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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的工人运动思想

（广东）董  燕  彭  涛

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今
珠海） 人。1925 年 3 月， 由 李 大 钊 介 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组织和领导了 20 世纪
初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
工和省港大罢工。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
三、第四届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
虽然苏兆征英年早逝，但实现了其“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为大众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战斗宣言。通过领导香港海员大
罢工、省港大罢工及参与一系列国际工人
活动，苏兆征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人
运动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已成为早期中国
共产党工人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为斗争
目标

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船舶制造业和
轮船公司是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方式最早
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伴随外国资本、中国
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应运而生的就是
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成为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带来苦难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他们
也最早通过各种工人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压迫。

1903 年，18 岁的苏兆征到香港的乐生
号轮船当海员谋生。此时的香港早已成为
一个世界性商业港口和贸易中心，与之形
成强烈对比的是香港产业工人遭受帝国主
义和资本家的非人待遇。苏兆征面对帝国
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不禁大声疾呼 ：

“中国自受帝国主义压迫以来，已垂百年
了！而帝国主义尤不餍足，今年竟到处屠
杀我同胞，似非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消灭
了是不快意的”“我们要想不受压迫，就得
要斗争，这样才有出路”①。

如何才能使中国工人阶级免受压迫？
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反帝爱
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加上作为海员随轮
船到世界各地所见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历，
苏兆征选择把罢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
争形式。1922 年 1 月 12 日，香港海员大罢

苏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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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爆发。邓中夏称赞说，香港海员掀起中
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罢工中面
对香港当局制造的沙田惨案，苏兆征为唤
醒民众呼喊道 ：“帝国主义的机关枪大炮已
把全中国各阶级的民众烧得沸腾了！帝国
主义越加屠杀，就是把他自己的罪恶暴露
得更加明显，即是越加告诉我们要反对帝
国主义。” ②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罢
工强烈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
治，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

1925 年 6 月 19 日，香港海员工人打响
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炮，目的在于取消不平等
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苏兆征
是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他参与和主持起草的
罢工宣言写道 ：“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
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致我们的
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
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
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 6 月 23 日，
英法等国军队在广州制造的沙基惨案引发
罢工狂潮，6 月底罢工人数达到 25 万人。
1926 年 6 月 19 日，罢工工人 5 万人集会纪
念反帝罢工一周年，苏兆征总结反帝斗争的
成效时说 ：“英帝国主义受重大之打击，现
今损失已达十四亿元。”③他还在《去年今日》
一文中指出 ：“省港的大罢工，使帝国主义
受无限之损失，至今喘不过气来。” 省港大
罢工至 1926 年 10 月结束，历时 16 个月之久，
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非常深远的工
人罢工运动。

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省港大罢工，苏
兆征坚定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
压迫的旗帜，树立爱国主义思想，这也成
为其工人运动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为了
领导工人运动，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舍
生忘死，殚精竭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基本诉求

作为海员工人，在领导或参与工人反
帝反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中，苏兆征坚守
工人阶级立场，始终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为基本诉求，始终以实现和维护广大工人
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青年苏兆征在英美等国的多艘货轮上做
过杂役，遭受着邓中夏归纳的中国海员的三
大痛苦，“工资薄、‘洗马沙’制度及包工制
和民族间的不平等”④。有工友描述说：“1920
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
了一次反对工头殴打中国海员的斗争，取得
了胜利，对其他轮船的海员们鼓舞很大。不
久，我工作所在的皇后号轮船也受此鼓舞而
奋起举行了这次反工头的斗争。”⑤苏兆征领
导的反压迫斗争，被海员认为是反抗帝国主
义与资本家的第一次成功，苏兆征亦被称赞
为“海员斗争的开路先锋”。为了更好地依
靠海员的集体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苏兆征
与林伟民、陈炳生等于 1921 年 3 月筹划成
立香港海员工会。同年 9 月，香港海员工会
向各轮船资本家提出 3 项要求，要求改善海
员工人的工资待遇，维护工人的应得利益，
均遭资方蔑视。1922 年 1 月 12 日，香港海
员大罢工爆发后，当天参加的工人就达 1500
多人。在与港英政府谈判中，苏兆征给林伟
民发电报强调 ：“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
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必要，各
代表可立刻反省。”

