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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志用志·学习党史专栏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提出

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重要指示，认真

梳理煤炭工业党建历史和工人运动的脉络，深入挖掘早期建党的红色

故事，赓续传承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弘扬煤炭工业的红色文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本刊陆

续选登煤炭企业史志办搜集整理的有关煤矿矿区早期党建的红色史料

及反映革命历史文章，让读者了解并铭记这段令人难忘的党建历史。 

李大钊与开滦工人运动 

开滦集团 杨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在他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北

方组织领导开展工人运动。而他启蒙和组织开滦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

到自觉斗争的转变，更是其中的一个亮点。他不仅撰文介绍矿工的生

活状况，还亲自指导矿区工人运动的开展，对影响开滦工人运动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最早反映开滦矿工生活状况的一篇文章是《唐山煤厂的工

人生活》，这是他在 1919年 3月 9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每周评论》上

发表的。《每周评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创办的。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大钊感到需要办一个

小型的政治刊物，与发表长篇论著的《新青年》互相配合，在群众中

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每周评论》在 1918年 12月应运而生。《每周

评论》的出版，密切配合着当时的政治斗争，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在

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9年春，李大钊从开滦煤矿来的朋友那里听到了矿工的悲惨境

况以后，立即撰写了题为《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的文章。李大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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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满腔的激愤，向世人发出了心底的呐喊：“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

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

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

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

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

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

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

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

的生命。”“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

那种情景更是可怜。”文章以生动的事实，鲜明的对比，无情地揭露

了资本家和包工残酷剥削的本质，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同志曾亲自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他访

问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既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在矿区，李大钊

还和工人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获得了真实的鲜活

的第一手社会调查资料。后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响应李大钊

的号召，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一起，

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上。调查报

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

的工人团体等问题。 

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纪念文章指出，过去的

“五一”节在中国“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

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因而他号召“中国

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这篇

文章除在《新青年》上发表，还印成小册子寄往唐山等地。并派罗章

龙等人专程到唐山，深入开滦唐山矿，调查矿工的劳动生活状况，发

动组织纪念“五一”节的活动。经过充分准备后，唐山矿工人于 5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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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工人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工人高呼“劳

工神圣”等口号，提出“实行 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这是中国煤矿

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对促进马列主义与

工人运动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对开滦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则起着直

接的推动作用。 

1920年 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创办了向工

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每期出刊后，除了

在长辛店等地发行外，他们还派专人送往唐山，在工人中散发。该刊

第一期用大量篇幅，以“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

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的惊人标题，详细报道了 1920年 10

月唐山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件，愤怒揭露了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

工人，视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开滦工人读了这些报道，加深了

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提高了阶级觉悟。 

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理论的启蒙，并尽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李

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

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2年，北方劳动组合书

记部首先在唐山南厂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开滦的

一些工人曾前去学习。在这个工人图书馆建立不久，为便于开滦工人

的活动，又在唐山矿北门东侧，广东籍工人麇集的孙家大院成立了“大

同社”。它的活动对象主要是开滦工人，活动目的则是通过文化补习

的形式来团结联络工人群众，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在这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干部向工人宣讲全国运动发

展形势和革命道理。工人们还可以阅读到《向导》、《新青年》、《劳

动周刊》等党的书籍。大同社不但是教育团结开滦工人的学校，而且

成为开滦党团组织诞生的摇篮。当时到大同社学习的骨干有唐山矿的

木工只奎元、铸工李星昌等，他们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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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觉悟提高的很快。经唐山第一名共产党员邓培等介绍，李星昌、

只奎元等六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唐山矿

党支部。唐山矿党支部和邓培所在的机车厂党支部是河北省最早的党

支部，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锋队。 

1922年 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了。李大钊作为北

方区委负责人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前，他在北京曾亲自同工人代表

谈话，研究情况，决定如何进行斗争。在罢工中，3万工人直接与帝国

主义和军警搏斗。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

阀的保安队出动了，“天天鸣枪数千百响”，矿区处在军队镇压的恐

怖之中。军阀头子曹锟唯恐镇压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又一旅的军队

“前往弹压”。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并实行血腥镇压。在和军

警的搏斗中，无辜的矿工被打死打伤 60余人。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

之中，而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宣告“除非把我们

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

们决战。” 

