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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民是我国工人运动的

先驱，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届委

员长，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发

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1887年10月，林伟民出生

在广东香山县三灶岛（今属广

东珠海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因家庭贫困，无以为生，

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到外国轮

船当海员。在长年的海员生涯

中，他饱受帝国主义者和外国

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心中

埋下了反抗侵略压迫的种子。

他曾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

清斗争，加入过同盟会，成为

辛亥革命的活动分子。俄国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他以

巨大鼓舞和启示。他与苏兆征

等人一道，发动香港海员们组织成

立了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产业工

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香

港海员工会）。为了谋生存和反抗

压迫，1922年1月，他与苏兆征等

人组织领导了影响深远的香港海员

大罢工，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香港

海员的正义要求。不久，他应上海

工人的邀请，到上海带领海员们成

立上海海员工会，并胜利进行了上

海海员大罢工，在上海早期工运史

上占有一定地位。经过斗争实践与

考验，香港海员工会在国际工人运

动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林伟民、苏

兆征他们也渐渐为世界工人阶级所

熟悉。

1924年夏天，赤色职工国际所

属运输工人国际宣传委员会，决定

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国际运输工人大

会。赤色职工国际向香港海员工会

发出了邀请函，邀请他们派出

代表前来参加大会。

当时，世界各国工会组织

分属于两大阵营。一个叫做赤

色职工国际，总部设在苏联莫

斯科。另一个叫做国际职工协

会，总部则设在荷兰的亚姆斯

特丹。前者是世界各国进步的

和革命的工人阶级集合在一起

的革命团体，主张工会组织要

实现统一和团结。它的宗旨

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领

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根本摧毁资

本主义制度”；后者则是掌握

在社会民主党手里，主张改良

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引诱工人们与资本家妥协，实

行工会分裂”①。运输工人国

际宣传委员会（简称国际宣传会）

则是赤色职工国际下面的一个产业

组合机构。它将各国运输工人集合

于革命的旗帜之下。当时有俄、

德、法、美、希腊、澳洲、爪哇和

中国等8个国家的海员革命工会，

以及中国等11个国家的铁路工会等

团体共同加入了运输工人国际宣传

委员会。

此时，东方太平洋运输工人代

1924年林伟民苏联之行
禤倩红  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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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伟民1924年在苏联期间撰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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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正要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

在广州召开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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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为此，香港

海员工会专门开会研究关于出席会

议的人选问题。原计划苏兆征要代

表香港海员工会，以中国海员代表

的身份，与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一

起，共同参加东方太平洋运输工人

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无法

分身。林伟民也是香港海员中众望

所归的领袖人物，因此大家认为由

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前往参加

国际宣委会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

会最为合适。

林伟民因妻子前年已病逝，如

今要担负照料年纪尚幼的孩子的责

任，再加上当时正紧张地参加整顿

前段为翟汉奇等工贼把持的香港海

员工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

他以大局为重，当场表示服从工会

的决定，答应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

会议。会后他委托其他亲友代为照

顾孩子，同时向工会有关人员交待

了手头工作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离

开香港，赶往苏联参加会议。“香

港海员工会又应赤色职工国际的邀

请，派了林伟民当代表出席国际运

输工人大会”③。 

林伟民先从香港乘船辗转到了

海参崴，再从海参崴转乘火车出

发，路经伯力、赤塔、伊尔库次克

等站，前往莫斯科。由于当时苏联

经受了国内战争的冲击，社会秩

序相当混乱，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铁路沿线伤痕累累，火车所需燃料

缺乏，铁路交通时续时断。这样一

来，林伟民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由

于路途遥远，又遇到诸多阻滞，差

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到达目的

地莫斯科。但是国际运输工人大会

此时已经散会了。

林伟民虽然赶不上参加会议，

但仍受到了赤色职工国际的欢迎和

热情接待。会议主持者运输工人国

际宣传委员会有关人员向林伟民详

细介绍了会议进行情况及大会所通

过的有关决议。他向林伟民透露：

原来大会计划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

香港海员工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的，由于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迟到

