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致敬！红色工运”主
题图片展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二楼拉开大幕。 本次展览共分
为四个章节，50 余位工运人物
贯穿其中，四大篇章分别为“觉
醒”、“壮大”、“抗争”、“担当”，
劳动报记者细致梳理每一个章

节中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为
本次主题图片展提供更加多元

的解读视角， 本次梳理解读第
二篇章， 和五卅运动紧密相关
的《壮大》篇。

五卅狂飙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
这次会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

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

联盟问题， 为革命高潮的到来
做了理论、 思想、 组织上的准
备。中共“四大”之后，上海工人
阶级在革命高潮锤炼中不断成

长壮大。
1925年 5月爆发的五卅运

动，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
义的革命运动，它以磅礴的气势
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

幕。 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五卅
狂飙席卷全国，影响世界。 工人
阶级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

刘华 (1899-1925)，四川宜
宾人，原名炽荣，字剑华。 1920
年入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 。
1923 年进上海大学学习, 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参与
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 被选为
副主任。 1925 年 2 月参加领导
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任
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长。 5
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 当选为
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 代理委
员长。 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

委员。 1925 年 12 月 17 日被军
阀孙传芳杀害。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真，
帝国主义资本家， 不做工

来专门剥削人，
拿我们当牛马， 做活儿养

他们。
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
齐心协力，打倒他们，工厂

归工人！
———刘华在沪西工友俱乐

部教书时编写的新大鼓词

《热血日报》
瞿秋白（1899-1935），江苏

武进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
赴俄考察研究共产主义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 年 7
月， 同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日
常工作， 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
主任。 中共四大上当选为第四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
年五卅运动中，同李立三、刘少
奇等人成立行动委员会， 领导
“三罢”斗争，并创办、主编《热
血日报》。 1927 年 2 月参与指
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
为第三次武装起义提出重要指

导意见。 1927 年冬到 1928 年 7
月主持中央工作。 1935 年 2 月
牺牲在福建长汀。

五卅惨案发生前， 瞿秋白
就在《向导》第 109 期发表 《上
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集
中反映民众的要求———撤掉上

海的外国海陆军, 废除租界,废
除外国巡捕 ,废除领事裁判权，
引导人民坚决彻底地反对帝国

主义的统治。
中共中央在五卅运动中 ，

为加强宣传工作，出版《热血日
报》，宣传党的主张 ，指导运动
的开展。 1925 年 6 月 4 日《热
血日报》创刊，瞿秋白任主编。

《热血日报 》刊登 《上海总
工会告全体工友》 号召工人奋
起抗争。

我们的汗， 被他们剥削去
了!

我们的身体， 遭他们的打
骂侮辱!

红头阿三， 更是他们残杀
我们的刽子手!

我们工友被他们逼迫死

的，殴打死的，汽车压死的，那
一天没有？ 那处没有？

我们组织工会， 要遭他们
的压迫禁止。同盟罢工，更要遭
他们摧残！

我们的身体， 好像牛马一
样！

我们的生命， 好像虫蚁一
样!

报仇雪耻， 反抗残暴杀人
的外国强盗!

工友们呀!起来呀!罢工呀!

上海总工会崛起
五卅惨案发生后， 为适应

斗争需要， 上海总工会乘时崛
起。 1925 年 6 月 1 日，上海总
工会公开成立， 会所设在华界
宝山路宝山里 2 号。 至 7 月 20
日，由于会务日益扩大，会所又
迁至共和路和兴里 27 号，直至
9 月 18 日为奉系军阀所封闭，
以后才另行择地办公。

上海总工会于 6 月 11 日
创办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 《上
海总工会日刊》，编辑部同设于
宝山路 2 号， 由总工会直接发
行。 日刊的出版为五卅运动时
的工人反帝斗争做宣传， 同时
又用以指导及推动罢工斗争的

深入开展。
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 ，

上海共有 206 处各业工厂工人
参与罢工，一时间，上海生产停
止，商店关门，交通中断，轮船
停驶，货物无人起，食品无人供
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了帝
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燎原烈火

1927 年 3 月 19 日 ， 中共
上海区委召开会议， 发布在上
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

动员令， 并在总结前两次起义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了周密的

准备， 这次起义打败了北洋军
阀。起义胜利后，在上海建立了
第一个民主选举的由工人阶级

领导的市民政府。 市民政府的
建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

的篇章。
陈 云 （1905 -1995），上 海

青浦人。 1919 年 12 月到商务
印书馆当学徒。 1925 年参加五
卅运动，同年 8 月下旬参与领
导商务印书馆罢工 ， 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6-1927 年参
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后
担任中央委员等党内要职 ，参
加领导农民运动及抗日 、解放
战争。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

1897 年 ，起先以印刷为主 ，后
接盘一家外资印制局 ， 业务
迅速扩大 。 商务印书馆职工

是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
我们商务是五月三十一日

罢工的。 罢工那天， 我是印总
执行委员之一， 我要求中华书
局来十个纠察做宣传工作， 另
方面再去和上海总工会联系 。
那时总工会是李立三领导的 ，
不过没有公开。 因为五月三十
日是礼拜， 大家没有进厂。 到
五月三十一日早上七点钟大家

到了总厂门口， 罢工开始， 还
开了大会， 是在中华公学操场
上开的， 各部门推选了代表 ，
大约有五十人左右。 每个部门
满五十人的推选一个代表， 五
十人以上选两个， 满二百就推
三个代表。 大会通过成立商务
印书馆工会， 我被选为筹备委
员。

———老工人徐洪生 （中共
上海地委印联支部党员） 回忆
商务罢工

前仆后继

1927 年 4 月 12 日， 国民
党发动反革命政变， 第一次大
革命失败。 中国共产党及时总
结失败教训， 开始独立高举旗

帜，领导人民开展革命。英勇的
上海工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尸体， 他们又继
续战斗了。 ”

徐阿梅（1906-1939），上海
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上
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 。
曾先后担任 “法电” 党支部书
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领导法
电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取得了
57 天大罢工的胜利 。 1939 年
12 月 29 日，因拒绝日伪收买，
遭绑架，被秘密杀害。

徐阿梅， 是 20 世纪 30 年
代初， 领导上海法商电车公司
取得罢工胜利的著名工人领

袖。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为拉拢
徐阿梅， 派人告诉他： 要收他
为徒 ， 并每月给 300 元津贴 。
徐阿梅不动声色地说： 我是捏
榔头柄的工人， 高攀不上。 杜
月笙一计不成， 再施一计 ，把
徐阿梅请到家，对他许诺：只要
离开工会，汽车、洋房和经理位
置样样都有。 徐阿梅冷冷地回
答：汽车、洋房我享受不起，我
只图永远和工人在一起， 决不
离开工会！

■劳动报首席记者庄从周摄影李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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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红色工运”主题图片展《壮大》篇解读

五卅狂飙，燎原烈火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重大工人
运动的发生地。上海在这段波澜
壮阔的光辉历史中，涌现出一个

又一个革命英雄与工运先锋，他们化思想为实践，艰辛探索；以磨难为历练，奋勇当先；
促团结为力量，百折不挠……他们始终怀揣革命初心，坚守理想信念，带领上海工人阶
级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直至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