3 月 4 日，香港当局制造沙田惨案后，
苏兆征与罢工代表严日生联名在报纸上公开
发表致广东政府函，说：“香港政府凶横若此，
民不聊生！为此恳求提出抗议，向英领使严
重交涉，以重民命，而敦国交。”可见，苏
兆征维护香港海员工人利益的态度之坚决。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兆征从
维护海员工人利益的认识上转变到为维护
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观念上。他在领导省
港大罢工之初提出 ：“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
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是打倒军阀，求自
由平等，尤其是工农自身的利益。”⑥6 月
19 日罢工正式开始后，经苏兆征等人主持
起草、用全港工团委员会名义发表，对香
港当局正式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6 项
要求，如“甲，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



56

史实述评

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中国新闻报立
即回复，被捕记者立即释放，并赔偿其损
失）……丁，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
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
工童工生活之改善等 ；制定此项劳动法时，
应有工团代表出席……已，华人应有居住
自由之权，旗山顶应准华民居住，以消灭
民族不平等之污点”。1926 年 7 月 5 日，苏
兆征为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一周年致慰问
词时说，斗争实践证明，“罢工工人代表大
会成为发扬民主、团结广大罢工工人的一
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
级的民主精神和革命首创精神”。

苏兆征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
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时，以维护工人阶级的
利益为基本诉求，这一点在他受中共中央
委派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后也丝
毫未改变。1927 年 5 月 30 日，苏兆征在就
职通电中表示 ：“今后更当竭其能力，追随
诸先进同志后，为工人谋应得之利益，减
去劳资间无谓之纠纷。”6 月 17 日，他又发
表布告说 ：“本部长向为海员，于工人阶级
被压迫的痛苦，既经身受。现在奉长劳工部，
自当依照本党所定政策，为工人阶级谋得
种种利益。”尽管他主持起草的《劳动法》
没有付诸实行，但他为工人阶级切身利益
而努力的精神永载史册。

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到省港大罢工，
再到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工人

运动领袖苏兆征身先士卒，敢为天下先，
始终把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基本诉求，
这也成为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工
人运动思想的主线。

以加强工会建设作为夺取斗争胜利的组
织保证

苏兆征深深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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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要反帝反资产阶级压迫以维护
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做
好工会建设，是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
苏兆征的工会建设理念主要有以下 4 点。

一是成立工会，建立工人运动指挥部。
早年的经历使苏兆征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
具有坚强战斗力、能够真正代表海员工人
利益的工会组织。经过苏兆征和林伟民深
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1921 年 3 月，香
港海员工会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
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
现代产业工会组织之一。1925 年 5 月 1 日，
苏兆征负责筹备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顺
利召开，出席代表 281 人，代表 166 个工会，
组织工人 54 万多人。大会通过《工人阶级
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
织问题决议案》等 30 多个决议案，这些决
议案主要由苏兆征具体起草和负责。大会
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总指挥部、全国统
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

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苏兆
征等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2 月 14 日，香港海员工会被改组。
1926 年 3 月 19 日，涵盖香港汽车、
电车、邮电等 10 多个运输行业的工
会代表 200 多人，在苏兆征主持下，
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香
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苏兆征当选
为执委会委员长。4 月 15 日，香港
各工会团体联合召开大会，宣告成
立香港总工会，目的在于“切实与
全国工人阶级联合，加入中华全国省港大罢工队伍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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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并受其统一的指导，为谋全国工
人阶级之解放而奋斗”⑦。至此，中华全国
总工会连同受其指导的香港总工会成为中
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
的强大堡垒和指挥部。