了，只好作罢。国际宣委会有关人

员还向林伟民详细介绍了当前世界

革命形势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进行情

况，希望双方以后加强联系，相互

支持。林伟民向国际宣委会接待人

员介绍了香港方面工人运动发展情

况，并着重述说了前年香港海员大

罢工进行情况以及得来的经验教

训。国际宣委会向林伟民赠送了这

次大会的有关文件。

林伟民来到苏联后，还同时得

到了苏联工会方面的热情接待。苏

联工会安排林伟民前往莫斯科、列

宁格勒以及南俄等地参观访问，并

派出有关工作人员陪同前往，与当

地工会和工人群众见面，互相交流

经验。

由于林伟民和苏兆征等人领导

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给予帝国主义

者以沉重打击，大长工人阶级的威

风，成为当时各国工人群众奔走相

告、喜闻乐见的事情。林伟民的名

字也为苏联工人所熟知。林伟民到

有关工厂参观访问时，受到了工人

们的热烈欢迎，互相一见如故，十

分亲热。他曾应邀到一些工厂向苏

联工人演讲，介绍中国海员工人如

何身受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

残酷压迫剥削，在经济、政治等方

面都饱受压榨歧视，过着奴隶般的

悲惨生活，因此海员们都怀有强烈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革命性。

林伟民详细介绍自己与苏兆征等中

国海员在航行世界各港口过程中，

及时知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

息，受到了巨大鼓舞，感受到团结

就是力量的真理，因而以俄国工人

阶级为榜样，带领海员工友们组织

成立了香港海员工会；同时为谋生

存反压迫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香港

海员大罢工，迫使香港英帝国主义

者低头屈服，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

胜利。

林伟民在演讲过程中，还感情

真挚地着重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期

间，曾经得到过俄国工人阶级无私

援助的情景。他说：罢工期间，苏

俄政府在广州设立的“华俄通讯

社”，经常主动地前来罢工办事处

采访，及时将我们香港海员罢工的

消息向俄国人民和世界各地报道，

宣传我们斗争的正义性，扩大海员

罢工斗争的影响。在罢工斗争过程

中，俄国工人十分关心我们的斗

争，并且曾经热情募捐款项，无私

支援我们的罢工斗争。这期间，苏

俄政府代表曾到广州访问。他们专

门跑到海员罢工宿舍，与我们海员

代表见面，鼓励我们要坚持斗争，

“此次罢工可以坚持到底，不可退

让”；并且明确表示“倘罢工中用

度有不敷之处，俄国工党肯予维

物春秋 REN WU CHUN QIU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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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务达互助之目的。”④对于苏

联工人阶级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的

无私援助，林伟民在演讲时一再表

示衷心感谢和敬意。林伟民的讲话

赢得了到场工人群众的热烈掌声。

一位苏联老工人兴奋地站起来，竖

起了大姆指，连声夸赞中国海员是

好样的！表示我们两国工人阶级要

加强团结，为全人类解放的正义事

业，并肩战斗！

林伟民在苏联期间，结合到苏

联各地进行参观访问的机会，亲身

考察和了解苏俄人民英勇战斗、辛

勤工作和生活的情景。1917年俄国

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接着又打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后，于1921年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实

