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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党建

中共工运领袖苏兆征的党性

品质及当代启示

闫辰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苏兆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运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领导

工人运动革命斗争实践中，表现出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胸怀全局、赤胆忠心的政

治品格，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担当底色，心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立场，严于律己、清正廉

洁的优良作风，舍身忘死、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代的历

史座标点上，珠海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传承苏兆征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执着追求和坚贞

品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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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是在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运领袖。他把

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特别是为早期香港和广东省的工人运

动作出了杰出贡献。苏兆征在长期领导工人

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中，矢志不渝地追

求理想，淬炼了对党赤胆忠心、舍身忘死的

坚强党性。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

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传承苏兆征的革命精

神，锤炼党性修养，强化使命担当，为珠海

“二次创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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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

苏兆征1885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

淇澳岛（今珠海市淇澳岛），1929年2月因病

去世。他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

中，表现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

在家乡，少年时代的苏兆征耳濡目染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给劳苦大众带来的沉

重苦难，他立志要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打

倒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1836年他的家乡爆发

的抗英斗争，成为苏兆征爱国主义教育的“教

科书”。①在老一辈抗击殖民者的英勇斗争中

他汲取了精神养料，熏陶出不将侵略者赶出中

国誓不罢休的爱国情怀。贫民家庭出身的苏兆

征，饱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欺压，他立志

要学会“打算盘”为穷人争口气。②青年时代的

苏兆征，先后在英国怡和洋行、德吉利士轮船

公司、美国大来公司、港澳轮船公司的轮船上

做过海员，这期间他目睹了满清政府的无能，

更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从那时起他便和

同乡好友林伟民一道怀揣起救国救民的抱负。

苏兆征与孙中山是同乡，也是孙中山的好友，

知道许多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在与孙中山的交

往中，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追

随孙中山投身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

成为“广东方面的活跃分子”。③俄国“十月

革命”后，他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

性，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信念。他阅读

了李大钊的《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看待民族的命运。特别是在他第一次

领导海员反抗帝国主义殖民者和资本家剥削压

迫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团

结力量的伟大。正是这一经历，使苏兆征在思

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随后领导的香港

海员大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的革命斗争中，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认为，必须

“团结自己实力，联合我们的战线，做持续的

奋斗”“才能根本打到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

族”。④苏兆征的一生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

场上，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代

珠海“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

要学习苏兆征身上那种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执

着追求的坚贞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马

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

动的崇高理想。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他

把这一崇高理想表达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

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更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历史座标点上，珠海经济特区肩负起

先行先试、为全国全省改革开放树立标杆、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使命。面对新使命，

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感悟苏兆征矢志不渝追求

理想的崇高境界，激发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豪情

壮志，推动珠海经济特区大胆探索，为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作出贡献。

二、胸怀全局、赤胆忠心的政治品格

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苏兆征表现出了胸怀全局、赤胆忠心的政治品

格。苏兆征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便主动

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此时的共产党因党员少、组织处于秘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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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苏兆征未能寻找到党组织。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结识了邓中夏，在邓中夏的指导和帮助

下，苏兆征结合自己的斗争经历学习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

冬，苏兆征在北京受李大钊邀请与之会晤，并

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便

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示。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筹备期间，由于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党

中央决定会议筹备工作改由香港海员工会和广

州工人代表会担任。苏兆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

指示，耐心细致地做组织动员工作，确保了会

议的顺利进行。“五卅惨案”后，中共广东区

委决定委派苏兆征回香港组织工人罢工。面对

发动几十万工人罢工所遇到的问题，苏兆征注

重运用反帝斗争精神武装罢工纠察队，注重联

合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罢工，成功组织和领导了

香港工人大罢工。在罢工期间，党指示苏兆征

要着力解决香港工会的统一问题，苏兆征积极

促成香港运输行业工会的统一，筹划了香港金

属业总工会，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香港总工会，

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党的“八七

会议”后，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此

时的苏兆征临危受命当选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成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面对白色恐怖，

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往来于上海和武汉之间开展

地下斗争，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中共六大之

后，苏兆征在党内和共产国际中的地位越来越

高，但他依然展现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

主义战士的形象”。⑤对此，邓中夏这样评述

道：“他未加入共产党前，在社会上便已有很

大的名望，照常理推测，这种人是不习惯于守

共产党铁的纪律的；但兆征同志却完全不然，

他加入共产党的第一天，便过党团的生活，

完全依照党的政策去活动。”⑥少峰在追悼苏

兆征时说：“党命令他做什么，他立刻就去

做……他爱党比世界上什么都厉害。”⑦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

代珠海“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中，广大党员干

部要学习苏兆征身上那种对党忠诚、为党分

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的政治本色。旗帜鲜

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政党的根本要

求，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中，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定力，切实

