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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发现的日本档案，对与“五卅惨案”并称为“青沪惨案”的“五二九”青岛惨案有

详细记载，重现了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的悲壮一幕———

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在这里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李娉 杨璇

夏风微微，大明湖畔的明湖中学，一座仿古
式小院坐落在校园的东北角。这就是著名的山
东省立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旧址（上图），革命先

辈们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此代代相传，“大明
湖畔的小延安”——— 济南乡师党支部在此诞生。

1927年，在帝国主义迫害的同时，国民党反
动派也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白色恐怖的
笼罩下，幸存下来的只有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和
天桥新城兵工厂两个党支部。尚算完整的济南
乡师党支部，犹如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坚持
前行，在恢复发展济南党组织和重建山东省委
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摧不垮的战斗
堡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即济南乡村师
范学校，成立于1929年秋天。乡师的首任校长鞠
思敏是山东久负盛名的教育家，他起用了不少
进步教师，包括共产党员。同年11月，济南乡师
党支部成立。在共产党员于清书的指导下，由于
一川(原名于福臻)、杜继善和姜效骞三人筹建，
于一川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杜任宣传委员，姜
任组织委员。由于学校是初建，头一年里没有发
生大的革命斗争，但党支部的成立为以后乡师
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1933年，济南乡师党支部联系、恢复和建立
了“省立济南乡师党支部、新城兵工厂党支部、
省立济南高中党支部、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党支
部、省立济南第一中学党支部、惠商职业学校党

支部、育英中学党支部、正谊中学党支部、华北
中学党支部”等9个党支部，还发展了一部分分
散零星的党员，恢复了100余人的党员关系。

从1934年起，济南乡师党支部和之后建立
的济南市委，在失去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
秉持共产主义信念初心不改，坚持独立开展工
作，摸索前行。乡师吸取以往的教训，从实际出
发，不搞如“飞行集会”之类形式主义的冒险活
动，而是采用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不断提高斗
争艺术和策略，从而摸索出了一套秘密斗争与
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
慎重发展、积蓄力量等地下工作的成功经验。

与上级能否接上关系是个关键问题。山东
党组织在寻找上级党组织的过程中，济南乡师
赵健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国将军王文轩的回
忆录中也提到：“宋鸣时的叛变对山东党组织是
个致命的打击，我们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在这一
关键时刻，以赵健民同志为核心的乡师支部，并
没有消极等待，而且继续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一
面积极找上级党组织，求得中央的领导；一面积
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那时利用一切线索找上
级党组织，是支部的一项经常任务。”大家一刻
也未停止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步伐。有的党员甚
至不惜卖掉家中的口粮，筹措路费外出找党。

1935年秋，济南乡师一党员给赵健民反馈
消息说，濮县有党组织。赵健民先后去了两次，
终于在1935年收到濮县县委“老掌柜已到，请速
来洽谈一笔生意”的来信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
行车赶赴濮县，与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
书记黎玉接上了头。1936年4月，黎玉受中共中
央北方局委派到山东恢复和重建山东省委。

七七事变前后，济南乡师被迫南迁。从1929
年成立到1937年，济南乡师存在8年，培养学生
700多人，其中学生党员161人，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中，许多从济南乡师走出来的学生，担任
了党政军重要职务。济南乡师党支部在最危急
的关头，为济南党组织乃至全省党组织的恢复、
建立、巩固和发展保留了火种，在历史最关键时
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激励
教育后人，1991年6月，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
室在原乡师校址落成，为仿中国古建筑简易四
合院的建筑模式，正房坐南向北，东西厢房左右
对称，屋顶样式为硬山卷棚式，筒板瓦布瓦屋
面。展厅分“济南乡师概况”“摧不垮的战斗堡
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白区里的一所红
色党校”等部分，成为济南进行党史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处重要场所。

“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1925年，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为序幕，
青岛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
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日本勾结军
阀张宗昌，武力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全
国的“五二九”青岛惨案。次日，英国制造了上
海“五卅惨案”。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称为