行了新经济政策。经过几年来的实

践，通过全体苏俄人民的共同奋

斗，工农联盟得到大大加强，经济

建设成绩较显著，工农业生产和运

输业等方面都有较大增长和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林伟

民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苏俄红军

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斗争过程

中的英勇表现。他们浴血奋战，粉

碎了国内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侵

略者企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

阴谋，心中激起了无限敬意。他

在参观过程中，目睹苏联广大人

民群众，虽然目前物资供应暂时缺

乏，但是“拥护劳农政府而毫无怨

言”，“对于劳农政府的主义及政

策，非常欢喜”。他对苏联工人群

众为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祖

国而忘我劳动的情景十分感动。对

于苏俄经过施行新经济政策后所带

来的新局面，林伟民经过自己的细

心观察，得出了与客观现实相一致

的结论，认为“其距实现共产主义

的时期虽然还有很远，但共产主义

革命的第一难关已经打破了”。

期间，林伟民曾到纺织工厂参

观访问。他发现很多女工上班时带

了孩子到工厂来。原来工厂设有托

儿所。孩子们由托儿所负责照料，

女工们可以安心劳动，下班时再带

回家里。林伟民看见孩子们身体健

壮，活泼可爱，心里非常羡慕；同

时又为祖国家乡孩子们的悲惨命运

感到万分难过。在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残酷压迫统治下，中国人民

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很多贫

苦人家的孩子出生后，无法养活，

往往含泪将他们遗弃或卖走。目睹

此情此景，林伟民思潮汹涌，内心

激励着自己日后要为解除祖国同胞

的深重苦难而加倍努力奋斗。

10月间，林伟民正在列宁格勒

参观访问期间，祖国广州发生了地

主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在帝国主

义者策划下制造的、企图破坏革命

与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商团反革命

叛乱事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迅速讨平了

叛乱。消息传到了苏联。莫斯科和

列宁格勒等地劳动群众纷纷集会和

上街游行，表示声援中国人民的反

帝正义斗争。列宁格勒一些大工厂

的工人群众分别举行集会，声讨帝

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坚

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林伟

民目睹苏联工人群众为声援中国人

民反帝斗争而举行的活动，十分感

动。他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集会，

衷心感谢苏联工人对于中国人民的

无私援助，表示要与苏联人民“联

合一致向前，与帝国主义凶贼作坚

决斗争”。

林伟民在苏联期间，曾应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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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省长陈郁关注下，于广州银河公墓建造了林伟民
同志墓，以供世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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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国际的约请，撰写了一篇题为

