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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建设史尧工人运动史尧中
国法制史中袁 都绕不开一个重要而
特殊的机构曰她存在时间很短袁发挥
作用却很大袁影响深远遥 这个机构袁
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尧 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
总机关要要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遥

党的一大决议指出 野本党的基
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冶袁决定集中
精力组织工厂工人遥然而袁当时党员
人数少袁 且当时党组织还不能在上
海进行合法公开活动袁 党中央急需
成立一个可以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
总机构遥 党的一大召开后不到 20
天袁1921 年 8 月 11 日袁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便在上海公开挂牌办公袁
发表宣言袁 出版机关刊物 叶劳动周
刊曳遥随后北京尧武汉尧湖南尧广东尧济
南等分部设立起来遥 1922 年袁因书
记部机构和驻地几次被查抄尧 相关
人员被非法判处徒刑或遭通缉袁于
是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于 8 月迁往北
京袁同时取消北京分部尧成立上海分
部遥 1923 年二七惨案爆发后袁北京
总部亦被查封尧领导人被通缉袁3 月
又迁往上海袁 此后书记部再没组织
大的工人运动遥 1925 年 5 月全国第
二次劳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全国
总工会袁 宣告书记部历史使命已经
完成袁正式撤销遥

书记部自成立之日起袁 党通过
这个先进组织和公开机关袁 向工人
宣传马列主义袁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袁
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袁 掀起了第一
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袁 在职工群众
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袁 被公认为全国
工运的总领导机关袁 为党成功领导
中国革命尧 为中国工运事业作出了
卓越贡献袁 在党的建设和工运史上
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地位遥

广泛提高工人觉悟遥 党做职工
运动袁起初是以野提倡平民教育冶为
名接近群众的遥 党的一大纲领要求
各地区尧 各行业工人积极创办工人
补习学校袁以唤醒工人觉悟尧启发工
人自觉组织工会遥 书记部及各分部
成立后袁 即投入繁忙的宣传教育和
组织工作袁 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
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遥叶劳动周刊曳渊书
记部迁京后改为叶工人周刊曳冤和各
分部刊物等宣传阵地袁北京长辛店尧
上海小沙渡工厂区等各工人补习学
校袁 纷纷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
和组织的重要性袁 启发工人按产业
组织起来遥

组织和成立工会遥 1921 年 5
月袁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领导成
立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
有现代意义的工会袁 它与帮会尧同
乡会不同袁 是由工人自己组织尧为
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遥 在共产党人
的积极推动下袁到 1922 年 4 月袁全
国各种工会团体已达 100 多个遥 书
记部特别重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
总工会袁先后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
会尧湖南工团联合会尧汉冶萍总工
会袁有的包括一二十个工会袁会员
约 3 万人袁还有后来成立的全国铁
路总工会遥

发动尧组织和支援罢工遥在提高
工人觉悟和建立产业工会的基础
上袁 书记部有组织地开展了反对帝
国主义尧 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三重压
迫的罢工斗争遥以 1922 年 1 月香港
海员罢工为第一怒涛尧1923 年 2 月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最后一个怒
涛袁13 个月里全国发生罢工 187
次袁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袁掀起了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袁 最终
推动职工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
争转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新阶
段遥其中著名的香港海员尧安源路矿
工人尧开滦煤矿工人尧京汉铁路工人
4 次大罢工袁 都是在书记部支援或
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遥 书记部迁往北
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铁
路做了罢工潮之骨干先锋袁 便于就
近指挥袁还能公开开展工作遥

发起和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
会遥 1922 年 5 月袁书记部发起并在
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袁
出席代表 173 人袁 代表 100 余个产
业工会 27 万会员遥 会议通过了叶罢
工援助案曳叶八小时工作制案曳叶全国
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曳等 10 项决
议案袁 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
前袁 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

工会总通讯机关袁 就此确认了书记
部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袁
即全国工人运动的总领导机关袁已
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遥 201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次序袁就是起源尧
延续此次劳动大会的遥

亮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遥 那时
共产党员多以知识分子组成袁 对工
人入党十分慎重袁 于是介绍工人入
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袁 书记部成了
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袁 提升了党在
工人中的分量遥 书记部在其上海办
公场所公开挂出 野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冶牌子袁知情人都知道这是共产
党公开的野罢工司令部冶遥 召开第一
次全国劳动大会时袁 书记部凭借较
高威信袁 在会场把 野中国共产党万
岁冶口号袁与野打倒帝国主义冶野打倒
军阀冶口号一并布置曰大会由一名共
产党员主持到底袁 并临时动议决定
书记部为全国工会总通讯机关袁会
议取得了意外成功袁 成为中国共产
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
点遥

