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

形成、内容及启示
*

张一鸣＊＊

【摘要】苏兆征是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先驱和领袖，是香港海员工

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国内政局动荡和国际

工人运动频发的背景下，苏兆征工人运动的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其

思想主要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以学习借鉴结合实践为标准，

以恪尽职守接受监督为原则，以尊重和发扬工人民主为指南。认真研

究苏兆征的工人运动思想，对新时代促进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启示。

【关键词】苏兆征 工人运动思想 工人阶级

作为珠海“红色三杰”之一的苏兆征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了闻名世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和省港大罢工，并创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在此期间所形成和发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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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苏

兆征的工人运动思想，对新时代促进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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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 一)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背景

苏兆征 1885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 ( 今珠海市高新区淇

澳村白石街) 。幼时因家境贫困，只读过 3 年私塾，后辍学务农。1903 年

被迫离乡到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在香港外轮做苦工期

间，他见证了中国人惨遭帝国主义的压迫，目睹了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

现实的窘迫和不平等对待，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

些经历，让他萌发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精神。

国际工人运动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鉴。苏兆征做海

员期间，正值国际工人运动高潮阶段。1906 年法国、日本相继爆发工人大

罢工。1908 年，在苏兆征抵达英国港口的时候，英国也正在进行罢工斗

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美各地工人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中国海

员基于工作原因得以往返于世界各个国家。因此，苏兆征和其他的海员能

够较快地掌握各个国家的革命消息。而革命运动也成为这个时期他们日常

生活中的主要话题。正如一位当年和苏兆征一起战斗的老海员回忆时所

说: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我们很快就听到了。因为当时不少白俄分

子从俄国逃跑出来，有的搭船前往上海。他们在船上把 ‘十月革命’的事

情讲开了，我们因而也听到了。轮船航行到各国港口，我们又从当地海员

等人中辗转听到。我们还看到了欧美各国工人在五一劳动节等节日中英勇

举行示威游行及组织工会的情况。因为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他们的利益也就有了一些保障。看到这些情景，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坚定了苏兆征革命的信心。随船返港后的苏兆征及其

他海员，深受香港群众抵制日货等爱国举动的感染，积极走上街头参与其

中。“‘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我们在船上也有所闻……我们海员工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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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时也热烈参加了。当时群众收缴日货并加以烧毁。人们还把贩卖日

货的公司包围起来。我们拍手称快”。① 苏兆征在国际工人运动高潮迭起

中，看到工人阶级蕴含的强大革命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工人运动

思想的形成。

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动

力。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工人人数剧增。1894

年到 1913 年，中国工人总数从 91850 ～ 98060 人，② 增长到 “当在五十万

到六十万之间”③。由此可见，在近 20 年间，工人总数增加了大约 5 倍。

辛亥革命后的 1912 年，中国工人阶级拉开罢工运动序幕。数据显示，在

1912 ～ 1919 年间，中国工人罢工次数明显增加，有记载的罢工约 130 次。④

至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罢工人数已突破数十万人。⑤ 发展壮大的罢工力量，

是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证明。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

依据。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带来马克

思主义。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大钊、杨匏安等人开始广泛地、系

统性地、较为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传入，影响并丰富了苏兆

征的思想。他利用工作之余，阅读李大钊的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

的胜利》等文章，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⑥ 借助一定的革命理论指导，

苏兆征逐渐摆脱旧民主主义，开始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识到只

有学习俄国工人阶级，走俄国人的路，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

放。⑦ 苏兆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锲而不舍地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对无产阶

级革命理论的认识，这使其工人运动思想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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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发展

苏兆征看到国际工人运动频繁发生，意识到随着资本家对中国经济

掠夺的加深，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为摆脱被压迫、被奴役

的现状，苏兆征加入 “义兴阁”。当年曾与苏兆征一同参加 “义兴阁”的

老海员冯燊回忆说: “我们海员对于如何富国强民的道理一时讲不清楚，

但是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却非常明确。因为我们一到船上做工，就碰到了

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处处感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压迫，