在开滦工人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在李大钊影响下的北京大学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在《晨报》上刊登了一个篇幅很大的启事，谴责镇压罢

工的刽子手，号召全国的同胞援助开滦罢工。之后，研究会又出面组

织了“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向各方面发起募捐援助罢工

工人，并向全国发布宣言，揭露“洋资本家牛马待遇工人”和贿买军

阀惨杀工人的种种罪行。李大钊还联络了一部分当时的国会议员，联

名向军阀政府提出质问：“京畿近地，竟发现如此暗无天日之惨剧，

实难缄默。试问政府，究竟如何处置”。当时的《晨报》迅速做了报

道，在国内外扩大了罢工的影响。11月 7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各进步

团体在北大三院举行“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到会的有 3000多人。

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的李大钊请唐山工人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开滦罢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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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向国人请命，要国人起来帮助他们。当时与会人等“无不感动，

掌声动天”。这次罢工结束后，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进行了认真的

总结，研究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决定继续领导工人，再接再

厉地争取组织和罢工的自由。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决定利用“五卅”

运动形成的大好形势，以唐山开滦煤矿为重点，发动工人成立工会，

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 8月 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

成立最早的工会。但工会成立不久，便遭镇压。这时，李大钊派北方

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来唐山，领导开滦矿工斗争。赵世炎到

唐山后，亲自参加组织赵各庄矿工人罢工，营救被捕工人代表和恢复

工会，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后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然转入

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仍是开滦工运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反映了

开滦工人运动开始进入成熟期，为开滦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

组织基础。开滦早期工人运动的勃兴，和李大钊的革命影响、革命实

践有紧密关系，李大钊启蒙开滦工运的革命实践，在开滦工人运动史

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淄博煤矿早期的建党活动 

山东能源集团 孙卓龙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 6月 14日出生在山东省莒

县大北杏村（现属诸城市）的一个佃农家庭。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预科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 1月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

族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靠亲友资助求学。1918年由当上县知事

的二叔父资助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

恩铭带领省立一中的同学们集会游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

版部部长，主编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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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11月 21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

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任主编。登载了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文

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1921年初，又发起成立“劳动周刊社”，

出版《济南劳动周刊》，进行“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生

活”的宣传，为革命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加强同北京、上海

等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积极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不久，在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秘密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

年 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与其他代表共同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

天辟地的大事件。在 13名“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时年 23岁，邓恩

铭年仅 20岁，是最年轻的代表，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与邓恩铭满怀革命激情回到济南。1921

年 9月，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展会员五六十人。

并且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王尽美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了中国共

产党山东区支部，王尽美任支部书记，邓恩铭任支部委员。作为山东

区第一个党支部的领导人，王尽美与邓恩铭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

和统战工作，领导开展工人、学生、农民运动。1921年冬，王尽美被

省立一师以“危险分子”嫌疑开除学籍，从此他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1921年 12月，王尽美陪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

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

冒着严寒第一次走进山东淄博矿区煤矿工人比较集中的淄川大荒地

（地名）。他俩此行的目的是考察矿区现状，为党物色工人骨干，播

撒革命火种，为在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组织做准备。在一

处处煤矿和矿工生活区行走，王尽美和罗章龙亲眼目睹了煤矿工人的

悲惨生活——在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工人们穿着破烂单薄的

衣衫，住在昏暗简陋如冰窖的窝铺里，满脸煤灰，饥寒交迫，惨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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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与矿工交谈，他们有诉不完的苦，流不尽的泪。两位年轻的共产