“青沪惨案”或“沪青惨案”，成为引发五卅反
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罢工斗争中，中共四方
支部书记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
惨遭杀害。

以往研究这段历史，主要史料来源于三
方面：一是档案馆等保存的少量历史文献；二
是报刊资料等宣传报道史料，如《向导》《大公
报》《晨报》等；三是口述和回忆史料。由于第
一手的原始记录材料较为少见，对这一历史
事件的史实了解，还存在一些不系统、不准确
之处。

全国、全省档案领军人才、青岛市档案馆
二级巡视员杨来青，近年在“日本亚洲历史文
化中心”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日方档案中对
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有详细记载，写就《图
说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一书(即将出版)。
这些新的史料，从侧面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对
罢工运动的领导以及“五二九”青岛惨案发生
的全过程。他通过对日本档案史料新的发掘
梳理，使青岛日商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以及

“青岛惨案”发生的来龙去脉，更加准确地呈
现在世人眼前……

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

写尽了工人的悲惨遭遇

1914年11月，日军从德国手里夺取了青
岛，并占领胶济铁路沿线。日本资本家看中了
在青岛开办棉纺织企业的种种有利条件，从
1916年到1923年共建成纱厂6处，生产量占青
岛纱锭总数的90％左右，垄断着青岛和山东
棉纱市场。日本资本家的丰厚利润是建立在
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基础上的，求得自身和
民族解放成为青岛工人阶级坚定参加反帝反
封建斗争的最直接动因。

日商纱厂的工人生活十分悲惨。日本档
案也毫不避讳。杨来青搜集到的日本官方调
查报告等档案，详细记录了日本厂主如何压
迫和剥削中国工人，日籍管理人员如何对中
国工人采取歧视性、侮辱性的管理手段，从侧
面披露了当时中国工人的悲惨遭遇。日本《在
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记
载：由于纱厂用工人数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为
应对所谓工资上涨的压力，日本厂主多将3人
看车的工作量改为2人承担，工人的劳动强度
增加了近50%。1925年《青年工人问题》刊载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苦况》一文也进行了详
细记载：“在做工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病症，不
准请假，请假的时候向日人哀求至再至三，不
但说是装病，还要你做更重的活，并说：你们
死了不要紧，中国工人很多，死十个八个都不
算什么大事情！”日本官方在调查后承认：高
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工人生病的
比例很高。杨来青表示，轻描淡写的寥寥数
语，写尽了工人的悲惨遭遇。

此外，日本官方资料也印证了其蓄意大
量使用童工的事实。按照日本官方调查数据，
青岛日商纱厂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851人，不
满16岁的童工3908人，约占六大日商纱厂
15395名工人的30%。日本官方资料中统计的
最小年龄的童工仅有10岁。由于童工工作时
长和男工一样，工资比男工低，日商纱厂使用
童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杨来青说，日本厂

主对童工采取非人道的做法，却在官方档案
中为自己开脱———《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
动者待遇关系杂件》中记载：“由于录用职工
没有户籍，并不清楚工人确实的年龄，各厂均
根据其语言、身高等推测其年龄。”这与邓恩
铭在《青岛劳动概况》中对童工悲惨遭遇的记
录是一致的：“他们到厂后过的完全都是小牛
马的生活……他们物质上营养不良，精神不
舒畅，又加以沉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爱的
小孩儿都养成乞儿不如的小病夫了。”

日商纱厂工人的悲惨处境，为青岛工人
阶级反抗日本纱厂压迫，发动同盟罢工埋下
了伏笔。

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对发动青岛工人斗争
非常重视。王尽美多次来到青岛，组织工人斗
争。1923年，受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委派，邓恩
铭抵达青岛。虽然“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
邓恩铭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党
团组织建设。1925年5月，李慰农被派往中共
青岛地方组织工作，化名王伦，深入工人群
众，领导工人斗争。党组织的领导使工人运动
得到了蓬勃发展，大罢工斗争开始掀起一轮
又一轮高潮。

