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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苏兆征逝世 90 周年。出

生在珠海市淇澳岛上的苏兆征，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中国共产

党的成长壮大，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也

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他提出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奋起抗争，使全国

同胞得到解放。他主张革除陈规陋俗，反抗封建势力，鼓励青年改变现

状，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他认为追求革命胜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建立自己的武装，增进工农之间的联盟，“动员群众”起来进行斗争。

他坚信革命一定成功，始终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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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地

方，也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热土。被誉为 “珠海红

色三杰”的苏兆征、林伟民、杨匏安就是突出代表。1885 年 11 月 11 日，

苏兆征出生在今广东省珠海市淇澳岛上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 年 2 月

25 日病逝于上海。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

罢工和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重要领导人，在党的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上，两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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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在党的幼年时期，苏兆征为革命

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苏兆征逝世 90 周

年之际，我们应缅怀苏兆征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为党的成长壮大、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学习他的高尚品德，

弘扬他的伟大精神。与此同时，笔者在研读中共党史、关于苏兆征的传

记、论文以及苏兆征本人的讲话和文章等的基础上，试就苏兆征的政治

思想做个简析。

一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使全国同胞得到解放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在 1919 年的中国爆发，中国工人阶级

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对于香港海员的

斗争活动和日后工会组织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苏兆征在此期间也得到教

育与锻炼。他结合自己长期的苦难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实践，审视当时

中国的社会现状，认真思索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

成功之所在，以寻求解救中国的出路。特别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由

于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斗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渐

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中国劳苦大众要摆脱悲惨

命运，就要以俄国工人阶级为榜样，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

的解放。他满腔热忱地向广大海员工人宣传: 只有苏俄才是工人阶级的政

府，今天俄国工人才真正摆脱了 “打铁工人戴枷锁”的悲惨命运。他指

出: 要想挖掉穷根，摆脱悲惨命运，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就像俄国

工人那样; 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海员出身的苏兆征给大家打了一个

比方: 一条黄麻打成的细绳容易拉断，一束黄麻结成的绳索，就能把大轮

船拴住。他要求大家要像俄国工人阶级那样团结起来，为保障自己的切身

利益而斗争，到那时包工头他们就不敢欺压我们了。就这样，苏兆征凭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自己的斗争经验和创造性的工作，使众多海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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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和林伟民等人一起，毅然领导和发动了香

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尤其是省港大罢工，他指出: 此次罢工关系

中国生存问题，倘若失败，便是中国民族的失败。苏兆征对其意义一再论

述说: 我们此次罢工，并不只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全民族的，要

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使全国同胞得到解放。其论述精辟，掷地有声，警

醒人们。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革除陈规陋俗，反抗封建势力

苏兆征年轻时在外轮上当海员，每次随船远航后回到香港，总是抽时

间回乡探望父母和乡亲。由于在外见过世面，接触过不少文明社会的新事

物新风尚，相比之下，他深感家乡的贫困与落后，存在着不合理、不文明

和黑暗的现象。为此，他感到不安与不满，决心为改造家乡、向旧势力挑

战而努力。他动员家属带头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发动农民改革陈规陋

俗，提倡文明结婚，反对买卖婚姻，提倡剪辫，揭露农村黑暗势力和各种

不合理现象。他号召村民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为榜样，敢于革新，破

除旧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苏兆征看到村中有些和他一起外出当海员

的青年因为怕苦怕累，担心危险，不太情愿继续当海员，但回到家乡后又

找不到生计，生活仍然很困难时，就开导他们说: 你们在家里不出去做

工，家中怎样养得起你们呢? 还是到外面谋一条出路，大家在外面，可以

互相照顾，有事多商量，什么困难都好解决，不能安于现状，趁年轻还是

出门闯一闯! ① 这些人听了苏兆征的话，加上他的以身作则，后来又跟随

他到香港当海员，有的人还投身到之后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三 工农联盟，动员群众

苏兆征小时候家境贫寒，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时常利用工

余时间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孜孜不倦地博览当时宣传新文化的书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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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从中寻求战斗的思想武器，增强革

命意志。他在学习当中能够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所以对问题的理

解较为深刻。结合自己长期的苦难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实践，以及当时

旧中国的社会状况，认真思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列

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他逐渐认识到，实现革命的胜利，单凭少

数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一定要靠大多数人投入革命斗争中去，方能取得

成效。他主张: 要广泛地建立革命武装，以便抵抗白色恐怖; 保存自己，

坚持斗争; 要努力增进工农之间的联盟，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援助，农

民运动不能获得稳固的胜利，同时，工人阶级也需要农民革命的支援，因

此必须要与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系。①

1928 年 3 月 18 日，有 5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名工会代表参加的赤色职

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苏兆征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

他和 15 名代表一起参加了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他代表中国工会代表团

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他强调指出: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