发起劳动立法运动遥 1922 年七
八月份袁 书记部组织全国工会举行
劳动立法运动袁 发布 叶劳动法案大
纲曳袁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遥叶大
纲曳共 19 条袁主要是要求工人有集
会尧结社尧罢工尧缔结团体契约尧国际
联合等权利袁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尧禁
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袁 保障工人最
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
工尧童工等遥 大纲规定袁禁止雇佣 16
岁以下的男女工袁禁止 18 岁以下的
男女工担任剧烈尧 有害卫生及法定
工作时间外的劳动袁 劳动者有权参
加政府经济机关尧企业机关等袁国家
设立劳动检查局袁 各种劳动者享有
休 1 个月年假权袁 农民生产品价格
由农民提出等遥 法案深入工人群众
心中袁变成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袁
成为全国工人罢工行动的统一意
志遥 存续 3 年零 9 个月的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袁 在党的事业和中华民
族历史长河中虽然转瞬即逝袁 但她
在中国工人和劳苦大众心中却留下
了一座丰碑遥

1938 年 6 月袁八
路军一二跂师遵照中
共中央军委关于在平
绥铁路以北袁沿大青山
山脉建立抗日游击根
据地的指示袁以第三五
八旅第七一五团尧独立
第四支队和师骑兵营
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袁
由三五八旅政治委员
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
治委员袁执行开辟大青
山地区的任务遥在取得
一连串胜利后袁9 月 20
日夜袁七一五团三营的
3 个连袁在团长王尚荣
的率领下袁 冒雨行军袁
来到群山环抱的石拐
镇遥

石拐镇位于包头
东北 90 余里袁 是大青
山 区 最 大 的 煤
矿要要要要要石拐煤矿总
部及其大发煤窑所在
地遥这里驻有伪军李守
信骑兵师第一团遥

达到石拐镇后袁部
队按照王尚荣的指挥
部署袁三营的 3 个连分
头摸进镇里袁九连战士
见伪军团部的土围墙
被雨水浸塌一个很大
的豁口袁便由此迅猛冲
进院子袁没打一枪就把
伪团部解决了遥半小时后袁战斗结束袁三营
俘敌 300 余名袁打死打伤 200 余人袁缴获
长枪 200 多支尧子弹数万发尧马 400 多匹尧
电台 1 部遥

战斗结束后袁八路军及时对被俘伪军
官兵进行了教育遥王尚荣向全体俘虏讲述
了共产党尧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袁正告他们
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袁要尽可能地为国为
民做点好事遥 俘虏们听了痛哭流涕袁纷纷
表示要改恶从善袁再不与八路军为敌遥 鉴
于伪军的态度袁王尚荣决定将被掳人员全
部释放袁并将缴获的一些武器和军马归还
他们袁让其撤回包头遥

王尚荣随即决定袁留下九连在石拐镇
及其附近开展群众工作袁其余两个连撤向
后脑包尧德胜沟门一带活动袁王尚荣则前
往李井泉司令员处汇报工作遥

9 月 26 日袁敌人从包头调集了 10 余
辆汽车和数辆坦克袁 满载着 1000 多名日
伪军气势汹汹地向石拐镇扑过来遥 下午袁
敌人首先从东西两面砰砰地边打枪边接
近镇子遥 当时袁在镇南土堡里担任警卫任
务的一个班袁 发现日伪军从镇南扑来袁立
即鸣枪报警袁并阻击敌人的前进遥 因敌我
力量悬殊袁且东尧南尧西三面受敌袁九连指
战员主力立即决定从镇北撤进山区袁向脑
赖峁方向转移袁在镇南土堡里担任警卫的
一班 13 名战士负责掩护部队撤退遥

这个班的 13 名战士袁个个久经沙场袁
且具有很高的军事素质和丰富的作战经
验遥面对强敌的进攻袁战士们沉着应战袁集
中火力打击侧翼的伪军遥伪军死伤惨重畏
缩不前袁起身督战的日军军曹被战士们一
枪击毙遥日军见势袁也不敢再往上冲袁只是
虚张声势袁胡乱打枪遥战斗到夜幕降临袁全
班战士换上此前缴获的伪军服装袁趁黑从
西侧进入伪军防线袁悄悄突围出来遥 为了
继续吸引敌人袁 全班战士先向西南转移袁
在弯弯曲曲的山沟里转来转去袁黎明时到
达平川袁野大大方方冶地走进包头西郊一家
地主庄园里袁吃了饭后袁才突然改变行军
方向袁迅速回到后脑包归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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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阴甘学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