二是肃清内奸，纯洁工会组织。这主
要是源于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果实被工
贼窃取和破坏。历时 56 天的香港海员大罢
工以胜利而结束，香港海员工会的招牌被
恢复原处，加薪问题得到完满解决，因罢
工被捕的工会人员亦被释放。罢工结束后，
一些不纯分子趁机把持工会，操纵财务，
排除异己，独断专行，胡作非为，侵吞公
款，肆意挥霍。海员们恳请苏兆征等人回
去主持大局，苏兆征也深感教训沉重 ：“帝
国主义政府资本家与包工头从外进攻，而
工贼则在内破坏……海员的势力日日降下
去，这是我们最疾首痛心的事啊！”⑧针对
海员工会的处境，苏兆征与部分骨干分子
拟定并实施了“扫除内奸，抵抗外患”的
作战计划。这件事也促使苏兆征反思海员
工会设立基层组织的必要性，特别是要在
各轮船建立工会的支部，用以团结教育海
员，防御和剔除工贼，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三是加强工会保卫力量的建设。在香
港海员大罢工期间，苏兆征等领导人决定
在坚持罢工的同时，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
罢工总办事处挑选了一批立场坚定、斗争
坚决的罢工海员，组成工人纠察队，驻守
在九龙边境一带和内地通往香港的各个陆
上交通要道，及广东境内一些与香港有来
往的港口，严禁粮食、副食品等物资运往
香港，断绝对香港的供应。省港大罢工爆
发后，罢工委员会决定即时建立和充实罢
工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人数最多时达
到 3000 多人，拥有一批武器和缉私舰船。
美国记者斯特朗曾回忆说 ：“罢工工人们以
广州为基地，沿着 100 英里长的海岸，由
1500 人的工人纠察队组成了封锁线，使香
港成了‘死港’。”⑨ 工人纠察队坚定忠诚地
执行任务，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给敌人

以沉重打击。工人纠察队的成立为无产阶
级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启示。

四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工
人当家作主是苏兆征工会建设秉持的基本
理念。省港大罢工期间，除了建立领导罢
工工人的组织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外，
苏兆征、邓中夏等人还成立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它是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按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 50 ：
1 的比例，普选出代表 800 多人。罢工委员
会委员的任职、罢工政策方针和各项事宜
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后，交由罢工委员会执
行。罢工委员会号召罢工工人以当家作主
的精神，对罢工委员会各级组织进行监督。
在整个省港大罢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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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力强，在团结广大罢工工人对香港英
帝国主义作斗争过程中，发挥了战斗指挥
部的作用。至 1926 年 3 月底，罢工工人代
表大会举行了 100 次会议。苏兆征为此发
表文章《勖代表大会代表》，写道 ：“此次
奋斗中尤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特色。何
也？凡代表大会代表，俱由各该工会，以
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之中推举一人，皆
本各工友之公意，凡关于兴利除弊，俱以
众意为依归，此点足以表示大公而无偏僻
之病。真是又民主，又集中。” 

由此可见，苏兆征领导或参加的工人运
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进行工会建
设。通过成立工会、肃清内奸、成立工人纠
察队、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形成了
工会、武装力量、民主管理为一体的组织模
式，夯实了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 

把联合一切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作为斗争
策略

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说 ：“对付帝
国主义的策略没有许多，只有一个，这个
策略简单的 3 句话就是 ：团结自己的势力，
联合我们的战线，作持续的奋斗！更详明
地说出来就是 ：团结全国各阶级，联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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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持续
地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⑩可见在其工人
运动思想中，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
迫的中心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在领导组
织香港海员罢工时，苏兆征一再强调指出 ：

“凡我海员同业，无论粤、甬、鲁，不分省
界”“把我们工会下（的）组织做得非常严密，
坚固如铁一样，以防备国外帝国资本主义
及国内军阀之压迫，而且集中我们的实力，
向之进攻”,。1922 年开始的香港海员大罢
工一呼百应，至 3 月初，各行业工人参加
总同盟罢工人数激增至 10 万人以上，沙田
惨案后，港地商业全都停顿，华人皆已离职。
在 1925 年领导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说 ：

“工人阶级团结，便是力量团结……我们一
定要向俄国一样，不分地方、种族、国界，
团结起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才是我们
的胜利。”- 在苏兆征、邓中夏、林伟民的
卓越领导下，加入罢工行列的香港工人迅
猛增多，到 6 月底，罢工人数增至 25 万人，
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两次大罢
工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各行业工人的内部
团结，才能极大程度上确保革命的成功。

