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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器工会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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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6-0024-07

五四运动后，上海产业工人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把开展工人

运动作为重要任务，积极创办工人刊物和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大大启发了工人的觉悟。在陈独秀

亲自指导、李中等人具体组织下，1920年11月21日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

机器工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由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阶段。

上海机器工会及其他新式工会组织的出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准备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李中；工人运动

中国早期杰出的工运领袖邓中夏曾指

出：“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

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

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

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

性。”[1]1920年11月21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工会组

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史进程中领导工会组织的开端。

一、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觉醒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中国工人

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

工人数量已超过50万人，占全国200万产业工人

的1/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接受先进思潮洗

礼的上海机器业工人就已经出现在上海的游行

队伍中。1920年5月起，由于米价飞涨，上海

掀起了持续的罢工浪潮，相继发生大小罢工33

次，参加的工人达数万人。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中

[1]《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

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

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把启发工人阶级的

觉悟、开展工人运动作为重要任务。据李达回

忆：“一九二〇年夏季，C.P.C（不是共产主义

小组）在上海发起后，经常在渔阳里二号《新

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

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讨论

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当时在杨

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2]这一时期工

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经济诉求。陈独秀在

1920年夏曾说，他不奢望中国的劳动人民能很

快地展开一场有如国外工人运动那样的大规模

的运动，但若中国工人阶级能组织起来争取外

国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的某些利益，就很令人

欣慰了。陈独秀建议工人只进行争取改善生活

和建立工会的斗争。[3]陈望道也曾指出：“初期

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

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4]

[2]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1页。

[3]《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160—161页。

[4]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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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办，这

是专门向工人阶级宣传革命理论的通俗读物，

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创办的第一个工人刊物，在

工人中引起广泛共鸣。李汉俊撰写的发刊词

《为甚么要印这个报？》说：“工人在世界上

已经是最苦的了，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

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

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

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陈独秀在8

月22日的《劳动界》第二册发表《真正工人团

体》一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

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的。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

体，就算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

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工会公

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号召：

“觉悟的工人们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

真正的工人团体啊！”[2]8月17日，李汉俊与陈

独秀联名在《民国日报》发表《〈劳动界〉出

版告白》：“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

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

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也好叫本报成

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3]

《劳动界》重视和工人读者的联系，听

取他们的呼声。《劳动界》第二册刊首发布

启事：“本报宗旨，是要改良劳工阶级的境遇

的，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

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上海杨树浦

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在1920年10月3日的《劳动

界》第8册发表《可怜的工人》一文：“我们同

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

唉！先生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苦恼的工

人，多是劳动界的一分子，从前受资本家的压

迫，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们要我们工人长，

不敢不长；要我们工人短，不敢不短；要我们

东就东，要我们西就西；有话不能讲，有冤无

[1]李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

1920年8月15日。

[2]陈独秀：《真正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年8

月22日。

[3]陈独秀、李汉俊：《〈劳动界〉出版告白》，《民国日

报》1920年8月17日。

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

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

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呵！”[4]彭述之曾回忆李启汉、陈为人、罗亦

农等外国语学社学员深入工人的情况：“他

们每天晚上和清晨去一些工厂附近溜达，等

候下班、接班或休息时从厂里出来的工人们，

与这个或那个工人开展平凡、实际或消遣性的

谈话，继而诱导其谈他的工作、车间、工头、

老板、工资和他们时常面临的工伤、死亡和病

痛；总之是他最关心的事；如果可能的话，就

和他结识乃至交朋友。这样，他们渐渐进入了

一些人口密度极高的区里，被工人们所接纳，

在那里观察到上海劳动者悲惨的日常生活。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凭着他们调查回来所写的实

录性材料，《劳动界》的最初几期才得以形

成。”[5]

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时，

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把创办各

种劳动补习学校、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培养工

人骨干放到重要地位。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

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

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他

看见了小沙渡及码头工人之罢工，已形成了工

人的组织，如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所以就

注意去调查他们的内容。可是这两个组织到底

如何呢？中华总工会为国民党右派陈××的骗

局机关，工业协会虽有五千—一万人但为大政

客黄个民拉拢之工头以及其他活动的学生所鼓

动，故日本纱厂工人与码头工人于六月三日罢

工一次，情形亦尚好，并开过会，及到仲甫到

时在茶馆集会也只有百余人到会了。”[6]也就

是说，虽然沪西地区有了所谓的工会，但大多

数都为政客、把头、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控制和

把持，根本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为了摆

脱沪西地区被国民党、资本家所控制的工会，

[4]陈文焕：《可怜的工人》，《劳动界》第8册，1920年10月3日。

[5]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劳动界>的情况》，刘明逵、唐玉

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2002年，第802—804页。

[6]《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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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其觉悟。陈独秀派