因此我们中国海员的强烈愿望，就是要求民族革命，祈祷祖国早日富强

起来，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① 1905 年，苏兆征在轮船上结识了忙

碌于海内外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曾这样鼓励苏兆征和其

他海员: “当今世界革命潮流汹涌，我们要经过努力奋斗，争取自由幸

福。如今商界都已经结成各种商会团体，你们海员工友人多势众，为什

么还不行动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团体呢? 只要你们团结起来，就会有

力量的。”② 通过与孙中山先生的多次交流，苏兆征于 1908 年加入中国同

盟会，进一步学习新思想，继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1915 年，

苏兆征被土豪劣绅逼迫离开家乡，再次返港继续海员生涯之际，他发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③ 的誓言，正式表达

其反压迫的誓死决心。苏兆征为海员争取利益的想法，也是他工人运动思

想的开端。

苏兆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随船去海参崴等地，直接与苏俄海员及

当地居民接触，听他们描述“十月革命”的经过，与他们共同感受俄国人

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亲身体会俄国人英勇团结、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在

此期间，他接触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被 “布尔什维克” “苏维

埃”等内容所深深吸引。④ 此外，他在欧美一些港口耳闻目睹了受俄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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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影响而掀起的一系列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从中，苏兆征看到工人阶

级的团结所爆发的巨大力量，革命决心更加坚定。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

后，苏兆征进一步加深了认识———革命需要集体的力量，仅仅依靠个人无

法取得成功。他开始动员广大海员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展开斗

争。一位老海员回忆苏兆征说: “他是海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对群众关

心，在港口或船上都经常宣传工人阶级受压迫剥削的情况，指出工人阶级

应享有的权利，揭发资产阶级不合理的剥削行为。”① 1922 年香港海员大

罢工运动的爆发，是对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一次实践性检验。苏兆征在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中意识到: 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可以抗衡压迫剥削

他们的外国资本主义; 发动罢工为工人阶级谋取合理权利是十分必要和正

确的。并且通过此次罢工活动，也展现出苏兆征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能力。

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谈到，要 “对苏兆征、林伟民等人所领导的

香港海员罢工的斗争及其经验给予高度评价。”②

1922 年 5 月 1 日，在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苏兆征结识了工人

运动领袖———邓中夏。邓中夏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驱领

导者和组织者，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邓中夏的指导

下，苏兆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学习研究，其工人运动思

想有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1925 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在罢工过程中，苏

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改变原有口号———反对一切帝国主

义，作出新的战略调整———单独对英，即 “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

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③ 邓中夏对此次战略调整作出这样的评价: “这

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

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

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

济的独立发展，这个伟大的罢工能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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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策略之正确。”① 省港大罢工的全面胜利，再次验证了苏兆征工人运动思

想的正确性，也标志着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二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把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终身奋斗目标

反对剥削与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奋斗目标贯穿于

苏兆征的一生。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开始，帝国主义在华不断扩张，中

华民族饱受欺凌，这直接体现在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上。

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更反映出对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本质追求。苏兆征经历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

歧视，又亲眼看见工友们不堪重负的自杀。他认识到解决当下困境的关键

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除此之外，在得知恩师王步千为救自己而被

害后，内心受到沉重打击。老师的离世，使他彻底看清反动统治者的残

酷，激发他内心深处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精神。苏兆征从此产生强烈的

改造社会的责任感，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中。在香

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他领导工人们反抗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为

实现民族独立、主权平等反抗。直至离世前，他依然强调 “大家同心努

力，达到革命的胜利!”②

( 二) 把不断学习借鉴、结合所处环境进行实践作为践行标准

苏兆征明白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提升自己，

从而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他又注重将所学知识与实际情况

相结合，根据外部环境积极调整，从而实现奋斗目标。

苏兆征家庭贫穷，只是在亲戚的资助下，才有了 3 年的求学经历。他

一开始识字不多，凭着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在工人运动期间已能起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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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会议文件，还亲自撰写了《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记》。他对孙中山

精神的学习，促使他坚定地维护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对辛亥革命果实

被窃取的思考，让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探

究，增强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

一。他不仅学习借鉴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且能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

合。从香港海员大罢工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 “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

