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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兆征从领导香港海员罢工到省港大罢工的实践中，探索建设工人武装力量、创新宣传方式、

建立工会组织民主化制度，不断推进自身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为中国工人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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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邓中夏在《苏兆征同志传》中评价道：

“苏兆征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

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

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

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由此可见，苏兆征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

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对中国工人运动有着重

要影响，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认知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渐发展与深化的。

一、香港海员罢工时期：意识的觉醒与初

步的摸索

香港海员是随着海港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

个阶层。他们工资微薄，苏兆征是香港海员中

的一员，深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遭受很多不

平等对待，长时期忍受精神和身体的压迫。在

十月革命和其他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产

生了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想法。

（一）朦胧的向往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不仅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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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思考，也使一部分劳

动群众开始觉醒。许多海员意识到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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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们“也想成立工会”。苏

兆征便是其中的代表。通过出海途中与苏俄民

众及海员的接触，苏兆征“亲自看到革命后俄

国人民当家做主、不再受到压迫奴役的生活状

况”。这种“眼见为实”的经历，不仅使苏兆征

意识到工人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使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苏兆

征开始利用工余时间积极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

或俄国革命的文章，“很虚心地去学习马克思恩

格斯的革命理论，同时又把新学得的知识去教

育船上的工友”。

基于这些见闻与学习，苏兆征初步认识到，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是工人苦难的根源。海

员要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进行斗争，

维护自身的权益，改变深受压迫的局面。他开

始在海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胜利

经验，并逐步开展海员运动的组织工作。

（二）初步的实践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全国

各地罢工浪潮高涨，1920 年 4 月，香港机器工

人大罢工；1921 年 6 月，广州机工大罢工，这

些都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积蓄了经验、作好了铺

垫。1921 年至 1922 年年初，英国轮船公司联合

包工头克扣海员工资，加之“当时又一连发生

了几次帝国主义者虐待海员的事实”，直接促成

了海员们的觉醒以及大罢工的开展。苏兆征积

极组建海员工会，开展斗争活动，逐步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

1. 组织建立海员工会管理运行机构

1921 年 3 月，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组

建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了更好地管

理海员、领导罢工，海员工会中相继成立了一

系列的管理和执行机构。在广州设立了总办事

处，作为核心领导机关；在香港、汕头等地设

立了分办事处，以专责成扩展工会的影响力。

广州总办事处下又设立“总务科、财务科、粮

管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

待处等机关”。这一套较为完善的机构体系，为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也是苏兆征对中国工会建设科学化、规范化与

