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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诞生始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诞生始末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仅

20 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诞
生。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
关，在这幢普普通通的石库门建筑
中，党的早期领导人组织中国第一代
工人阶级掀起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等一系列反压迫反剥
削的工人运动，并在上海推动建立起
烟草工会、邮务工会等工会组织，工
人运动的火种从这里熊熊燃起。

从成立到结束的 3 年零 9 个月时
间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各种
形式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和教
育，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在年轻的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
帝反军阀斗争，为壮大党的事业和工
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下壮丽诗篇。

唤醒工人阶级维权意识

19 世纪开埠后，上海工商业发
展迅速，到上世纪 20 年代初，上海工
人总数已达 513768 人，其中产业工
人达 18 万余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
的四分之一。

然而，工业繁荣背后，是资本家对
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内，
一张张当时工人们辛苦劳作、艰难谋
生的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日商日华纱
厂的“包身工”每天在车间连续站立
操作 12小时，上海内外棉五厂和七厂
的日本资本家为限制工人上厕所而发
的大小便牌子……

资本家、殖民者的层层剥削压迫
之下，工人阶级自身维权意识逐渐觉
醒，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发挥主力
军作用，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
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没有先进理论
的指导，工人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本
原因、未来社会的前景以及自己的历
史使命并不大了解。中国共产党最早
的党员之一李启汉积极组织工人在沪
西小沙渡地区、沪东杨树浦地区组建
纺织工会，并且为工人办起了劳动补
习学校，也就是“半日学校”，这是党领
导下的上海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半
日学校”一边帮助工人学习文化，一边
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为
维护自身权益开展阶级斗争。

一系列做法唤醒了工人队伍的
反压迫、反剥削意识，有力地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
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
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
成长起来。

“他”的生日和党仅差20天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共产党成立仅 20天后，也就是 8月 11
日，根据中共一大决议，在上海建立
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共产党》
月刊第 6 号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宣言》：“是由上海——中国产业
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
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
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
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织，向劳动者
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
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
觉。”并预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
人们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 20天后，为何就
迅速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
事工运史研究的专家认为，这和党的
当时任务分不开。中共一大在相关决
议中指出：“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基
本任务。凡拥有一种以上产业部门的
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
而仅有一二家工厂的地方，可建立适
合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另外，成
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在上海合
法公开活动，急需成立一个可以公开
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于是英美烟
厂罢工胜利第二天，就在上海北成都
路 19号（今成都北路 899号）成立了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当时的成都北路位于五大工业
区居中位置，该地门前还有有轨电
车站，可以方便发动市内各处工人
运动。在这里办公，能最快最近走
入工人中去，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扎
实开展工作。

筹备期间就领导罢工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在筹建过程中就介入了工人运动。

1921 年 7 月 21 日，因反对洋监
工克扣工资与殴辱工人，上海浦东
英美烟厂 8000 余工人爆发了大罢
工。罢工一开始是工人们自发的，
正在筹建过程中的书记部从报上得
知消息，决定介入参与，做一次领
导罢工斗争的尝试。

直接领导者李启汉来到烟厂以
后，首先组织积极分子，选出代表组
成工人代表会议，作为罢工的领导核

心。接着，他又帮助起草了罢工宣
言，拟定了 8 项条件。李启汉
引导工人掌握斗争时机，推派
工人代表和外国资本家进行交

涉，多次在上海浦东吴家厅召开全厂
工人群众大会，同时还发动工人进行
游行示威，并通电各报馆、团体。本
来是自发散漫状态的罢工转变为有组
织的斗争。

经过三周坚持，罢工取得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
在罢工胜利的第二天，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就在上海北成都路 19号（今成
都北路 893弄 1-11号）宣告成立。

将工人运动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字是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劳动组合”
即工会之意，“书记部”即秘书处的意
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
立后，相继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
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机构，将工人运
动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

1922 年，中国革命力量迅速汇聚
并开始向高潮发展。从年初的香港海
员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开滦
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形
成。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
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北方区、武
汉区、湖南区、上海区和广东区等多
个罢工重点区。

这一年是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的一年。1 月 12 日，香港海员工人为
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举行大罢
工。书记部李启汉等在上海组织发起
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筹款以支援罢
工工人。罢工坚持了八周，到了 3月，
全港工人参加罢工的已达十余万人，
由于书记部的大力支援，英帝国主义
当局不得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罢工斗
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
1922 年 5 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
开。5月 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
州 5 万工人一起进行游行，领队的一
面大旗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同年 8 月，书记部邓中夏成功领
导了长辛店 3000 多铁路工人罢工。
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很快
传到京绥、京奉、京汉、粤汉以及津
浦等几条主要铁路干线，鼓舞了铁
路工人的斗志，工运迅速地从经济
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
由的政治斗争”。

从全国来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各分部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工
人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高潮迭
起。1922年，全国各地罢工 100多次，

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30
万人。其中，上海共

发生大小罢工 54
次，占全国罢工

总次数的一
半 ，参 加
罢工人数
可统计者

在8万人以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
注重发展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在斗
争中培养党的干部，为党的事业蓬
勃发展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时间拨回到 1922 年 7月 12日，这
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公共租界
巡捕房搜查。8 月初，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为主任，罗
章龙为副主任。上海改设分部。