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尽职，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同

各种不正之风划清界限。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历史座标点上，面对珠海经济特区实现“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四个继续成为”的目标任

务，广大党员干部需要深刻感受苏兆征讲政

治、顾大局、守规矩的政治本色，树立对党忠

诚老实、公道正派的价值观念，在党内政治生

活中接受政治“体检”，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把珠海改革发展放在全国全省

的大局中进行谋划，在践行“四个意识”上争

当表率。

三、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担当底色

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苏兆征表现出了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担当底

色。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斗争形势错综复

杂，罢工工人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在罢工伊

始便打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最初

苏兆征对此是完全赞同的。然而，这种四面树

敌的斗争策略使罢工在制约敌人的同时，也制

约住了自己。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苏兆征意识

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是错误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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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提

出，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

准其直来广州。苏兆征提出的这一正确策略，

保证了罢工的胜利。党的“八七会议”后，面

对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面对国民

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戮，瞿秋白于

1927年11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

“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这次会议通过了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错误估

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主张“不断革命”，当

时苏兆征赞成这一意见。但随后不久他便发现

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他在《给红色工

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历陈“左”倾盲动主

义的错误表现，如“不善于吸收基层工人参加

工会领导工作”“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不是采取

说服方式，而是采取强制方式”“在同反动工

会的斗争中，热衷于搞个人恐怖”，⑧等等。

在党的“六大”期间，苏兆征旗帜鲜明地批评

了“左”倾盲动主义，虚心检查了自己在中央

临时政治局工作期间，以及领导中华全国总工

会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问题。在苏联工作

期间，苏兆征坚持党性原则，坚决同王明的

错误开展斗争。当时王明在党内大搞宗派活

动，假借“江浙同乡会”之名打压反对他的

中国留学生，开除了12名留苏学生的党籍、

团籍，逮捕4人。苏兆征以中共代表团代表的

身份，参与了联合审查委员会的重新审理工

作，他调查了事件真相，据理力争，平反了

这一冤假错案。纵观苏兆征的一生，他有直

面自己错误的勇气，不讳疾忌医，能够及时

修正错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畏强权、坚持

真理，敢于“亮剑”。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代

珠海“二次创业”的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

学习苏兆征身上那种求真务实、刀刃向内、自

我纠错的人格修养。我们经常谈起党性,而实

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俯

下身子、眼睛向下，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

真开展调查研究，既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知错就改。在珠海“二次

创业”的路上面临着繁重的体制机制改革任

务。有改革就会有风险，这需要广大党员干部

深刻感受苏兆征实事求是、自我纠错的魄力和

勇气，以问题为导向增强体察民情的眼力、脑

力、听力和脚力，以“唯实”的态度开展调查

研究，谋划改革发展；如果出现改革失误，要

敢于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

四、心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立场

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苏兆征表现出了心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立

场。1912年，苏兆征因失业回到家乡，面对死

气沉沉的封建陋习，他发动群众移风易俗，成

立“乡民自治会”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重操海

员旧业后，苏兆征热情洋溢地向海员宣传马克

思主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不断

改进方式方法，吸引了很多海员聆听。当苏兆

征意识到全国海员工人联合起来的意义时，他

与林伟民一道坚持不懈地在海员中宣传成立海

员工会的意义，使加入工会的人数超过当时海

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为创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

总会作出了贡献。由于受到海员工人的信赖，

以及他本人所具备的出色财务管理能力，他被

推选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司理。1922年

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展现了立场坚

定，不妥协、不退让的优秀品质，他情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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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处处维护海员工人的利益。在此期间，他

主持制定了“用膳条例”，保证了罢工工人的

日常饮食。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运用多年工

作经验迅速将罢工工人组织起来，发挥群体智

慧开展斗争。罢工期间曾因修筑中山公路的事

情与农民发生矛盾纠纷，他组建宣传队下乡向

农民宣传筑路意义，最终建成了中山公路。由

于他备受群众信赖，缺席当选了省港大罢工委

员会委员长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人评价他是

最能干、最得民心的领袖。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代

珠海“二次创业”的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学

习苏兆征身上那种以人民利益为重、与人民风雨

同舟的赤子情怀。人民是党开展伟大事业、进行

伟大斗争的依靠力量，必须始终在思想上尊重人

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注

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必须始

终在工作中敬畏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

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历史座标点上，对照新时代开创珠海经

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要求，对照人民群众的期

待，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感受苏兆征“一枝一叶

总关情”的公仆情怀，抛弃“官本位”思想，拉

近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出实招、用实策，解决人

民群众的利益关切，为把珠海打造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幸福之都贡献力量。

五、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苏兆征表现出了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良作