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①，体现了苏兆征重新审视帝国主义之间

的矛盾，将革命理论灵活地运用于斗争实践的积极转变。这个转变对瓦解

帝国主义联盟与争取其他各方同情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工人运

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苏兆征这种努力学习、注重实践的品质，深深影响

着工人阶级，为当时的工人阶级队伍作出了表率，也坚定了工人群众取得

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 三) 把严守纪律、廉洁奉公作为工作原则

严守纪律、廉洁奉公是苏兆征领导罢工运动期间坚守的工作原则。他

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其他工作人员，也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

苏兆征分别在 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运动②、1925 年省港大罢工运

动③、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④，三次掌管财务。

在省港大罢工时期，苏兆征和邓中夏等领导人选用立场坚定、积极上进、

有文化知识的刘达潮等年轻海员协助他管理财务工作，⑤ 为了管理好财务，

苏兆征总是亲力亲为。当年参加过会计工作的一位老海员说: “会计部是

苏兆征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苏兆征兼任罢委会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

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各项账目处理得分

毫不差，说这是关系到十几万工友的衣食住行，影响到罢工斗争成败的大

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财政公开，定期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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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账目，接受代表们的监督。会计部的工作人员有一百几十个人。大家

都在苏兆征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同心同德、有条不紊地工作，并且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① 1927 年八七会议上，苏兆征临危受命，再次承担起党

财务小组的工作。他工作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财务账款条理清晰、账

实相符，深得组织和群众信赖。② 苏兆征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直

以集体利益为重。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用来帮助工会的建设和发展，以

至于在他离世后，家人孩子生计全无着落。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救济苏兆征

妻儿特发公告: “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应

捐的数目，不定多少，只要是群众的志愿，本爱护领袖的热诚，一文一

角，集腋成裘，当能救济他的家属暂时贫困于万一。”③ 虽然当时工人运动

的组织和制度都不够健全，但在苏兆征严格廉洁自律的工作原则约束下，

早期工人组织建设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为工人运动的胜利提供了

保障。

( 四) 把坚持群众立场、尊重和发扬工人的民主和首创精神

作为行动指南

苏兆征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旨在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工

人遭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环境，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在工人运动期间，苏兆

征始终以维护工人群众利益为中心，坚持深入工人群众生活，尊重工人群

众意见，倡导并发扬工人群众的民主和首创精神。

通过国际工人运动，他认识到工人群众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在香港

海员大罢工准备期，他深入海员住处，揭露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们的丑陋面

目，认真细致地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苏兆征用尽一切智慧和方法去开导他

们，尽自己最大努力，联系可以联系的，团结能够团结的。由于他给予工

人群众极大的尊重，并且积极联系工人群众使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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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大罢工才赢得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此外，苏兆征

对工人民主权利的尊重和群众立场的坚持，还体现在后期的工会管理中。

1926 年，苏兆征当选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委员长。在任职期间，苏

兆征开创了工会的民主化管理。他尽可能保证每一位工人对工会会务的知

情权，定期公开报告，并接受工人们的严格审查。在工会的管理建设上，

他也时常听取集体的意见，力求满足工人代表的要求。民主化管理方式的

出现，体现了苏兆征对工人首创精神的重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首创精神

开始的标志。对群众立场的坚持、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尊重，是苏兆征有

效团结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要举措。

三 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启示

( 一) 始终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苏兆征始终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这样的追求

目标，源自苏兆征骨子里的爱国主义精神。苏兆征曾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运

动中，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当时共产党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

启汉亲赴广东对香港海员予以支持和慰问，苏为之所感动。① 辛亥革命后

依旧混乱的政局使苏兆征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全心全意代表工

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听取好友林伟民在苏联的见闻和感受后，他深受鼓

舞和启发。苏兆征对此回忆道: “我当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② 苏

兆征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入党后，越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罢工海员们

的关心，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有着和他一样为工人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

追求。在他看来，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只有跟着中国

共产党的步伐，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

苏兆征的终身追求目标在今天已经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

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工人阶级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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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 ‘众星捧月’，这

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① 正是党的正确领导，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