制度化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2. 领导海员工会开展工人斗争运动

一是团结工人。在海员工会的号召与动员

下，短短一周，参与罢工的人数就达到了六千多

人。苏兆征等人还积极联合运输工人、码头工

人、煤炭工人、仓库工人等群体参与罢工，形

成工人阶级联合阵线，罢工人数达到三万以上。

这样规模的罢工让香港这一世界级贸易大港成

了“死港”。二是宣传罢工。苏兆征深知，要取

得罢工的胜利，就必须做好宣传工作，使工人

们的斗争“师出有名”。因此，海员工会设立了

“海员加工维持团”（增加工资维持团），不遗余

力地宣传罢工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苏兆征“经

常用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如何残酷压迫中国

人民的事例，激发罢工工人的思想觉悟，勉励

大家一定要争一口气，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的宣传有力地促进

了工人们的觉醒，使他们意识到只有起来反抗

帝国主义的压迫才有出路。与此同时，苏兆征

也重视社会宣传，通过引发社会各界的同情与

支持，充分扩大罢工斗争的辐射面与影响力。

罢工运动不仅得到了各地工人的声援，而且还

获得了来自官僚阶级、资产阶级等社会各界人

士的捐助与支持。比如陈炯明就对罢工“帮助

尤多，大概帮助十万元上下”。此外，苏兆征等

人还积极与国外无产阶级取得联系，争取国际

舆论的支持。比如，借助“华俄通讯社”向国

外详细报道了罢工的来龙去脉，获得了来自国

际社会的同情；“还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法国共



57

赵鲁臻　马艺鸣　苏兆征对中国工人运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其贡献

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请它将罢工消息传

到欧洲，以争取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国外有

许多华侨捐款相助，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

示慰问及援助，虽多数被香港政府扣留，但这

些来自国际的声援无疑提升了罢工的分量。

三是工人武装力量的建设。海员工会中设

有“防护破坏罢工队”，是在必要时以暴力阻止

港英当局以及资本家破坏罢工的准武装力量。

在海员罢工期间建立的纠察队主要负责执行封

锁香港的“饥饿策略”，即“分派到各海口去，

禁止粮食运往香港”，使“一茎菜，一粒米都不

能到香港”。这一策略是港英当局不得不妥协的

重要原因。这些准武装力量的建设，不仅为当

时罢工的海员提供了必要的自卫能力，也极大

地增强了海员工会的斗争能力，成为罢工取得

重要成果的重要保证。

3. 领导海员罢工取得了重要成果

1922 年 3 月 4 日，港英政府军警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沙田惨案”，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各阶

层群众的强烈反抗。在苏兆征等人的有力领导

下，罢工海员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迫于

形势，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最终不得不答应

了海员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减少工头盘剥等

基本要求，并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沙田惨案”

死者家属。此次罢工，其初始虽为要求增加工

资的经济斗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在苏兆

征等人坚决而富有策略的领导下，逐渐显露出

反帝爱国的伟大意义。

（三）认识的局限

尽管香港海员罢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正如邓中夏所说：“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

工时而在于罢工后。”而这也反映出，此时的苏

兆征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彻底。苏兆征虽

然能从反抗帝国主义的高度来动员工人，但当

港英当局表面妥协之后便放松了警惕，仍然对

其抱有幻想。在胜利条件还未完全兑现的情况

下，苏兆征便回船复工，未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港英当局的退让只是“缓

兵之计”，一旦工人复工其便撕毁协议，对约定

的待遇与赔偿“一文不付”。

二是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认识不彻底。罢

工胜利果实之所以没能保住，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苏兆征等领导者在暂时胜利后便有了“功

成身退”的思想，主动放弃了领导权，使之落

入妥协者甚至是变节者手中。因此在罢工胜利

后，“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

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

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正是

“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

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至于后来，工

人们不得不驱逐工贼，找回苏兆征来整顿工会，

但罢工成果早已付诸东流。

三是对工会组织建设的认识不彻底。海员

工会机构设置虽较为全面，但在实际工作中，

工会组织仍然未深入到海员的基层群体，真正

实现“如臂使指”。正如苏兆征所说：“我们的团

结力还是不足，因为我们的组织还不是很坚固。”

几万人的海员工会 “仅仅只上层有一个工会组

织，而下层没有基本组织”，工人群体的纪律较

为涣散，组织不够坚强有力，阻碍了罢工运动

的开展。

苏兆征在领导工人运动实践中虽然已经具

有了一定的反帝思想与阶级斗争意识，并在一

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帮助，但

其认识上的模糊性与局限性还是较为明显，这

也是香港海员大罢工最终没能取得完全胜利的

一个重要原因。

二、省港大罢工时期：思想的飞跃与实践

的深入

香港海员罢工的实践使苏兆征深刻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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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指导思想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

这就为其省港大罢工时期思想以及实践的深入

发展提供了基础。苏兆征领导下的省港大罢工，

展现了不同于香港海员罢工的崭新面貌。

（一）思想认识的深化

1. 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

在 1922 年 5 月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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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中夏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他