工人出身的外国语学社学员李启汉在沪西小沙

渡开办上海工人半日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用邓中夏的话

说，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

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1]。

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提高他们

的觉悟，培养工会骨干，建立真正的工人团

体。当时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陈为人、雷晋笙

等兼任工人半日学校教师。时任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包惠僧回忆说：“我

每星期去上两次课，我是讲政治常识和劳动组

合一些有关的问题。”[2]

随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创

办劳动补习学校，办学效果更好。各地的工人

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文化程

度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普及宣传，启发工人

阶级觉悟，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打下基

础。邓中夏曾指出：“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

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3]1921

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明确指出：“工人学校是走向组织工会途中的

一个阶段”，“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

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4]

随着教育的深入，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

逐渐觉醒，为工会的成立奠定基础。1920年8月

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人李中，在组织

工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中原名李声澥，

毕业于湖南一师，后来在上海海军造船所（即

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做锻工。1920年毛泽东两

次赴上海，都是经李中介绍才见到陈独秀的。

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信中说：“在

[1]邓中夏：《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邓中夏文

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6页。

[2]包惠僧：《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第三册，第355页。

[3]《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

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

选编》第二册，第82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稿），《“一大”前

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一册，人民

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上海，李君声澥劝我进入工厂做工，我颇心

动。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脑的生活是苦急了的

生活，我想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

好。李君声澥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

居然一二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

工钱以（已）渐得到每月工资十二元。他现在

寓居在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

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5]毛泽东

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一开始也是住

在李中的寓所。1920年9月26日，李中在《劳动

界》第7册发表《一个工人的宣言》：“甚么角

多钱一天，两三角钱一天。弄得我们吃的是臭

的，穿的是臭的，住的是臭的，处处是一个痛

苦到了极点的”；“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

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

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

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

人的世界。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

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

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李中主张：“我

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

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

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6]诠释

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主张，成为中

国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

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觉悟的工

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已势在必

行。李中成为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李达

回忆：李中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还派工作之余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李

中筹备机器工会。[7]

二、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与机器工会的筹建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出版了各

[5]《毛泽东致罗学瓒的信（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

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62页。

[6]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劳动界》第7册，1920年9

月26日。

[7]李达：《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第一册，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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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人的刊物，包括上海的《劳动界》、北平

的《劳动音》、广东的《劳动声》。上海共产

党早期组织对工人的宣传卓有成效，工人群众

逐渐明白并最终理解了组织工会的重要意义。

杨树浦（沪东）是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最早、最

为集中的地带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工业

中心，有“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称。到

20世纪20年代，杨树浦已经成为工厂林立、码

头集中，以纺织、卷烟、机器、造船为主，包

括水、电等市政公用事业的综合性工业区。当

时的杨树浦流传着一句民谚：“若要苦，杨树

浦”，深刻揭示出工人苦难的生活境遇。苦难

深重的杨树浦地区工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开

始进行顽强的反抗斗争。这些早期的罢工斗

争基本上是自发的、个别的、局部的，多数是

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反映了工人阶级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因而1920年秋，陈独秀派李

中到条件成熟的杨树浦筹组机器工会，且亲自

参与筹组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将来万一有

办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努力，要把他

糟的处所改造，把坏的分子驱出，尽力负责去

干，万万不要见得他糟了，个个不管了。”[1]

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上海机器工

会章程》，共6章32条，以“谋本会会员底利

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为宗旨，强调以公共

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进阶级的互助观

念；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

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互相的

扶助事业；研究劳动市场状况，要求雇主增加

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

卫生设备；其他事项，如增进本会会员福利的

各种事业，等等。[2]章程草案起草后，李中写信

告诉了沪东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并约他

面谈，发动他在该厂发起工会组织。陈文焕接

到李中的信后，复信说:“现在你想发起一个机

器工会，这是我很赞成的……你与独秀先生所

[1]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3年，第183页。

[2]《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

年10月10日。

订的机器工会章程，……你肯给我一份吗？”

陈文焕按照这份章程的要求，在电灯厂积极开

展工会的筹建活动，并和李中共同商议发起上

海机器工会。[3]

1920年10月3日，在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

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到会的发

起人有来自海军造船所、杨树浦电灯厂、厚生

纱厂、东洋纱厂、恒丰纱厂等七八十人。陈独

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沧

与会。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表演说，称赞机

器工会筹备会的工作做得好，工会应该为工人

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斗争。陈独秀说：“现

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

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

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

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

不受其支配。”“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

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

的工会。”[4]