风。作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在香港海员

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期

间领导财经工作，他严于律己、两袖清风、清

正廉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在领导香港海员

大罢工期间，他主持制定了罢工财务工作制

度，并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他为罢工积极筹措

经费，并把每一笔筹款登记造册，对罢工的各

项费用支出精打细算，从不浪费，并将收支情

况详细记录，定期在海员代表大会上报告财务

情况，接受海员工人的监督。在领导省港大罢

工期间，敌人烧毁了罢工大本营“东园”，罢

工委员会会计部的保险柜遗失，而敌人则据此

诽谤苏兆征贪污，污蔑他纵火灭迹。面对这种

情况，苏兆征头脑清醒，在工友的帮助下于小

河中找到了丢失的保险柜，并召开罢工工人代

表大会成立“审查财政损失委员会”清点账

目，结果是分毫不差。这一事件进一步提高了

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此后无论反动派

如何造谣污蔑，工人群众没有一个相信的。党

的“八七会议”后，苏兆征以党中央政治局常

委的身份主持中央财务小组的工作。这期间，

由于党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活动阶段，改变

了在武汉期间那种出纳会计分开管理的做法，

而将财务工作交由苏兆征一人全权管理。那时

苏兆征家中缺粮少食，但他公私分明、清正廉

洁。一次因家中无米下锅，有的同志建议他先

用公款买米救急，他坚持再困难也不动用公家

的钱；他认为，管理钱财要用好“公平、廉洁

和严肃”这三个法宝，与大家同甘共苦。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

代珠海“二次创业”的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

要学习苏兆征一身正气，舍小家、顾大家的高

尚境界。廉洁自律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必修

课，好的作风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底色，更是干

事创业的底气。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先进性意

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好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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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好干部”的形象。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

史座标点上，珠海必须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

铲除“四风”反弹回潮的隐患，严厉打击变通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根除某些

领域和行业中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感悟苏兆征廉洁奉公

的作风底色，无私以感人，律己以服人，廉洁

以聚人，自正以带人，自觉抵御不良风气的侵

蚀，自觉接受各方监督，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六、舍身忘死、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

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苏兆征表现出了舍身忘死、鞠躬尽瘁的奉献

精神。1928年9月，苏兆征积劳成疾，留苏医

治。面对病痛，他依然完成了关于1922年香港

海员大罢工问题的小册子。1929年1月，因国

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苏兆征抱病返回祖国

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

会议。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病情日益严重，此

时他依然将党的事业放在首位，不肯将病情告

诉别的同志，以免增加党的负担。1929年2月

25日，苏兆征溘然长逝，年仅44岁。苏兆征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感天动

地，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尽管白色恐怖弥漫

全国，但挡不住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

平凡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劳动》杂志发

文评价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忠实最勇敢最坚

决的领袖”“自始自终，坚定不移的代表无产

阶级的意志而奋斗”“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上为中国革命的先锋”“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

创造是万古长存，永远不可磨灭的。”⑨

伫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潮头，在新时代

珠海“二次创业”的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

学习苏兆征身上那种为了党的事业舍身忘死、

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为党献身是共产党员党

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强大人

格力量。共产党员要永远牢记“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做到“平常时

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及关

头豁得出来”，排除私心杂念，在艰难险阻面

前，在矛盾漩涡之中，要义无反顾，豁得出、

顶得上、扛得住。

注释：

①淇澳岛位于珠江口西南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

略者企图占领该岛以作为贩卖鸦片的基地。1836年

农历7月初，英美两国侵略者借口“猪仔”（对被帝

国主义贩卖的华人劳动力的蔑称）逃跑，意欲占领

淇澳岛。淇澳岛居民顽强抵抗，誓死打败侵略者，

保卫淇澳岛，这一事件比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还要

早5年。英美侵略者被打败后，被迫赔偿3000元白银

给岛上居民。淇澳岛居民用这一赔款的余款修建了

一条约2千米长的花岗石街（后称“白石街”），以

作为殖民者失败的见证，并激励后人要铭记历史、

保家卫国。苏兆征作为淇澳岛的后人，从小就听老

一辈人讲述这段历史故事，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②苏兆征一家曾饱受当地地主苏雨田的欺压，年少

的苏兆征曾认为苏雨田盘剥农民的秘密在于他会打

算盘，怎么学会打算盘，不再让穷人受到欺负，成

为少年苏兆征的梦想。在读私塾时，受到进步教师

王步千的教导，他掌握了打算盘的技巧，这也为他

日后在工人运动中做好财政工作打下了基础。

③⑥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A].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苏兆征研

究史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38，339.

④⑤叶庆科.苏兆征评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1994：19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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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少峰.追悼苏兆征同志[A].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苏兆征研

究史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33.

⑧卢权，禢倩红.苏兆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3：365.

⑨沧海.苏兆征—为共产主义伟大奋斗目标奋斗[A].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

委党史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C].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198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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