《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的文

章，在其机关报发表。文章说：

现在俄国在劳农政府制度下，

施行新经济政策向建设共产主义的

鹄（鹄：即目标。——编者注）的

进行。其距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期虽

然还有很远，但共产主义革命

的第一难关已经打破了。劳农

政府把铁路、矿山、土地、航

业、大的房屋、其他的大商店

公司、工厂等，均收归公有。

其少数反革命的余孽屡次施其

诡谋，勾结帝国主义者，欲恢

复其原有剥削地位，已为红军

所荡平，而不能动摇劳农社会

主义国家的基础。

我抵俄国东部赤塔等埠之

时，见有工人示威运动的精

神，对于劳农政府非常拥护，

足证劳农政府的地位确是非常

巩固的。我抵莫斯科之后，到

各机关、工厂，少年共产党及

童子团去参观，适逢此日正当

童子团开会，由10岁以下的小

童宣告‘工农联合’及‘世界

劳工应有联合’的宣言；而

童子做游戏及跳舞等等，忽

而感动了旁边看热闹的小童，足以

将其从前顽皮的旧家庭制度，一定

打破。该童子存有一种特别的革命

性，可无疑义的。少年共产党每人

执役数小时，共劳，共食，共住，

这等的训练， 足以造成真正共产

主义的少年。

及抵纺织工厂，其工人携有小

孩到工厂工作。工厂里面设有看护

妇，工人做工的时候，将小孩交与

该看护妇管理，工作完竣的时候，

将小孩带返家里。想其工人的舒畅

自由，何乐如之呢！

俄国现在各处的民众，其食料

及衣服虽稍形缺乏，然为拥护劳农

政府而毫无怨言。不但无怨言，而

且对于劳农政府的主义及政策，非

常欢喜，视同如自己生命一般。何

解呢？因为劳农政府的主义，对于

全世界无产民众有绝大的利益，一

洗俄国帝政时代及世界资产阶级专

政国家的种种黑暗和压迫。故其民

众视劳农政府如自己生命一般。

9月7日，我抵列宁格勒，恰逢

国际少年共产党的纪念日，看见数

十万的工人巡游街市，作壮大的示

威运动。他们听见中国工人在广东

沙面受帝国主义种种压迫而起的反

抗大运动，和外国资本家走狗陈廉

伯纠集武装商团阴谋推翻革命政

府，英帝国资本主义者乃援助其走

狗陈廉伯来干涉革命政府，压迫我

们劳动阶级的民众，都非常的愤

慨。是日列宁格勒数十万劳动的群

众，对于此事众口同声的反

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的

事，大有代我们劳动群众愤愤

不平的气概，恨不得马上跑到

中国与帝国资本主义者决一死

战！听说那几天在列宁格勒各

大工厂里工人们都纷纷集会，

决议唤起全世界的工人群众，

赞助中国平民抵抗国际帝国主

义者。这不但只是列宁格勒一

个城市的情形，全俄的劳农民

众都是如此。莫斯科等处亦有

同样的表示。

我想苏联的劳动民众不但

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而奋斗，

实欲进而为全世界劳动阶级而

奋斗，为解放全世界被剥削的

民众的急先锋。现在我们全世

界的劳动群众，已经联合起来

了，认定俄国的劳农政府为世

界无产革命的大本营。我们有

数千万的劳动群众，势力浩大，任

何帝国资本主义的凶贼，百出其诡

谋，亦不能再延其生存于世界了。

我们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

都要跟着苏联的无产革命先锋军，

同向光明的革命的大路上走，联合

一致向前，与帝国主义的凶贼奋

斗！⑤

林伟民抵达莫斯科参加国际运

输工人大会后，赤色职工国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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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鲜花的苏联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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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此消息通报东方大学中国共