的指导下，苏兆征阅读了更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

克斯（思）主义浅说》，进一步提升了理论水平、

强化了革命意识。1925 年，苏兆征发表了《反

对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他明确提出，“希望

帝国主义主持正义，这固然是‘向虎乞肉’的

梦想”，对付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且只有一个，就

是“团结自己实力，联合我们的战线，作持续

的奋斗”。他对帝国主义已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

际的幻想。

2. 必须坚决开展阶级斗争

苏兆征认真钻研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国家与革命》

的部分章节，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层

的理解与更坚决的拥护。当时国民党右派曲解

孙中山先生的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

苏兆征予以了坚决回击。他指出，实际上中国

国民革命的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国民

党的反动行径，已使“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

府之基础已经消失”。1927 年 7 月 13 日，苏兆

征与谭平山联名发表辞职书，声明退出国民政

府。文中斥责蒋介石破坏容共政策，“走入与人

民公敌合作之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

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相妥协”，与马

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无产阶

级解放的理论相背离。这份辞职书标志着此时

的苏兆征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思想认识的飞跃，使其工对于人运动实践的探

索也越发走向深入。

（二）实践探索的深入

1. 坚定反帝决心

苏兆征充分吸取了海员罢工时反帝不彻底

的教训。在省港大罢工谈判中，他坚守谈判底线，

要求港英政府为“沙基惨案”负责，并接受罢

工解决条件，即不仅要给予工人一定经济补偿，

也要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给予工人政治权利。

港英当局态度强硬，拒绝接受，最终谈判失败。

面对这种情况，苏兆征等人下定决心，只要港

英政府不接受条件就绝不妥协退让，要将反对

帝国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他坚决指出：“省港

罢工虽给予帝国主义以打击，而惨案迄未得到

结果。然以今日情势观之，帝国主义之基础已

日形动摇，假使全国人民一致为罢工后盾，在

精神与物质上作更大之援助，则帝国主义不难

终屈服于吾人之前。”

2. 改进宣传工作

苏兆征曾反思，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因各

种困难原因，我们的宣传工作还是做得不好”。

因此，在省港罢工时期，苏兆征对宣传工作展

开了针对性的改进。

首先是在内容上，加强阶级意识宣传，进

一步促进工人的觉醒。苏兆征在《工人之路特

号》上相继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

《省港罢工经过报告》等 29 篇文章，来“着速

向工友宣传，启发我们阶级之觉悟，免受帝国

主义走狗及工贼之麻醉与阴谋，使人人能得到

阶级斗争之教育，振刷我们之精神，分清楚谁

是我们之友，谁是我们之敌”。在《反对帝国主

义唯一的策略》中，他还向工人群众指明了斗

争的对象与方法，“英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仇

敌，五卅惨案之正凶，我们省港罢工还死命与

他相持”。此外，苏兆征还利用各种机会、通过

各种形式为罢工工人讲解中国工人的处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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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对工人的压迫、加入工会开展斗争的目

的等现实问题，实现宣传内容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具象与抽象相结合。

其次是在方式上，丰富宣传途径与手段，

提升工人教育的效果。一是途径多样。如集中

宣传和分散宣传相结合。“自代表大会成立后，

每次开会均有政府诸公及各界名流，亲临指导，

演讲中外政治，各代表得聆伟论之后，各回本

会转述，使各工友间接地得到知识。”苏兆征提

出，应充分利用外出机会“沿途宣传省港罢工

与广东真相，使各地同胞咸了然于广东革命运

动及罢工之意义”。二是手段丰富。苏兆征、邓

中夏等人于 1925 年创办了《工人之路特号》，

并将其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

关报。这是宣传省港大罢工及反帝斗争的主阵

地。围绕这个主阵地，苏兆征等人组织了话剧

团和宣传队，以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进

行号召、动员，增强其阶级斗争意识。此外，

为了“增长我各工友之智识及经验”，苏兆征还

颇有创意地筹办工人演讲会。通过这些活动，

苏兆征便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思想方针、策略

方法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工人们的脑中，有利于

罢工行动的步调一致与统一指挥。

3. 完善工会组织

一是建立健全组织体系。确立省港罢工的

最高领导机关。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参与人数

不下十余万人，为了将罢工工人有效组织起来，

使其行动更具章法，尤其是确保领导权掌握在

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手里，苏兆征等人“组

织代表大会为罢工最高议事机关，每五十人选

举一代表，这是真正的普通选举，所以各代表

能代表各工友的意志与帝国主义奋斗”。因此，

这个代表大会充分代表了罢工人员的意志，“凡

关于兴利除弊，俱以众意为依归”。在此基础上，

细化罢工的执行机构。罢工委员会作为代表大

会的执行机关，下设干事局，干事局之下又分

设各部机关，包括“会审处，审判走狗、工贼

汉奸；招待部，招待工友；庶务部，管理罢工

粮食；文书部，管理一切来往文件；游艺部，

办理游艺；纠察队，截留粮食出口，扣留仇货

进口；此外，还有种种特设机关”。

罢工组织体系的健全完善，不仅真正体现

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民主性，又确保了各项决议

精神能够落到实处。正如邓中夏所说：“凡我代

表大会议决的议案，交罢工委员会执行，指导

各机关，所以代表大会有民主的精神，又有集

中的精神，因为有了这两种精神，所以做了很

多事情，因此，我们可以说代表大会组织非常

好。”苏兆征等人在罢工组织制度方面的探索与

创造，不仅打造了省港大罢工取得胜利的基石，

而且也为之后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是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在香港海员罢工

