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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中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广东）彭  涛

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工人罢工当属1925
年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它持续16个
月，承载着爱国情怀，以组织之严密、领导之
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的特点被永
载于国际工人运动史册，在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书写这一伟大
篇章，凸显了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斗争策略
的伟大力量和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省港大罢工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
的。从罢工前的筹备，到罢工发动，再到罢工

过程中与帝国主义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到
省港大罢工的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
罢工的领导核心，始终发挥着领导作用。 

首先是罢工前的准备。省港大罢工的直
接导火线是英帝国主义1925年5月30日在上
海制造的五卅惨案。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示
威游行的民众，当场死伤数十人。中共中央
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
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
中夏、孙云鹏、杨匏安等人前往香港，与已在
香港的共产党员黄平、苏兆征等商议罢工的
问题。据黄平回忆：“整个罢工的准备工作都
是由邓中夏和苏兆征（领导）进行的。”为了
加强对香港方面组织发动罢工工作的领导，
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指定邓中夏、黄

大罢工的情况，热情赞颂罢工工人的反帝
斗争和英勇表现，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对
于推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如他在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 》 上发表
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
前途的影响 》 一文，称赞省港罢工工人坚持
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给了英帝国主义以
大打击，同时还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势力对于省港罢工以及
各地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

根据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回忆，
1926年3月间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发
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中夏等一道，主张
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给予坚决打击。他为

此还与邓中夏详细研究过，并主张带领工人
纠察队到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年之后，
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
上，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而闻名于世，成
为代表包括25万省港大罢工工人的中国工
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唯一出路。

省港大罢工已过去95年，无数革命领
袖、先烈和英勇战士已随历史远去，但是，工
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人间正道
历经沧桑曲折，愈加宽阔。不忘这场大罢工
中可歌可泣的斗争初心，有助于牢记我们党
的阶级基础，牢记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劳动者
为主体的人民主体观，完成新时代的使命。

（责编  王燕萍）

纪念省港大罢工爆发9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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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5人组成党团，组织
罢工的发动。

其次是罢工的发动。在苏兆征等人带领
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务工人于1925年6月
19日正式打响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第一炮。
由苏兆征等参与和主持起草的罢工宣言指
出：“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除了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
力的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为民
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
炮可以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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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
一死战。” 

再次是罢工过程。罢工伊始，港英当局
震惊，镇压罢工工人。半个月左右，参加罢工
且离开香港的工人超过20万人。为了更有效
地组织广大罢工工人同仇敌忾地对付英帝
国主义及各种反动势力，邓中夏、林伟民、苏
兆征等领导人决定成立坚强且健全的组织
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它是中国共产党
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
7月3日，林伟民主持了第一次会议，在工人
运动中拥有良好威望的苏兆征被选为罢工
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为
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

决定在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国共产党党团
委员会，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初时指
定李森为书记，由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林
伟民、李森、陈延年6人组织党团；邓中夏、黄
平、陈延年等先后由香港返回广州，党团随
之扩大。每晚开会一次，对罢工事宜作出决
策。为了有效确保罢工斗争的胜利，罢工委
员会及时扩充了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
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成为罢工委员会直接领
导下坚决贯彻其意志的、捍卫广大罢工工人
利益的、敢于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的革命队伍；成立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各
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代表，重大事
情经集体讨论决定，保证罢工的各项政策和
策略的贯彻执行。由于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926年6月19日，罢工委员会组织5万人集会
纪念反帝罢工一周年，苏兆征在会上总结罢
工斗争的成效时说：“英帝国主义受重大之打
击，现今损失已达14亿元。”他还发表《去年今
日 》 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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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罢工结束。由于北伐战争的深入
进行，武汉成为革命中心，省港罢工成为次
要的局部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
员会经过慎重研究和讨论，决定结束罢工。
1926年9月30日，苏兆征主持召开省港罢工

省港罢工委员会印发的宣传品
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左）、邓中夏在讨

论罢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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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代表大会第一六六次会议，讨论变更罢
工政策，结束封锁香港的决议。10月10日，苏
兆征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
众大会，正式宣布从是日起停止封锁香港和
结束罢工的决定。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
初期圆满完成了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任
务，使党的政治威信得到巨大提升，为后续
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工人阶级为主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主要帝
国主义国家先后入侵中国，中国沦为帝国主
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他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
脉，划分势力范围，搜刮财富，掠夺资源，给
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从1894年中日甲午
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帝国主义对中
国的经济侵略从以鸦片为代表的商品输出
转变为以兴办船舶制造业和轮船公司等为

主要方式的资本输出。由外国资本、中国早
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共同催生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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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1月12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为期56天，邓中夏称赞“香港海员首先便掀
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 ”。这次
罢工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苏兆征、林伟
民等组织和发动，这为他们与邓中夏等共产
党员组织和发动省港大罢工积累了斗争经验
和群众基础。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
和印务工人首先发动罢工；接着是洋务、起落
货、煤炭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
人亦宣布罢工，目的在于“达到取消不平等条
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 ”。① 罢工工人
纷纷乘火车、轮船分道返回广州。广州沙面洋
务工人亦同时罢工。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苏
兆征说：“工人阶级团结，便是力量团结……
我们一定要像俄国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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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苏兆征、邓中夏、林伟民的卓越
领导下，加上各地千万工人募集而成的一笔
笔捐款的资金支持和各地的“工人后援会 ”，
加入罢工行列的香港工人迅猛增多。当年6月
23日，英、法等国军队在广州制造的沙基惨案
引发了罢工狂潮，6月底的罢工人数达到25万
人，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向着帝国
主义冲击。