产党旅莫支部，随即介绍林伟民

到东方大学与旅莫中国共产党的

负责人罗亦农联系，并与莫斯科

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会面。“罗

亦农以旅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

身份，会见了前来参加共产国际

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

海员代表林伟民”⑥。

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5

月，原是苏俄政府创办的一所培养

苏俄东方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学

校，同时兼收亚洲几个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一些革命者前来学

习。由斯大林任名誉校长。学校专

门设置了中国、日本、印度、朝

鲜、蒙古等班。以中国班的学员最

多。中国班最早的一批学员有刘少

奇、任弼时、王一飞、罗觉（罗亦

农）、肖劲光等人。东方大学座落

于莫斯科特维尔斯卡娅大街（后改

名为高尔基大街）。中国班的主要

课程有《十月革命史》、《工人运

动史》、《政治经济学》、《辩证

唯物论》、《联共（布）党史》、

《共产党党纲党章》等等。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4年到苏

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

大会期间，也应邀到东方大学讲授

了《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

史》等课程。由于中国学员初时大

多不懂俄语，因此曾邀请瞿秋白、

李仲武等人前来当翻译，辅导中国

学员学习。东方大学内成立了中共

旅莫支部，主要任务是负责教育管

理和组织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

员。林伟民到莫斯科时，中共旅莫

支部负责人是罗亦农。

林伟民的到来，受到了旅莫支

部负责人罗亦农的亲切接待和东方

大学中国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亦

农向他详细介绍了东方大学的性质

和当前中国学员在该校学习与任务

等情况，同时“详细询问了国内省

港海员罢工斗争的情况”⑦。由于

林伟民只会讲广东话，因此他在东

方大学活动期间，罗亦农专门委派

了一名广东籍的学员黄平配合他的

活动，充当广东话与普通话之间的

翻译。黄平对此回忆说：“赤色职

工国际把林伟民介绍到东方大学

来。由于他只会说广东话，而当时

东大中国同志中只有我是广东人，

其余的人都听不懂广东话，这样我

就第一次成了广东话与普通话之间

的翻译了”⑧。黄平后来谈及自己

在东方大学陪同林伟民活动期间的

印象说：“我当时的印象是，他是

一个很平常、很容易接近的人，待

人很和气，讲话不慌不忙，声音不

大，但是很清楚，很有条理；对待

我这样一个无知无识的小伙子是如

此，对待一些领导人也是如此。我

感觉他对待人是不分等级的。他没

有丝毫奉承上级、压迫下级的情

形。我当时政治上很幼稚，所以没

有同他谈什么政治问题，大概谈的

都是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和尽力回答

他提出的关于苏联的问题。我没有

趁此机会详细了解海员的生活，真

是可惜。”⑨

林伟民在东方大学与中国学员

会面时，有王一飞、王若飞、聂荣

臻、陈延年、穆青、肖三、肖劲光

等人参加；此外还有叶挺，他当时

仍是国民党党员身份，于1924年夏

天从中国到了东方大学学习，年底

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林伟民应中国

学员邀请，专门做了一个关于“实

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

斗争问题”的报告。林伟民没有讲

稿，也没有书写报告提纲。他的口

才很好，讲话时鼓动性极强，滔滔

不绝地一口气演讲了两个钟头。他

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香港海员在船

上打工时如何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

资本家残酷压榨的情景，后来受到

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启示，起

来组织工会，并向外国轮船资本家

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

不屈不挠地坚持罢工斗争，终于

迫使港英当局屈服，接受海员的条

件。他还论述了这次罢工斗争中的

经验教训问题。他演讲时“不慌不

忙，有条有理，层层深入，充分说

明了中国海员的力量。他的精彩报

告，博得了人们的喝彩”⑩。当时

陪同林伟民活动的黄平迅速地记下

了他所作报告的主要内容：

“中国海员深受帝国主义和外

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处处受歧

视。例如轮船到达美国港口，往往

中国海员不许上岸。中国海员不堪

这种种压迫和歧视，终于爆发了震

撼全球的中国海员大罢工。工会一

声令下，到达香港的中国海员纷

纷弃船罢工，返回广州或各自的家

乡。香港其他行业的工会也举行同

情罢工，相继离港回省。数以百计

的外洋轮船停泊在香港海面上动弹

不得。香港立即变成死港、臭港。

洋大人和‘高级华人’不得不自

己操劳家务。粪便垃圾在市内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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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如山，无人处理。香港政府则以

高压手段相恫吓，封闭海员工会，

可是工会方面不屈服，港英当局毫

无办法。罢工持续了近两个月，洋

大人不得不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增

加工资等条件，恢复了海员工会。

海员工人为香港华人争了一口气。

然而罢工期间的工资，船主借口没

有钱，要待将来再付，由何东爵士

担保，但以后就赖掉了。海员工会

要香港政府自己把被他们摘去的工

会招牌挂还原处。香港政府觉得太

丢脸了。后来由英国教会的牧师们

出面挂上。这时全港鞭炮齐鸣，庆

祝罢工胜利。昔日专横一时的英帝

国主义，这时不得不向工人屈服。

香港和广州工人从此称帝国主义是

‘纸老虎’。”

林伟民结束他的报告时，还特

意提到罢工期间“中国共产党曾派

李森（李启汉）来慰问海员罢工工

人”

参加听林伟民作报告的中国学

员，对他的精彩演讲一再报以热烈

的掌声，同时为他充满着豪情壮志

所感动。“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罗

亦农、王若飞、肖劲光、肖三等50

多人。个个都为林伟民的热情洋

溢、生动风趣的演讲所激动”，

“现在还健在的聂荣臻、肖劲光、

肖三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当能回忆

当天的情况” 。陪同林伟民活动

的黄平更是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

育。他激动地说：“那次报告给我

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在此以前，我

从来没有接触过产业工人，总以为

工农是无知的。这次听了林伟民的

报告，我的思想认识可以说起了根

本变化。”

由于林伟民长期以来在反对帝

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压迫的

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无畏，处

处表现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

德；在莫斯科期间，表现立场鲜

明，坚定突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旅莫中共党组织经过研究，

认为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的

条件，因而决定罗亦农专门负责对

林伟民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性质任务等方面的宣传教

育，并征求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意见。“罗亦农征求林伟民意见，

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22年香

港海员大罢工期间，林伟民已开始

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当时，刚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