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章程》
第五条内容“本部设总部于北京。暂
设分部于武汉、上海、长沙、广州、济
南、天津、南京等处，得随时增加”可
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已由上
海变为北京。而这份《章程》是 1922年
9月 17日于《工人周刊》第 52期公布，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总部迁移后，因总
部设在北京，《章程》中便不提北方分
部，北方分部的存在时间是 1921 年 9
月至 1922年 8月。

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书
记部立即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
召全国工人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
倒军阀”，同时，书记部转入地下，进
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
导工人运动的职能。

同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中华全国总工
会，1925年 5月 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
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
历史使命。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 3 年零 9 个月的时间
里谱写了中国工运史上的壮丽篇章，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创办《劳动周刊》为工人说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
动周刊》，每周六发行，最高发行量达
到 5000份，它的作用是向工人宣传工
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
人按产业组织起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
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宣传
教育和组织工作。寂静的深夜，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那间简陋的房
间内，李启汉和战友们以满腔热血
投入到《劳动周刊》编撰宣传中，一
份份带着油墨香的刊物送到工人们
手中，鼓舞着工人阶级勇敢组织起
来，为被剥削、被压迫者鼓与呼。

《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指出，“我
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
者说话。”周刊以浅显易懂的文字，
反映当时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并
以各地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会的消息
来激励工人的斗争意志，还有不少
工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出了工
人们的心里话。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党的“一大”

提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

动的领导。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北京、武汉、

湖南、广州、济南设立分部。1925年 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

成立，书记部宣布撤销。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工人宣传马列

主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工人争取自身权益，中国工

人运动由此揭开崭新篇章，在中国工运史上具有开创性的

重要地位。

砖瓦无声，岁月有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

馆，真实展现了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产业工

会，开展罢工斗争，出版工人刊物，举办工人学校，发起全

国劳动大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

高潮的光辉历程。

前

言

——纪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100周年

火种火种火种，，，照亮中国工人运动壮阔前进路照亮中国工人运动壮阔前进路照亮中国工人运动壮阔前进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于 1959 年 5 月
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992 年 9 月，恢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旧址，并建立陈列馆向社会开放。2005 年 5
月 3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经第
二次修缮后再次对外开放，至今已逾十多年，
建筑本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2019年 10月
1日，其旧址陈列馆经过一年闭馆修缮再次对
外开放。

此次修缮，从成都北路 893弄 1-7号扩大
至成都北路 893弄 1-11号，新增的两间石库门
原汁原味地保留原有石库门建筑格局。整体
建筑在“修旧如旧”文物保护原则下，进一步提
升建筑质量，既展示上海石库门建筑的历史风
貌，也呼应“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理念。

布展中，陈列馆邀请了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市党史学会、市社科院等方面的专
家多次指导。同时，向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
书馆、上海音像资料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邮政博物馆、中国
烟草博物馆等单位征集史料，并走访了北
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五个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的分部所在地 28 家纪念馆，共征
集相关史料近千件，从中甄选 152 项珍贵史
料成为新增展项。其中，《共产党》月刊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重要文献 ,是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份党刊。该刊在全国秘密发行，总
共只发行过六期 ,存世极少 ,十分珍贵 ,陈列
馆藏有全六期实物 ,可谓镇馆之宝。此外还
有：同为镇馆之宝之一的由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存世极
少；“民国时期上海为外国军人拉车的黄包车夫”“1926
年拉石碾路的中国苦力劳动者”“1927 年 3 月 27 日上海
总工会在湖州会馆举行升旗典礼”等老照片；1949 年 7
月 1 日的《劳动报》创刊号、1949 年 7 月 6 日的《劳动报
画刊》创刊号、1950 年 2 月 10 日的《工人日报》、1950 年
出版的《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会刊》、11 个不同版本的
邓中夏所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书刊，以及 20
枚工会证章等实物。

展厅还运用AR、VR、AI虚拟技术，观众身临其境般
感受码头工人在船舱内借助悬空跳板，盘旋搬运货物的

“螺丝跳”的严峻考验；浸入式体验罢工场景，读一读当时
的工人刊物，上一上当年的工人补习学校，更能走进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岁月。

北方分部：1921年在北京成立，主任罗章龙，副主任王
尽美。领导建立的主要工会组织有：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联合会、京绥铁路车务工人
同人会、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太铁路
总工会等。

湖南分部：1921年成立于长沙，主任毛泽东，李立三、
刘少奇、郭亮先后负责宣传、组织工作。领导下的主要工
会组织有：湖南劳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泥木工
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株萍铁路总工会、水口山矿工人俱乐
部、长沙第一纱厂工人俱乐部等。

武汉分部：1921年成立于武昌，主任包惠僧，后由林育
南、项德隆（项英）继任。领导下的主要工会组织有：汉口
人力车夫工会、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
会、武汉第一纱厂工会等。

广东分部：1921年在广州成立，主任谭平山，后冯菊坡
继任。领导下的主要工会组织有：广州理发工会、广东土
木建筑工会、油业工会等。

山东分部：1922年成立，后并入北方分部，主任王尽
美，后由邓恩铭、王翔千接任。领导下的主要工会组织有：
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工人俱乐部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五处分部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逐渐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领导者，在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担任了组织和领导工
人斗争的重要角色。

史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个分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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