但对于公民享有的生育权利缺乏明确规定。因此

导致公民在维护自身生育权时缺乏相对完整的依据。

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生育权规制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一是推动生育权入宪。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规定了公

民的基本权利，在所有法律中居最高地位。为保障生育权在我国

得到更好的实现，可将生育权写入宪法，同时确立生育权的人格

权属性，以此来区别生育权与其他与之相似的权利。

二是对我国婚姻法作出完善。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夫妻具

有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对生育权作出规定。可在婚姻法

中新增以下条款：（1）夫妻中任意一方在行使生育权时不得侵犯

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在夫妻生活中，如果其中任意一方不愿进行

生育行为，另一方不得以强迫手段迫使其生育，如有上述行为则

构成侵犯对方的生育权。此种情况不仅有只包括具有生育义务

的女方，还包括婚姻关系中的男方。（2）在民事诉讼方面，夫妻

一方可以另一方不愿生育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必须强

调的是，在夫妻中任一方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没有子女的情况

下，另一方无权以对方不能生育为由而提出离婚，这一情况与不

想生育的不同在于是否主观恶意。（3）完善相关救济程序，例如

可规定生育权受侵害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另一方

不得拒绝。

三是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法律实践中，我国公民在行驶

生育权时所产生的纠纷和救济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以达到现实生活中有关生育权问题的诉讼的合理引用，进

而达到对公民间的生育关系的调整。出台的解释需包括以下两

方面内容：（1）民法上人格权的侵权行为都有构成要件，侵犯生育

权也不例外。构成要件完备，侵权行为才能成立。另外，民法中

的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作为人格权属性的生育权，

也应该贯彻执行这个基本的举证责任，以保护公民的生育权。但

是，医疗机构侵犯当事人生育权属于例外情况，受害人对医疗机

构侵权的证据不好收集，所以只能举证责任倒置。（2）没有自由

的法律，即我们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所以，规定生育权

行使的限制性原则，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且要完善生育权纠

纷的救济程序，及时处理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四、结语

公民对生育权的行使应结合我国国情而受到国家法律的相

应规制。我国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项

倡导性义务，因此仍需尽快完善我国的生育权立法。在法律实践

中，要加强生育权研究，完善我国生育权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

公民生育权利，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注释：

王虎、范学谦．论生育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2）．

李薪．论我国的生育权规制．现代法学．2014（3）．

孙意如．夫妻生育权冲突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14（5）．

赵乐．两性生育权冲突之立法解决．现代法学．2013（3）．

庄国立．生育权研究．现代法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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