罢工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并且帮

助罢工海员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方

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

运动的组织机构——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为组织发动全国各地工人

阶级声援香港海员罢工作了巨大

努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

李启汉等人，更是亲身深入组织发

动上海工人大力声援香港海员的斗

争，挫败了外国轮船资本家企图到

上海招雇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

李启汉本人因此被上海当局拘捕。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以至

国内各地工人组织“香港海员后援

会”等团体，从政治、经济等方面

给予香港海员罢工以巨大援助。尤

为令人感动的是：京汉铁路工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顾反动当

局的迫害，在火车头上竖起写有

“援助香港海员”字样的旗帜，从

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又从汉口飘

扬返北京。罢工期间，李启汉还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委托，曾专程前来广东，通过苏

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人向全体罢工

海员表示慰问与声援，勉励罢工海

员要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坚持斗

争，争取胜利。由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主编的《工人周刊》，以《香

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

跃》为题，详细宣传介绍了香港海

员罢工的经过及其意义，以及全国

各地工人阶级热烈声援香港海员罢

工的情况，对香港海员罢工表示大

力支持。

尤其令林伟民和苏兆征感动至

深的，就是中共广东党组织更是全

力以赴地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当香

港海员罢工爆发，罢工海员相继从

香港返回广州后，中共广东支部

立刻组织自己的党员和青年团员

全力投入接待罢工海员的工作，并

走上街头向各界群众宣传演讲香港

海员罢工的意义，号召人们热情

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正义斗争。

“（广东）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员参

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发

传单三千份” 。正当2月初港英当

局悍然采取高压政策，封闭香港

海员工会和逮捕了工会人员，并威

胁罢工海员要无条件接受其更改

工会名称、先复工方才考虑加薪

的时候，苏兆征和林伟民等领导

人处于“万分的危急中” 。就在

这一关键时刻，中共广东支部于

2月9日及时发表了《敬告罢工海

员》这一重要文告，除公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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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群报》外，还印成传单

广为散发，对香港海员斗争给予

大力支持，并对罢工斗争方向给

予指导。

文告热情讴歌这次香港海员罢

工斗争的正义性，指出这是广大海

员为了争生存，不愿过牛马生活，

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

家的压榨之下，而向他们进

行宣战的正义行为。文告深

刻指出轮船资本家破坏罢工

的手段诸多，叮嘱罢工海员

务要提高警惕，切不要疏忽

大意，中其奸计。文告提醒

罢工海员在坚持罢工斗争过

程中应注意的地方，就是要

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

秩序，注重自治。文告特别

叮嘱海员们要注意坚持原则

斗争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

懂得分清敌我界线，团结帮

助我们的朋友，打击仇视我

们的敌人。文告郑重表示：

中共广东党组织坚决与广大

罢工海员站在一起，竭尽全

力为之后援。文告说：“我们最亲

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应该抖擞精

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

我们晓得资本家已到命运的末日

了，但是也要晓得将熄的灯火，也

有回光返照的幻象。我们更是应该

鼓起百倍的勇气，防备他回光返照

的一大打击。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

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

力，为之后援。海员同志们！快快

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

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

利！”林伟民和苏兆征等及时阅读

“文告”后，受到了巨大鼓舞，仿

佛在大海航行中看到了光芒四射的

灯塔一样，感到非常兴奋，深深感

受到这一文告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因而进一步增进了对于中国共产党

的认识和感情。

罢工期间，中共广东党组织主

办的《广东群报》和广东团组织主

办的《青年周刊》等刊物，也经常

对罢工斗争进行情况以至斗争方向

等问题，及时发表文章或消息，表

示真诚的支持和帮助。罢工胜利结

束时，《广东群报》又及时发表了

一些文章，帮助香港海员总结这次

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激励他们继

续前进。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

于《广东群报》发表题为《欢送海

员》的“评论”中指出：“罢工海

员在罢工当中，所获种种的教训和

种种的训练，自然增加了许多知识

和许多经验，故今后定有更强固更

伟大的组织。”文章指出：今天已

打了一个胜仗，今后应该怎样呢？

谭平山在文章中强调说：“一、我

们想根本上推倒资本制度，必要有

强大的组织；二、诸君这回罢工，

虽然是以生活问题——加工为号召

的旗帜；但须知要求加工，并不是

工人最终的目的。我们仍始终要抱

有阶级斗争，与资本家誓不

两立的决心，和始终要具有

推倒资本制度，铲除资本

家，达到建设无产阶级执政

的计划。”  