时期，海员工会只颁布了《停工细则》作为规

范和指导工人行为的章程。但此项规章过于简

洁，缺乏清晰、完备的权责规定，让帝国主义

和工贼有机可乘。鉴于这一教训，苏兆征等人

在省港大罢工运动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广州太平南路西瓜园召

开了香港、广州各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省港

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还设立“法

制局”，专门负责为罢工委员会各部门制定组织

与管理规章。1926 年 3 月，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通过了由法制局拟定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

会组织法》《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法制局

组织法》以及《财政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的体系化建设，明晰

了罢工组织各层级、各部门的权力与责任，增

强了工会的组织力与执行力，有效避免了“黄

色工会”把持领导权，为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提

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这也为将来无产阶级政

权以及工会组织的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积累了

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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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工人武装。在省港大罢工中，苏

兆征等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工人武装力量的重要

性。罢工委员会成立后便第一时间统一各工会

的纠察队，并对之加以整顿与扩编，“纠察队

起初总数为二千余人，后来还有扩充”。除数

量之外，苏兆征等人还注重纠察队自身的能力

提升与组织规范化。一方面，丰富纠察队职能

责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继续沿用纠察队封锁香

港的策略，此时纠察队对外的主要责任是“维

持秩序，逮捕走狗，扣辑仇货”，即维持罢工

回省工人的生活秩序、防范帝国主义走狗破坏

罢工以及禁运粮食及各种货物。纠察队还负责

对内“侦缉工贼”，避免工会组织从内部被帝

国主义及资本家渗透或者破坏。此外，纠察队

还主动“请缨出征，上阵杀贼”，积极援助国

民革命军的东征与南征。另一方面，纠察队组

织结构更为严密。罢工委员会对纠察队组织结

构进行了更为“军事化”的建设，严格规定其

人数、明确其职责。纠察队自上而下设立总队

部、大队、支队、小队、班。总队部设总队长

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首脑，还设总教练

一人，施以军事训练。其下分五个大队，每大

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

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

小队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

这种“军事化”建设，极大提升了纠察队的组

织力与战斗力。随着罢工运动的深入以及纠察

队规模的扩大，1925 年省港罢工委员会专门

成立了纠察队委员会，加强顶层领导。制定了

《纠察队委员会章程草案》，规定纠察队委员

会由七人组成，具有指挥和改编纠察的权力。

1926 年，罢工委员会还相继制定了《纠察队

组织法》《纠察队纪律》等一系列规章，进一

步增强纠察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确保工人

阶级真正掌握这支武装力量。纠察队自此就成

了工人运动最坚实的保卫力量。

（三）领导省港罢工取得显著成效

彭湃指出：“如何镇压后方的反革命，如何

把后方的群众运动紧张和扩大起来，造成后方

雄厚的革命势力，去推进北伐，去号召全国的

民众，这才是合乎革命的原理和北伐的意义。”

省港大罢工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罢工委员会通过纠察队封锁港澳的策

略，沉重打击了扶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势力。国

民政府依托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的行动，断绝

香港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与内地的反革命势

力之间的联系，使之被孤立，解除了北伐的后

顾之忧。二是罢工委员会号召工人组成生产队、

运输队，为北伐提供了人力、物力各方面的支持。

这些工作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罢工委员会积极协助当时的革命政权，防

止军阀、商团、土匪等反革命势力对北伐进行

破坏。比如，北伐期间，港英当局曾通过扶持

各海口的土匪滋事，来达到支持军阀势力的目

的。这些反动势力进攻封锁香港的纠察队，试

图冲破封锁防线，扰乱北伐后方。

三、苏兆征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贡献

及当代价值

苏兆征在工人运动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

大量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

为中国工人运动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

的历史贡献。

（一）苏兆征工运的历史贡献

首先，在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省港大罢

工，苏兆征认识到，“务使劳工群众，与农民工

商业者，在革命同盟之下，认清敌人所在，共

同奋斗”，团结各阶级的力量从而建立反帝统一

战线是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香港海

员罢工的胜利，正是在香港各行业工人乃至全

国工人的支持下取得的。省港罢工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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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工人阶级，更联合了民族资产阶级和