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李中报告了《上

海机器工会章程》，强调上海机器工会不同于

以往的行业工会，在努力达到本会宗旨的同

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能变成被资本家利

用的、同乡观念的、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不

纯粹的、只挂招牌的工会。会议通过了《上海

机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会员大会每半年召

开1次；理事会每4周召开1次。理事会设书记、

会计、庶务、教育、编辑、调查和交际各科，

科长由理事担任。理事任期1年，可连任。理事

长由理事推选。章程还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

务。发起会决定成立工会事务所，由李中、陈

文焕、李杰、吕树仁、陆征章为办事员，并成

立由陈独秀任主任的经募处。会后，机器工会

租用杨树浦西门路泰康里41号为临时会所。不

久，办事员协商产生了理事会，陈文焕任理事

长，主持日常工作，李中负责联络工友和扩大

[3]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劳动界》第7册，1920年9

月26日。

[4]《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

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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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在10月13日的理事会上，又决定取消经

募处。理事会决定：“暂设本会事务所筹备处

于法租界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如本会会员

报告及询问等件，可向该处接洽。”此后，理

事会多次开会商讨在机器工人中扩大会员和正

式成立机器工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

组织起来，以尽快成立工会组织。1921年1月9

日的《劳动界》第22册刊载了《一九二〇年上

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列举了每月的罢工次

数。就罢工结果来看，很多失败了，原因在于

“没有真正的团结”。《劳动界》刊文强调：

“但是团体，不是挂块招牌就是团体，必须以

公共集合的团体，做公共的事情。”

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

207号的上海公学正式成立。机器工会会员、

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千人与会，孙

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并讲话。“中山先生

演说有二小时之久，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

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而“陈独秀谓工人

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侧身其

间，不然仅一资本家或假工会而已”。[1]大会通

过了工会章程，决定出版《机器工人》刊物，

并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工人建立联系。[2]机

器工会还创办一所英文义务夜校，每晚教课2小

时，机器工人中的会员、非会员均可免费入学。

1920年12月2日，上海机器工会为了扩大影

响，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举行聚餐会，

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理事长陈文焕在致辞

中，介绍了该会筹建情况和宗旨。席间，工界

人士热忱发言，希望该会“蒸蒸日上”，成为

“工界明星”。[3]半个月后，为了推动工人运

动，1920年12月20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

起的跨行业的“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

学召开成立大会，参会会员有四百多人及许多

[1]《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

年10月10日。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3]《上海机器工会聚餐纪事》，《劳动界》第19册，1920年

12月19日。

来宾。李启汉、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等参

加了大会。该会以各种方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

主义，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4]

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在社会各界特别在

工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工人组织也表

示了关注。1920年12月14日，世界工人联合会

执行部总干事罗布朗来函表示支持，称：“我

们从在美国的中国工人朋友们中，听到你们竭

力组织和教育你们国里的工人。我们因此希望

你们的成功，而且希望表示国际上的同情。”[5]

这是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工会组织的联络。

三、机器工会带动全国产业工会的

兴起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上海机器工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

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具

有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它和上海等地

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拢少

数工头、职员建立的“招牌工会”、劳资混合

的“工界团体”和行帮组织，有根本的不同，

也不同于当时已有的受工厂主和秘密道会门等

控制的“工会”。[6]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

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扩大工会队伍，参与

工人运动。

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发展非常迅速。

从发起到召开成立大会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会

员从几十人猛增到370余人。它的成立，带动

了上海产业工会新组织的兴起。1920年12月11

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借鉴上海机器工会经

验，将1346名印刷工人和以前的部分工会组织

起来，合并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并创办《友

世画报》，以“提倡劳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

造社会为主旨”，使上海印刷工会成为上海第

二家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劳动界》称

[4]《“一大”前后大事记》，《“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第188页。

[5] 《上海机器工会：光荣与梦想》，《工会信息》2014年第

35期。

[6]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

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第

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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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说：“这个《友世画报》和上海机器工会的

《机器工人》都是真正工人的出版品，也是我

们劳动界的一线曙光。”[1]1921年7月7日，《共

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评论，认为在上海所有

工会中“办理的有精神有色彩的工会，要算去

年组成的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2]。

不久，李启汉受党组织委托，发起成立上

海纺织工会。陈望道回忆说：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进行的几项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办了三

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3]

李达则回忆：“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

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

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4]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上海机