1926年6月19日，罢工工人集会纪念罢
工一周年，苏兆征撰写发表《去年今日 》 一
文，指出：“沙基以及‘五卅 ’以后各地大屠
杀，中国人民所给予帝国主义的回答，便是
到处发生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罢市、罢
工、罢课各种运动乃至风靡于全国……上海
的罢工使全国民众都起来。”这足以证明，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省
港大罢工给予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以沉
重打击，各行业工人的内部团结极大程度上
确保了罢工的胜利。 

纪念省港大罢工爆发95周年

1925年6月23日，省港罢工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市紧邻
沙面租界的沙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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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的支持

“对付帝国主义的策略没有许多，只有一
个，这个策略简单的三句话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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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
长苏兆征如是说，因为他深深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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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强工人阶
级内部团结，使之成为省港大罢工的主力，由
共产党员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善于正确执
行和运用党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被纳
入统一战线的便是农民阶级。

中国的产业工人有很多是由农民转为
工人的，苏兆征便是典型的代表，这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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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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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罢工工人
的影响和帮助下，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1926年初，参加农会的就有60
多万农民。各地农民也积极起来援助罢工，
汕头、宝安、惠阳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主动协
助工人纠察队检查英货、封锁香港，农会会
员还无偿为工人提供粮食，相互间结
成密切的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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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慰问省港罢工工人。苏兆征代表
罢工工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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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帮助

苏兆征与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对在省
港罢工中争取与广东国民政府合作的重要
性有深刻的认识。正如邓中夏指出的：“国民
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
帝国主义为职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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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加以爱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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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广东地区局势混乱，内忧外患，广东
国民政府地位很不稳固，亟需得到共产党所领
导的革命群众力量的支持。而一支有组织、有
战斗力的罢工队伍云集广州，也就成为广东国
民政府的坚强支柱。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国
民政府互相支援，国民政府成为反帝统一战线
的一部分。此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省港罢
工组织的独立领导权的同时，苏兆征、邓中夏
等罢工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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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听取意见，争取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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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赢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对罢
工的支持，苏兆征等领导人也组织起一支由
几千名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参加了1925
年至1926年国民政府实行的东征、南讨和北

国民革命军东征时送给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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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对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斗争作出了重要
贡献。

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的援助

在省港大罢工初期，罢工委员会由于认
识上的局限、经验的缺乏或过度情绪化，提
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的口号。由于香港
是一个自由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货
仓 ”，罢工切断了进口，日常的对外贸易活动
中断，广东地区的工商业受到影响，使“既要
爱国，又要有生意可做 ”的民族资产阶级的
利益受到损失，势必影响到他们对省港罢工
的支持。

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人根据形势，从
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出发，将“反对一
切帝国主义 ”转变调整为“单独对英 ”，提出

“特许证 ”制度，确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
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⑤ 的原
则。在廖仲恺被刺事件后，罢工委员会自动
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 ”，进而提出

“善后条例 ”，促使广东境内的自由贸易日渐
繁荣。当时，广州每日都有四五十艘船进入
港口，为广州地区从未有过的现象。“单独对
英 ”的罢工中心策略既“保障罢工 ”，又“体
恤商艰 ”，使广州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
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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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香港地区工商界虽与外国资本主义
关系密切，但在经济利益上也与之存在矛盾
与冲突，亦不满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
和压迫。罢工让他们尝到了“城门失火，殃及
池鱼 ”的苦头，对省港罢工持同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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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中旬，海外华侨代表180
余人组成海外回粤华侨参观团，返抵广州参
观访问。罢工期间，南洋爱国华侨实业家陈

嘉庚公司的一批胶轮被纠察队员“扣留检
验 ”，苏兆征知道后，立即提交罢工工人代
表大会讨论，一致认为：“陈（嘉庚）为南洋巨
商最能牺牲个人财产，以谋增进国内教育之
人，且所制造新式货品与外国工商业争衡，
应予通融发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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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1926年3月底，苏兆征报
告罢工以来的财政收支情况说：“此次罢工
共收入290余万，华侨占190多万。”由此可
见，海外华侨对国家、民族饱含的拳拳爱国
之心。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至翌年
10月结束，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
各方面受到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
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
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
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
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
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讲师、硕士。本

文为广东省珠海市2019-2020年度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研究”（编

号：2019YC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⑤⑥⑦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

兆征 》，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133页、

153页、155页。

②《工人之路特号 》 （第287号），1926年4月

11日。

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苏兆征研究史料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8页。

④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历史名人研究”

课题组：《珠海“红色三杰 ”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初探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 2013年第2期。

（责编  王燕萍）

纪念省港大罢工爆发9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