反动派、反动资本家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十分残酷地压迫工人群众，中

国革命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状况，而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条件下，继续

英勇地坚持斗争。因此，在如此严重的局面下，我们唯一的工作路线就是

“动员群众”。他认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

力量，才能把反动统治者推翻。② 苏兆征的武装斗争思想、实行工农联盟

思想、广泛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为后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发展和运用，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所证明其科学性和前瞻性。

四 以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奋斗终生

苏兆征早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积极投身到旧民主

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去。起初他对辛亥革命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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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寄托着厚望。但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冷酷现实，使他的美好憧憬归

于破灭。他为此感到困惑与忧虑。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特别是 1925 年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他对革命前途越来越充满信心。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他两次

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最高核心决策层，他和战友们一起力挽狂

澜，呕心沥血，夙兴夜寐，同时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信

念。苏兆征满怀豪情地指出: 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黑暗必将为黎明所代

替，真理在我们手中，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人民。①

长期艰苦的斗争和异常险恶的社会环境，使苏兆征积劳成疾，在苏联

期间患了阑尾炎。考虑到他的身体太虚弱，医嘱先疗养一段时间，然后再

施行手术。但苏兆征身在苏联，心系祖国，一心惦念着国内的革命事业和

亲爱的战友们。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925 年 2 月上旬，苏兆征回到

上海后，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为了不增加党的负担，他严守秘密，既不

愿将病情告诉其他同志，也不肯把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家人，以免

给党造成不利和危险，因而延误了治疗时间，致使病情恶化，无法医治。②

1929 年 2 月 25 日，苏兆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念念不忘加强党的团

结，念念不忘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地对前去探

望他的周恩来等同志说: 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着我

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努力奋斗! “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

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表现了他坚定的信念、对党的事

业忠心耿耿和对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对当时的中

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同样，也

激励着今天为实现中国梦的每一位中华儿女。

苏兆征病逝的第二天即 1929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

出了悼念苏兆征不幸逝世的第 32 号通告。

通告指出: 苏兆征在工作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

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全党要学习苏兆征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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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精神，向前奋斗。3 月 4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各级工会发出悼念苏兆

征的通告。3 月 15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向各级团组织和团员发

出了悼念苏兆征的通告。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

织，也为苏兆征举行了悼念活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深切怀念苏兆征。

逝者如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今天的珠海、广东和我们国家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昔日的珠海，早已发展成为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花

园式的海滨城市，这是同苏兆征等无数革命先烈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分不

开的，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分不开的。

新时代，我们应利用各种方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宣传苏兆征等老一辈革命家

和无数英雄模范人物的优良品德与光辉事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因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

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

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②

当前，我们应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悠久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

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先进文化，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下大力气，扎实

研究和弘扬苏兆征同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政治思想、崇高品德和光

辉业绩，为珠海“二次创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实现 “两个一百

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助推经济社会新发展。同时，还应正

视珠海红色文化资源面临的主要现实困难与问题，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对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力度，真正解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应坚持文化

建设与旅游发展相结合，拟将苏兆征家乡珠海淇澳岛主干道命名为 “兆征

路”，并积极修缮和申报苏兆征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规

划和旅游部门共同规划开发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把淇澳岛打造成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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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和生态文化旅游基地。还要健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

长效机制，使保护和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常态化工作，加大红色文化

宣传普及力度，建立和拓展党员的党性教育基地，尤其要给青少年学生开

辟第二课堂。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2018 年 3 月，珠海市确定了 6 个党史

党性教育基地并命名授牌，即苏兆征故居陈列馆、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

运动史迹陈列馆、杨匏安陈列馆、中共小濠涌支部旧址、珠海市凤凰山烈

士陵园、“桂山号”英雄登陆点遗址。这是进行中共党史和党性教育的重

要资源，必将发挥党史党性教育基地主阵地作用。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应像苏兆征那样信念坚定、奋发进取、廉洁奉公、积极工作、严

于律己，率先垂范，忠诚干净有担当，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

扎实有效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苏兆征逝世 9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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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 Zhaozheng's Ideological Heritage

Li Wenhui

Abstract: 2019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Su Zhaozheng's death. Born on Qiao Isl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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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ai，Su Zhaozheng established the immortal meritorious service for the

vigorous rise of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the growth and streng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the Party，and left behind the precious ideological heritage. He suggested that

workers must unite and fight to liberate the nation. He advocated the elimination

of stereotypes，resistance to feudal forces，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self-improvement，and enterprising. He believed that the pursuit

of revolutionary victory must，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uild up its own armed forces，enhance the alliance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and“mobilize the masses”to carry out the struggle. He firmly believed

in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and had always shown firm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victory.

Keywords: Su Zhaozheng; the Ideological Heritage; Workers' Movement;

Mobilize the Masses; Firm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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