——与农民群众结成反帝联盟。出身于
贫苦农民家庭的苏兆征为生计前往香港成为
海员，由农民转为工人，显示了工人阶级与
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
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强调 ：“海员工人要
加强团结，不断战斗，保护自己的利益 ；要
加强工农兵的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以完成中国革命。”. 在省港大罢工
期间，苏兆征曾派出罢工工人骨干到农村宣
传罢工政策，帮助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农民
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各地农民也积极起
来援助罢工，协助封锁香港。1926 年 5 月初，
广东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与出席第三次全国劳
动大会代表联袂前往慰问省港罢工工人，苏
兆征代表罢工工人对他们表示 ：“现在罢工
虽已逾 11 个月，但工人已决心为求完成国
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达到第一步的解放，

虽巨大牺牲亦在所不惜。今日得工农代表前
来（慰问），从此我们革命势力更加密切团结，
罢工就一定达到胜利。”

——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在省港
大罢工初期，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由于认识
上的局限、经验的缺乏和过度情绪化，提出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影响到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影响到他们对省港大
罢工的支持。苏兆征、邓中夏等人根据形势
及时调整策略，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到
单独对英，提出特许证制度。廖仲恺被刺后，
他们又提出“善后条例”，促进广东境内的
自由贸易。兼具“保障罢工”和“体恤商艰”
的“单独对英”的罢工中心策略，使广州地
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获得应有的利
益，激发了他们参加反帝斗争的热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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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省港
大罢工一开始，苏兆征等领导人通过各种途
径，向华侨广泛宣传罢工的意义和正义性。
省港大罢工爆发以来，“所有经济多赖各国
华侨捐助，先后汇交省港罢工委员会，至今
源源不绝，可见华侨对于此次向帝国主义罢
工，极尽热烈之援助，衷心爱国甚可敬佩”0。
1926 年 3 月底，苏兆征报告罢工以来的财
政收支情况时说 ：“此次罢工共收入 290 余
万，华侨占 190 多万。”

——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
量合作。苏兆征与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在
省港大罢工中对争取国民党及由其掌控的
广东政府的合作与支持的重要性有深刻认
识。正如，邓中夏指出 ：“假如当时不取得
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
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
得”“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
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省港罢工
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像
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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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爱护的”1。当时的广东地区局势混乱，
而罢工队伍云集广州，也就成为了广东政
府的坚强支柱。因此，在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省港罢工组织领导权的同时，苏兆征、
邓中夏等人十分注意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
民党左派力量的密切合作，聘请廖仲恺等
为罢工委员会的顾问，经常就重大决策和
活动与之磋商。廖仲恺一再表示 ：“在政府
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国民）党方面，
也出尽能力而争。”2 

——重视国际联合。在领导罢工运动
时，苏兆征还注重加强国际统一战线的建
立。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不久，苏联政
府派遣代表到广州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了解
情况，并表示 ：“倘罢工中用度有不敷之处，
俄国工党肯予维持，务达互助之目的。”3

苏兆征主动联络华俄通讯社，向他们介绍罢
工的经过和意义，将每日罢工的消息提供给
他们，向世界各地报道。苏兆征和罢工总办
事处还曾致电法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请
他们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以争取支援。1924
年 6 月，东方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广
州举行，苏兆征在会上作报告说 ：“乃东方
民族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最有力量
反对帝国主义之东方运输工人应有特别的
联合。”这次会议是苏兆征积极组织中国乃
至整个远东的第一次国际工会的活动。1926
年 5 月间，英国前工党议员迈朗到广州访
问，兴奋地表示 ：“自后中英两国工友，更
密切地联合起来”“英工友均极力援助中国
工友”“我们当尽些绵力来援助你们”。

综上所述，苏兆征在领导工人运动中，
通过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与农民群众结
成反帝联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加
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合作，重视
国际联合，形成了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取
得了工人运动的斗争胜利，极大地动摇了帝
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
为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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