多角度还原罢工的诸多细节

1925年2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中
共青岛支部趁热打铁，迅即在日商纱厂筹建
工会。大康纱厂进展尤快，秘密报名者已有八
九百人，约占全厂工人的六成。1925年4月初，
大康纱厂的工人在工运骨干司明章、苏美一
等领导下开始秘密组织工会，至罢工前，加入
工会的工人达2000余人。1925年4月14日，日本
厂主趁工人上班时，派人闯进工人宿舍，搜去
会员名册，扣押与日方交涉的司明章、苏美
一、张致中三名工会代表，严刑拷问。日本《大
正十四年支那暴动一件/五三十事件/北支那
之部》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工会代表
被抓后，4月16日早，大康纱厂工会代表工人
提出21条要求。晚上6点，工会给日本厂主田
元发出一封“通牒信”：晚上8点前如果不派人
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进行谈判，“今晚9时以
后，工会不负维持职工秩序之责”。

由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工会决定反击，
大康纱厂率先开始罢工。此外，工会派出宣传
人员于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门口动员工人
罢工，得到响应。4月23日晚6点，青岛日商内
外棉纱厂工人决定开始罢工。邓中夏在《中国
职工运动简史》中提及：“一直到后来工潮扩
大到沧口各厂，日本资本家着实恐慌了。”值
得一提的是，杨来青在此次搜集的日文抄件
中发现，虽然四方纱厂确实向沧口日商纱厂
工人展开了工作，但由于当时日本方面和胶
澳当局的严厉管制，沧口日商纱厂工人难以

发动大规模斗争。日本史料记载，沧口方面
“最后得以无事”。

罢工发生后，日本人是如何破坏工人斗
争的？杨来青说，日本方面对工人罢工的性质
进行了仔细研究，《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动一件
/五三十事件/调书》第1卷中记载了日方当时
得出的结论“这绝非单纯经济问题”——— 日本
厂主曾搜查了工人宿舍，搜出了《向导》《工人
周刊》《劳动青年周报》《中国青年》《山东工
人》和纪念巴黎公社3月18日武装起义与共产
党成立由来等内容的传单。以此判定，这次工
人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日方发现工人的政
治口号是：“(一)无产阶级及农工会的同盟联
合；(二)打倒军阀；(三)打倒外国资本家；(四)
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看到这些
进步的口号，日本人紧张不已，他们越发相信
罢工背后的“思想根底是共产主义”，而且工
人们强烈的反抗意识具有“暴动化”趋势，必
须要强烈镇压。

杨来青还发现，1925年4月19日，青岛日
商纱厂第一次同盟罢工后，日本方面表面上
在经济上有些微让步，但拒不承认工会组织；
企图采用“持久战”拖垮罢工，故意拖延谈判
时间，意在拖垮生活困苦的工人们；逼迫胶澳
当局出面解决问题，借反动军阀之手镇压罢
工。

日本方面穷追不舍，势必找出罢工的“煽
动者”。5月4日凌晨3点，邓恩铭在住处被捕，
警察从他家中搜出了“罢工后援宣传文书”，
邓恩铭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中共组织和省议
会副议长陈鸾书等关系的营救下，5月11日，
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危急关头，李慰农接
过了接力棒。他承担起领导中共青岛地方组
织及工人运动的职责。第一次罢工长达22天
之久，日本厂主为此损失惨重，不得不作出让
步。5月8日深夜，中日调停者达成复工复业协
议，工人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大康、内外棉、隆兴三纱厂复工不久，日
本厂主张贴通告，三纱厂共51名工会领袖、罢
工骨干被开除出厂，继而要求胶澳当局必须
取缔三厂工会。以此为导火索，5月27日，青岛
日商纱厂爆发了第二次同盟大罢工。