器工会积极推动产业工人运动。1921年4月17

日，上海劳动界在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开

会，讨论筹备庆祝五一劳动节事宜，由李启汉

主持，与会者有包惠僧、陈望道、陈文焕、李

中等28人。4月20日，上海劳动界继续讨论庆祝

五一劳动节事宜，决定建立筹备机构，主持者

为李启汉，[5]5月1日，在上海天后宫举行集会，

在各报上发表了宣传文章，散发了传单。五一

劳动节虽然没有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但在中

国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会，这是破天荒的第

一次。上海反动当局大为震动，法国巡捕房派

了武装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同一天，北京

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劳

动节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在大会上宣布建立

了工会，后来改称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

为了扩大全国机器工会的力量，上海机器

[1]《上海又有一个工会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劳动

界》第18册，1920年12月12日。

[2]《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

月7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

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78页。

[3]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

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第21

页。

[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

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

后资料选编》第二册，第8页。

[5]《“一大”前后大事记》，《“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第192页。

工会还呼吁其他城市也建立机器工会。1921年5

月1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散发的宣传品《工

人的胜利》中，有4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致天

津机器工人的一封信》，指出：现在上海广州

等处都组织了机器工会，而且组织得很好。但

是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还没有组织这种团

体。各位朋友们，这种组织的重要谁不知道！

只因着手进行，总不免有些阻挡……我们今后

的组织正好将以前的毛病一概去掉。选择纯粹

的分子重新组织起来，本着坚忍不拔的精神，

去和工厂主的威迫利诱抵抗，至于不相干的怀

有野心的人绝对不和他发生关系，那么内部的

组织才能稳固。内部的组织就绪了，我们便当

与各地工人联络。组织愈扩大愈精密，劳力自

然愈雄厚。假若我们同业界各地都联合起来

了，那便可以掌握全国机器工厂的霸权，那时

候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呢？[6]

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引起了上海军阀当

局和帝国主义的恐慌。租界工部局不断派密探

侦察监视机器工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

破坏下，上海机器工会坚持开展活动。1921年

11月间，参加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1922

年1月8日，参与发起工会领域的外交大会，反

对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北

洋政府的卖国行径；1922年3月26日，参与发

起追悼湖南劳工会领袖、最早牺牲的两位工人

领袖黄爱、庞人铨的大会；1922年5月1日到6

日，派代表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

大会。此外，还参加每年五一纪念会和示威游

行；组织“澳门外交后援会”，反对澳门葡萄

牙当局侮辱中国妇女、杀害中国工人和市民的

暴行；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和“浦东纺织

工人经济后援会”，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浦

东日华纱厂纺织工人大罢工等活动。1923年京

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后，上海绝

大多数工会均遭到封闭和摧残，上海机器工会

从此终止活动。

[6]《上海机器工人致天津机器工人一封信》，《“一大”前

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第

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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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党伟业中的工人伟力

如果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等刊物对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成了中共建党的思想

准备，那么上海机器工会等早期工会组织的成

立，“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在阶级基础上的准

备工作”。[1]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是一个知识

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机器工会的成

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

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

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

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

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有些急进

知识分子于五四运动后已在上海，开始在工人

中工作，建立工会，组织了机器工会、印刷工

会、纱厂工会，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在同

一时期，北方工人中社会主义者帮助工人十人

团的工作，设立劳动补助学校。”[2]李中作为湖

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成功帮

助陈独秀组织了机器工会。

李立三曾指出：“工人的自觉增高，这是

党产生的基本原因。”[3]机器工会中的优秀工人

逐渐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队

伍中的中坚力量。1921年初，李中由社会主义

青年的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是中共一

大召开之前上海发起组织的成员，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第一名产业工人党员。[5]李启汉也是在

中共一大之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人

党员。“一九二〇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

[1]《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50页。

[2]同上。

[3]李立三：《党史报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第91页。

[4]《李达自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5]罗绍志：《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人民日

报》1988年4月29日。曾长秋：《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17年第

5期。

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

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6]上海机器工会的

成立，标志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领导工人

运动方面，由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

工人的阶段，由理论转入实践阶段，为更多产

业工会以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各地共产

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

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

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

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

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

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

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

基本具备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新生

的中国共产党将成立工会列为党的基本任务，

在中共一大上制定了有关组织工人和开展工人

运动的工作原则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一成

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中

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

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

的大道。”[7]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史学

习教育研究专项）“百年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

主义在广东传播的回忆与研究史”（DSYJ080）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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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国焘：《被捕、谅解和团结》，李涛编：《亲历者忆：

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7]《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

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

选编》第二册，第79—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