所有这些，都使林伟民

不断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

情，日益发现和认识到中国

共产党虽然成立不久，却是

革命宗旨鲜明，真正全心全

意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一心为劳苦大众谋翻身解放

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自

始至终都给予香港海员罢工

以真心实意的支持与指导，

对于海员罢工的胜利，起到

重要的作用。他深刻感受到

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与工人阶级心连

心，共患难；劳苦大众要砸烂身上

的枷锁，谋求解放，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因而对中

国共产党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为

此，在海员罢工期间，林伟民和苏

兆征曾主动寻找和争取共产党对于

自己的教育指导。苏兆征曾对此回

忆说：“当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

不到手 。”

后来，林伟民到上海领导海员

工人运动时，又与朱宝庭 等共产

党人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并且得

苏联缝纫机厂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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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及时支持与指

导。他还亲自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地开展一

系列罢工斗争活动的情况，因而对

党的信仰更加坚定，决心跟着共产

党干革命。

如今，林伟民在苏联期间与罗

亦农等共产党人相处，直接得到了

党组织的教育，对党的认识更有所

加深，因此当罗亦农征求他对加入

共产党的意见时，就毫不犹豫地毅

然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请

求罗亦农当入党介绍人。“罗亦农

在莫斯科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使林伟民成为广东海员中最

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外洋广东海员

中第一个入党的工人同志” 。从

此，林伟民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

一名战士，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

事业作毕生的奋斗。

林伟民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关于苏

兆征的一贯表现及对共产党的敬仰

等情况，郑重地把苏兆征推荐给党

组织。他说：“苏兆征为人正直，

诚实可靠，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廉

洁奉公，很有革命志气，是一位很好

的同志，在海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们要把海员工作搞好，把广大海员

团结起来，就一定要把苏兆征找来，

争取苏兆征入党。” 中共旅莫支部

十分重视林伟民的意见，随后就将

林伟民的意见及苏兆征的情况由一

些返回中国工作的共产党人带回国

内，转给广东党组织。1925年，苏

兆征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目睹林伟民在苏联参加党

组织经过的黄平论述说：“罗觉

（即罗亦农）征求林伟民意见，是

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林一口答

应。他还说：要把事情办成功，还

必须争取苏兆征入党。他很细致地

谈了苏兆征的人品、能力和在海员

中的威望，尤其着重谈到苏兆征为

人正直、诚恳，在财政问题上一丝

不苟，廉洁奉公”；“就此，林伟

民成了远洋海员中第一个中国共产

党党员，稍后苏兆征成了远洋海员

中第二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后，

他们二人为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

极其杰出的贡献。林伟民和苏兆征

多年追随孙中山，现在脱离国民

党，参加共产党，可见他们的阶级

觉悟之高了。”

林伟民在苏联期间，有一天，

突然感觉到腿部异常疼痛，行走不

便。罗亦农知道了，立即派人送

他到医院看病。医院有关医生经过

仔细检查，诊断他患了早期骨瘤，

建议他住院动手术。但林伟民此时

满怀雄心壮志，恨不得立刻回到祖

国，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而冲锋陷

阵。他觉得自己还能走动，于是婉

转谢绝了医生的意见，于年底前动

身返回祖国。

1924年林伟民苏联之行，正是

他革命生涯中一段重要的光辉历

程。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如虎添

翼，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更加忘我

地英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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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4期，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

②苏兆征：《苏兆征在全国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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