日本人勾结军阀张宗昌，决意武力镇压。
5月29日凌晨3点，2000多名反动军警包围了
大康、内外棉、隆兴三纱厂及工人宿舍。“工人
当场受枪毙命者8人，受重伤者10余人，被捕
者无数。”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五二九”青岛惨
案。通过《向导》对这次惨案的报道，便可感受
到工人们处于绝境之中：“残暴的日本人，竟
站在楼上拿着手枪朝人群中连放，中弹的工
人一个个倒在地上，鲜血喷流，染遍内外棉门
前的青草。”“最悲惨的是未出场的童工妇女，
一闻枪声，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沟里，
或是潜伏车间……后被日人搜出枪杀、水淹

和活抛入海者，不知其数”。《晨报》也报道：
“这次惨杀，官厅、日人设计极周，当军警围困
纱厂，枪击工人之时，同时即派遣重兵，堵塞
宿舍，断绝工人往来。就中强壮男丁，则囚禁
一室，不许移动，每天不分男女少壮，只给两
个馒头。有时小孩饿到无可忍耐时，至爬墙
头，出外觅食，残暴的日人，竟在后面开手枪
射击，以至宿舍工人，个个都成囚犯，孩啼妻
号，不忍听闻”。次日，英国制造了上海“五卅
惨案”。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称为“青沪惨
案”或“沪青惨案”，成为引发五卅反帝爱国运
动的导火索。青岛社会各界游行声讨“青沪惨
案”制造者，支援纱厂工人正义斗争。

“种种压迫之下，6月10日后，工人们不得
已陆续复工，然而上工人数已不到原来的二
分之一。日本纱厂对工人的打骂也变本加
厉。”杨来青说。7月22日，大康纱厂一名年仅
12岁的李姓童工无故被打成重伤，昏倒在地。
纱厂工人义愤难遏，在中共四方支部的发动
下，经过酝酿，7月23日凌晨，工人们开始了第
三次同盟大罢工。日本方面却分析这次罢工
的原因是“以往被捕的罢工主谋渐次释放，再
次返回四方附近活动，致力于煽动职工、复活
工会；另一方面，三厂均屡屡开除工人，伤害
工人感情。”所以日本资本家再度勾结张宗
昌，对三家纱厂和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全市戒
严，一片恐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同
情工人的《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被捕后严
刑不屈，英勇就义于团岛刑场。

“我们敢说是

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
是青岛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性大罢
工。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
阀，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积累了工人
斗争经验，为以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准备了条
件。”杨来青说。

档案是传承历史的载体，在挖掘社会大
众的历史记忆、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某一时
期社会生活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杨来
青介绍，虽然日本档案多为官方记录，其记录
史实的立场、记录内容的侧重点及文字表述
均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有的甚至故意掩
盖史实、歪曲历史，但因其记录详细，对这些
档案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加以运用，仍可对
还原这段历史发挥很大作用。如很多之前难
以阐述清晰的细节，甚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
如何发动工人运动，日本方面都进行了详细
研究。比如日文抄件中记载，日本厂主还从职
工宿舍中搜出了工人签字画押的“十人组”公
约，公约中记载着，“我们十个人是甚知的朋
友。从此以后愿意结成极坚固之团体”等文，
可见工人非常团结坚定，而日本方面搜到的
工会章程恰好规定工会小组由3至10人组成。
所以，日本方面得出结论：“十人组”与工会有
关，这是工会的细胞，更是工会建立形成的牢
固基础。

同时，在结合日本档案的研究中，杨来青
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不少珍贵的收获：如他
在发表于1926年5月1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一文中看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说：“从青岛到济
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
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

‘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
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
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
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
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
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
雄的部分。”杨来青说：“‘我们敢说是全中国
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这是对青岛工人不屈
不挠三次罢工最确切、最生动的评价，足以让
世人对这次罢工的历史意义有新的认识。”

青岛各界人士游行示威，抗议镇压中国工人。

《人间正道是沧桑———

百年红色印迹手绘本》

发布
据人民日报，由国家语委组织编写、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党史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 百年红色印
迹手绘本》近日发布。该书以党史脉络为纲，以革命
旧址权威叙述和手绘作品为目，生动描绘了中国革
命发展历程。书中记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和革
命先辈的奋斗足迹，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
产党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
革命精神。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
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展示着革命斗争的感人事迹，传承着催人奋进的
红色基因。