人民的幸福感才会越来越强。只有坚持爱国、爱党相统一，爱国主义精

神才是真实的。工人阶级作为我国的领导阶级，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定地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

要牢固树立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的观念，

要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理

念。将听党指挥作为原则，以辛勤劳动、严格执行作为要求，凝聚起工

人阶级队伍的力量，共同筑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

( 二) 加强知识型实践型创新型工人阶级队伍建设，保持工

人阶级队伍的先进性

从学识不深到起草各种会议文件，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反对英

国货英国船”等，从工会传统管理到开创海员民主管理，② 反映出苏兆征对

知识、对实践、对创新的关注和追求，也反映出工人阶级自身的先进性。

终身学习、立足实践、注重创新的精神和保持先进性，在今天尤为重

要。随着时代变迁，工人阶级队伍快速扩大，队伍构成中的知识分子比例

增长较快，队伍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工人阶级队伍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

的不只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更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劳动者

的素质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能否化被

动为主动，能否占据改革的先机，能否走在时代的前端。应对发展要求和

时代需要，我们必须建设并拥有一支知识型、实践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劳

动者大军。这要求工人阶级严格要求自己，继承并发扬苏兆征学习借鉴、

不断探索的精神，培养终身学习、立足实践、善于创新的精神，从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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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先进性。只有不断提高工人阶级队伍的先进性，才

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优势，推动国家发展前进。因此，我们要

紧跟时代步伐，加快促进新型工人阶级队伍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工人阶级

队伍的先进性优势。

( 三) 加强和完善工会的监督检查机制，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的落实

在监督检查方面苏兆征也有所认识和作为。他在大罢工时期对监督检

查机制的实施和落实，促进了我国监督检查机制的深入发展。1925 年 6 月

19 日，为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使罢工队伍稳定，苏兆征、邓中夏、林伟

民等领导人商议后建立了监督检查机制，成立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

代表大会，提出“工人监督委员会”的新管理方式。① 这些举措不仅为当

时工人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保障，而且对今天党和国家的监督检查机制建设

也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

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② 党的工作如此，工会工作更

要如此。工会监督检查机制的加强和完善，能够使工会制度得到保障，活

动更加规范，进而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同时，工会监

督体系的健全，也有利于提高工会自身整体协调性，促使工会各个部门发

挥最大的职能作用。党和国家监督检查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已经开始推进，

工会也应紧跟其后。加强和完善工会的民众化、生活化的监督检查机制，

能更好地维护工会制度的规范性和工会政治生活的严肃性，有利于发挥工

人们的聪明才智，为发展献计献策，增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我们应以史

为镜，改进并完善工会监督检查机制，继续营造并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氛

围，保证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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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尊重工人阶级，保障主人翁地位不动摇

无论是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还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

都以尊重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为工人阶级谋发展。同样，其开创的工

会民主管理方式，以及建立的工会监督检查机制，也都体现出苏兆征对工

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落实和保障。苏兆征的一生，都以坚持群众立场、尊

重工人阶级为行动指南。

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华儿女的劳动密不可分。中国的未来，离不开我国

的改革发展主力军———工人阶级这一最大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要大力弘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焕发蕴藏于工人阶级的无穷创造力，

把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上来，实现党和国家确

立的发展目标。① 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原则也要求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人翁

地位。同时，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确保工人阶级的

稳定和发展，才能使党的基础更牢固，社会的发展更科学、更和谐、更稳

定。因此，尊重工人阶级，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让工人阶级队伍

更加具有活力和凝聚力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高质量地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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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Su Zhaozheng's
Thought on Labour Movement

Zhang Yiming

Abstract: Su Zhaozheng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leaders of the

491



Chinese labour movements and also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the Hong
Kong Seamen's Union and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s and the frequ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s，Su Zhaozheng's thought on labour movement began to take
shape. Learned from the labour movement practice， Su developed in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 that embodies taking as a goal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valuing both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ticking to strict enforcement of internal supervision，and always
respecting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of the labour. It is of great meaning to study
Su's thought on labour movement which can be an inspiring and guiding
reference to today's grow th of the working class．

Keywords: Su Zhaozheng; Thought on Labour Movement; Wor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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