党人决心以淄博煤矿为突破口，发动工人运动，推翻这万恶的旧世界，

为煤矿工人找寻一条光明的革命道路。 

1922年 1月，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

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后留

苏参观学习，5月回国。6月上旬，为适应工人运动发展需要，成立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王尽美任主任。这一时期，王尽美、邓

恩铭特别关注淄博煤矿的工人运动。尤其是 1921年底陪同罗章龙对淄

博煤矿考察后，在煤矿搞工人运动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们分析认为：

一是这里的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多数矿井采用近代机器生产，与先进

的经济形式联系密切。在淄博大大小小 60多处煤矿上有万余名煤矿工

人，只要把大家发动起来，就会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二是煤矿

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中日资本家压迫最深、剥削最重。他们

在井下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劳动条件极差，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劳

动报酬很低，难以养家糊口。矿上流行一首歌谣：“要下井，拿命抵；

不下井，饿肚皮，伤老病残老板一脚踢，死了三根麻绳一领席。”煤

矿工人多年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就像一堆干柴，就缺一点即燃的革命

火种；三是淄博煤矿工人多是来自矿井附近的农村，与农民有天然的

直接的联系，搞工人运动有利于与农民结成同盟军，扩大革命的影响。

四是这里距省城济南较近，胶济铁路贯穿矿区，交通便利，有利于加

强对淄博煤矿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2年 6月上旬，王尽美和另一位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用章相继

来淄博矿区筹建工会组织，开始建党准备工作。王尽美到工人中了解

他们的劳动、生活状况，进行发动组织工作。6月中旬，他在马家庄机

器图算学校，多次召开会议，每次都有四五十人参加。王尽美怀着对

矿工的深切同情，讲述矿工的苦难生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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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矿工的罪行。他以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向工人介绍世界上第

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变化。还编了

“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界太不公，工人站起来，

革命打先锋”的歌谣，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联合

起来，结成团体，反对中日资本家的压迫。 

经过王尽美、王用章半个多月的宣传发动，6月 25日在马家庄机

器图算学校内召开了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250

多人。除淄川炭矿电气、土木、机器、翻砂、唧筒、采炭等部和所属

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矿井的代表外，还有南定、西河等外地矿井

的工人代表。会议选举成立矿业工会淄博部，机器工人陈锡五当选为

主席。王尽美等在会上发表了生动深刻的讲话。王尽美说：“我们工

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可如今我们数万炭矿工友们，还长久屈服于资

本家剥夺之下，每天埋在矿井下的炭堆里，一滴汗一滴血地做十几个

钟头的工，象埋在地狱里，暗无天日，稍一不慎，还要连命舍上，而

工钱仅得二三角钱，还要受冻挨饿。我们创造的亿万财富，那里去了

呢?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与自己谋利益的团

体……。”长期在黑暗势力统治下，受压迫、受屈辱的矿工们，听到

王尽美的讲话，心里豁然开朗，发出了强大的心声：团结起来，谋自

己的利益，争自己的人格。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王尽美在 7月 9日

出版的《山东劳动周刊》第一期上亲自撰文赞颂淄博矿工的新觉醒：

“发生此空前盛会，真令人惊异，我们在欢乐到无所置此了”，“演

说者痛快淋漓，鼓掌如雷，欢声震地，精神贯注，始终如一，真是中

国劳动运动中之曙光啊!真是山东劳动界中空前之盛举啊!”  

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淄博矿区建

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它不仅让淄博煤矿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而且

为后来建党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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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虽然由于日本宪兵的镇压停止了活动，但它却是淄博煤矿工人开

始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标志。 

1922年 8月，邓恩铭利用其叔父黄泽沛任淄川县知事的有利条件，

来淄川炭矿开展工作。他深入矿井、工棚、农村，调查了解工人的生

活状况，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为在矿区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作准备。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

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他父母在家乡给他定了亲，来信催

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邓恩铭在淄川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