农民阶级，增强反帝同盟的力量。为了使得罢

工运动所面对的敌对势力有所减少，苏兆征提

出“单独对英”的策略，将民族资产阶级团结

起来，集中主要力量打击英国帝国主义。中国

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必须要团结农民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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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多次到农村开展宣传教育，

组织农民参与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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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践都为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

线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其次，在工人武装力量建设及思想政治工

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兆征意识到，要维

护工人运动成果、保障工人利益，工人武装力

量的建设不可或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势力，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保

护，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工人武装力

量是为了保卫自己而产生，并在革命实践中成

长。苏兆征强调工人武装要成为一支接受无产

阶级领导指挥的富有纪律性和战斗力的队伍，

必须进行体系化、规范化与革命化建设。苏兆征、

邓中夏等工人领袖着力于完善工人纠察队组织

结构的合理、严密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有计划

地组织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增强纠察队的军事

实力。另外，还成立纠察宣传队，关注纠察队

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队员们的阶级斗争意识，

提高其政治觉悟水平。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建

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提供了重要借鉴。

最后，在工会制度建设和坚持党对工会领

导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兆征认为要将领

导权牢牢地把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必须重视工

会组织的民主制度建设。由工人选举产生的罢

工工人代表作为罢工委员会和罢工工人之间的

桥梁，将工人的意见带到代表大会中来，会后

则将决议向群众汇报，及时有效的传递罢工策

略、反映群众呼声、凝聚工人力量，有利于罢

工群众践行罢工的各项要求，推进罢工顺利开

展。在工会中设立罢工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大会

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民主集中制形式，提升了无

产阶级运动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也正是在

下，省港大罢工能持续一年之久并取得重大成

功，成为中国工运史上一块重要里程碑，得益

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省港大罢工的成功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民主集中制原则及其落

实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历史依据，推动了中国工

人运动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二）苏兆征工运的当代价值

在建党初期，苏兆征的工运工作为党团结

工人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有效推动了工会工

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也为工人运动理论奠

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研究苏兆征的工运工作

有利于完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工作。

一是坚持以工人需求为导向是推进工会工

作的必然要求。罢工运动过程中，苏兆征始终

与广大工人群众站在一起。除了成立省港罢工

委员会和召开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听取工人

的意见外，他时常深入工人群体，贴近工人实际，

为罢工工人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工会工作要把牢群众路线这一生命线，

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也更应该成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工会必须牢记党的重托、不忘工会职责，

增强对职工群众的感情，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

系，为他们排忧解难，始终同职工群众心连心。

工会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群团组织，始终要满

怀热情地做好服务职工的工作。其本职工作就

是为职工服务，帮助职工群众排忧解难，提供

更为优质的服务，凝聚工人群众的力量。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职工群众需求多样化，在政府和市场不能够完

全解决这些需求时，工会组织应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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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工会组织需要积极探索服务项目化管理的

新思维、新模式，用服务项目创新推进服务工

作的创新，更好地满足职工需求，促进工会服

务工作的突破。

二是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是做好工会工

作的根本原则。苏兆征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未能取得完全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能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省港大罢工时期，苏兆征始

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

导，积极在基层中成立党小组，将工人牢牢团

结在党的周围，从而取得了取得重大成功。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各项事业是不可能走

向成功的。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工会工作才能

方向明确、不走偏路，才能做得有声有色、扎

实有效。工会要永远保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

一优良传统。”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工会

组织的根本前提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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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Zhaozheng's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and His Contribution——An Examination of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and the "Provincial Strike" as the Core

Zhao Luzhen   Ma Yiming
(School of Marxisi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Hebei 071000)

Abstract: From his leadership of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to the Provincial Strike, Su 
Zhaozheng explored the building of workers' armed forces, innovative propaganda metho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zed system of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constantly advancing the 
maturation of his own ideology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and eve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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