在四川邛崃，泛黄的苏维埃布币把人们带回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它凝聚着红军的坚韧、
无私和无畏，更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一家
亲和血肉紧相连。在贵州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三扇多
处修补的普通门板诉说着一段不普通的红色历史。
它们是军民鱼水情的最佳诠释，更是革命老区群众
爱党拥军传承红色基因的体现。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命文物作
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见证者，所蕴含的红色精神是激
发红色情怀的营养剂。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
实物，革命文物让我们的精神受到洗礼。100年风雨
兼程，100年砥砺前行，从一叶小舟到中国巨轮，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破浪前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
神、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无畏拼搏的奋斗精神，厚
植出中华民族的红色情怀。

纯文学期刊App

如何“破圈”
据中国青年报，近日，著名老牌文学期刊《收获》

正式推出了“收获App”。处在1 . 0版本的“收获App”，
重点围绕杂志、作家、作品打造，读者可以在上面阅
读免费电子杂志、试读或购买电子书、发表与交流阅
读心得。

“收获App”能得到关注，很明显是因为其背后
有纸刊《收获》的品牌效应支撑。但这只是一种“光
芒”，并不能成为帮助“收获App”“破圈”的根本因
素。如何在捍卫《收获》的“文学精神”的同时，又能够
拓展疆域，把阵地开辟到海量用户群那里，成为摆在

“收获App”面前的一个难题。
想要为纯文学期刊在网络时代的生存提供成功

案例，“收获App”需要充满危机意识与竞争意识，借
助品牌力量与各方面的支持，与其他已经成功的网
络文学App甚至信息流App抢夺用户——— 如何让用
户在下载了一个纯文学App后，养成常打开的习惯，
其中有太多学问，需要有识之士不断研究与创新。

让红色纪念馆更有温度

据人民日报，红色纪念馆承载着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是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的
生动教材。纪念馆必须深挖精神内涵、创新展陈形
式，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文化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

转变姿态，塑造亲和形象。纪念馆要尝试用亲切
的话语、新颖的方式去搭建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
塑造更加有亲和力的形象，挖掘能引起共鸣的故事，
让纪念馆多一些温情，增添一份吸引力。借助科技，
增强互动体验。纪念馆展陈及其文化产品开发应注
重互动性、体验性，将沉浸式体验、动漫游戏等元素
融入其中。紧跟时代，关注社会热点。纪念馆是为社
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机构，要将观察视角延
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下，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了解红色
文化。红色纪念馆要创新发展理念，彰显时代性、体
现参与性、突出体验性，真正让纪念馆“新起来”“活
起来”“火起来”。

网文成中国影视

“创意苗圃”
据羊城晚报，在“新文创”矩阵中，网络文学无疑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根据《新华·文化产业IP指数报
告(2021)》，在IP价值TOP50的名单中，网文原生IP占
比最高，达到40%。在今年的爆款剧《赘婿》播出前，
中国电影家协会曾发布《网络文学IP影视剧改编潜
力评估报告》，在最具价值的IP第一梯队中，阅文集
团占比75%。

数据显示，在2020年热度最高的网剧中，网文改
编的比例高达60%，网文生态逐步成为中国影视产
业的最大创意“苗圃”。打破了传统出版机制的制约，
网络文学以极低的门槛面向最广泛的创作者，越来
越多年轻人加入故事创意的行列，也有越来越多的

“95后”凭借一书成名。如何让更多像《庆余年》《赘
婿》这样的网文好苗有机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是新
文创战略中的核心一环。在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
文影视组成的“三驾马车”发布会上，腾讯集团副总
裁程武强调推动“大阅文”升级，让三驾马车发挥各
自的优势，协调推进IP整体规划和系统性开发。在他
看来，经过大量用户情感和多重内容形态验证的故
事，是对抗影视开发不确定性最宝贵的资产。

革命文物厚植红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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