崇高精神。 

1923年 2月，中共济南支部派王用章到津浦、胶济铁路组织京汉

铁路“二七”惨案后援会。其间，他来淄川矿区介绍洪山照像馆的周

宪章入党。这是我党在淄博矿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10月，淄川鲁大

公司中日资本家无故裁减工人。为了组织工人开展反裁减斗争，王尽

美再次来淄博矿区开展工作，筹建党组织。他与周宪章介绍矿工史长

森加入了党组织。11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王振翼到山东，

经邓恩铭介绍，由青岛返济南途中来淄博矿区考察工作。 

1924年 3月，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邓恩铭重返淄博矿区领

导工人运动，发展党组织。他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淄川和博山矿区之间，

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舞工人斗志。介

绍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淄川县立小学教员赵豫章加入了党组织。

这一时期，共产党员周宪章在洪山三马路开设了“宪章照相馆”，作

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邓恩铭等人经常在那里集会，研究指导矿区建

党和工运工作的开展。5月 10日至 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

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任命王用章为驻淄博特派员。王用章于 6

月来到淄博矿区筹建党的组织。7月，正式建立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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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亦称中共淄博支部），有王用章、王复元、周宪章、史长森、

于占麟、赵豫章、王敬斋、张凤翔、郑子州 9名党员。王用章任书记，

直属中央领导。这是淄博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也是山东煤矿建立的第

一个党支部。她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淄博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也是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执着努力和不懈斗争所分

不开的。中共淄博矿区支部的建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24年 10月，中共中央派尹宽到山东检查工作，重点是到淄博、

博山、张店等地调查了解工人运动情况，指示驻淄博矿区支部“今后

要想法结识井下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找出他们当中的紧迫问题，

组织工会，发动斗争。”  

1924年 12月下旬，王尽美、王哲来淄博与博山工商会、同业公会

及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协商，组织成立了淄博国民议会促成会。其间，

深入矿区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话，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启发工人

的政治觉悟，发展党组织。在大昆仑，王尽美介绍同兴煤矿公司大昆

仑炭栈的宋寿田入党。次年，宋寿田又介绍本炭栈的葛醒农、宋延琴

入党，并将该炭栈作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秘密联络点。 

在王尽美、邓恩铭等来淄博矿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

的同时，积极着手淄博矿区青年团的发展工作。1923年 3月，邓恩铭

介绍淄川小学教员郭萃甫、周济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淄博矿区

最早的青年团员。1925年 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淄川炭矿支部委员会

建立，有团员 9人。次年 1月，淄川炭矿、昆仑分矿又建立了两个团

支部。1926年 3月，为加速矿区团的工作发展，团济南地委派执委朱

霄为驻淄博地方特派员，负责淄川、博山、张店、石谷、博山等地团

的工作和青运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又发展了一批青年入

团。团的组织也很活跃，经常印制宣传品，分别发送、张贴到各个矿

井和附近农村。淄博矿区团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为矿区党组织领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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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积蓄了大量后备人才，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5年 2月，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领导了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

工。4月至 5月，又组织领导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 8月 19日，

王尽美为了革命，常年奔波，积劳成疾，不幸在青岛病世，终年 27岁。

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1月，省地委在济南

筹备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时，被当局侦知，邓恩铭等人被捕。在狱中

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他得了肺结核病，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

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 11月，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加强党对淄博矿区工人运动的

领导，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省委常委、负责组

织工作的丁君羊和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高升等人，到淄博矿区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在给中央的

报告中称：淄川炭矿党员即达 80多人，工会小组发展到 500多个。当

时，党的组织比较严密，党的纪律比较严格。虽然处在敌人的白色恐

怖下，但党员坚持开会、学习、开展工作。矿区附近许多党员的家都

是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大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大为减少，

打破了矿区工人运动一度沉寂的局面。 

1928年 12月，邓恩铭因叛徒告密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

屈，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而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

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1931年 4月 5日凌晨，邓恩铭与曾任山东

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谦初、淄博矿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工运领袖车锡

贵、曾在枣庄煤矿主持早期建党的纪子瑞等 22位共产党人，在济南纬

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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