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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认为，省港大罢
工取得胜利的原因有哪些？

马宏文：原因是多方面的。首
先，这场罢工运动组织严密。在党
的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具
体组织下，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
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的战斗指挥机构成立了。这一严
密、健全的组织机构，在领导罢工
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是策略得当。随着罢工
的深入、形势的变化，中华全国总
工会与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者及
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策略，同
时，加强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
阶层合作，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羊城晚报：省港大罢工运动
对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有怎样
的影响和意义？

马宏文：波澜壮阔的省港大
罢工，是我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
革命运动的重要实践。省港大罢
工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大大丰
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工人
阶级所焕发的革命性与战斗力，
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在邓中

夏、苏兆征、林伟民、李森等工运
领袖的带领下，大批工农兵成员
加入到反帝爱国的工运洪流中，
深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义无反
顾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道路。从大罢工走出的许多优
秀人才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
为其中的中流砥柱。

羊城晚报：省港大罢工的历
史对现在的工会工作有哪些启示
和影响？

马宏文：工运事业始终同党
的事业紧密相连。96年前，省港
大罢工爆发，其出发点就是维护
工人的合法权益，它对现在的工
会工作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启
示意义。工会是会员与职工利
益的代表，就是要密切联系职
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
求，关心职工生产生活，帮助职
工解决实际困难，全心全意服务
广大职工。

时代在变，初心未改。回望
这段难忘历史，能让我们更加坚
定信念，更加努力地创新工作方
法，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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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正值羊城暖春。在广州市越秀南东园横
路上，一座民国风格的红楼静静伫立，引得不少
路人驻足观看。可能还有人不知道，这座红楼记
录着上世纪20年代震惊中外的工人运动——省
港大罢工的历史。

1925 年 6 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
月，参与工人总数多达25万人，影响之深、规模之大、坚持
时间之长、斗争之顽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
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当年作为罢工指挥机关所在地的红
楼，今天是省港大罢工纪念馆，正在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将
于今年6月向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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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见闻

对话“守护者”
记者采访获悉，省港罢工

委员会所在地原是清末广东水
师 提 督 李 准 的 私 家 花 园 ，
1926 年毁于一场大火。1984
年，红楼在原址重建，1985年 6
月设立省港大罢工纪念馆。一
直以来，广东省总工会高度重
视省港大罢工纪念馆相关工
作，多次维修保养，切实发挥好
红色革命遗址的宣传教育功
能。2020 年，省总工会再次对
省港大罢工纪念馆进行全面改
造提升。如今，改造修缮工作

正在进行中，改造后的纪念馆
将于今年6月向公众开放。

省港大罢工纪念馆馆长马
宏文向记者介绍，省港罢工委
员会领导成员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香港罢工组织和沙面工人
三方面成员组成。省港罢工委
员会设置了一系列专职部门
（如干事局、财政委员会、工人
纠察队 、保管拍卖处 、工人医
院、宣传学校、筑路委员会、法
制局、审计局等），时刻接受工
人代表的监督。这些机构在省

港罢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有
条不紊地高效运作，对捍卫罢
工工人利益、保证罢工斗争胜
利进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提升改造后，我们将在红
楼旁边树立大型的LED显示屏，
滚动播放省港大罢工的影像资
料，广大观众可以更为直观地了
解这段历史。”马宏文告诉记者，
广东省总工会高度重视此次改
造，要求按照建设全国工运史一
流展馆的目标定位，高质量、高
要求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纪念馆按照文物修
缮保持原貌、修旧如旧的原则，
对东园门楼、红楼、荷花池等进
行修缮保养，对室外园林及周
边环境加以改造提升，设立党
旗宣誓平台、工运丰碑平台等，
完善教育功能。红楼内的陈列
展览也将重新规划布置。

“目前纪念馆已征集了一批
反映大革命时期广东工运的重
要文物，充实展览内容；采用全
息影像、互动触摸屏、虚拟展厅、
语音导览等科技手段，促进观展
多元化，丰富强化公众观展体
验。”马宏文说，改造后的纪念馆
将加强与高校及党史专家的联
系，开展专题研究，大力挖掘，不
断增添史料研究的厚度与广度，
讲好“广东工运故事”。

曾是省港大罢工
领导机构所在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广东工
人运动高潮迭起。1925 年 5 月
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5
月 31 日晚，中共广东区委召开
党、团员大会，报告了“五卅惨
案”的经过，决定组织“临时委员
会”，联络工、农、商、学和青年
军人等革命团体举行示威游行，
并筹划在省港两地举行大罢工
声援。6月上旬，中共中央广东
临时委员会指派邓中夏、苏兆
征、杨殷、杨匏安、黄平五人组成

“中共党团”，作为罢工的指挥机
关，前往香港组织罢工。

1925 年 6 月 19 日，香港海
员工人首先发难，印刷、洋务、码
头搬运、清洁、医务、邮务等工会
随即响应，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
工爆发。先后有20多万人加入
了罢工行列，其中有 10 余万人
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广州工人
也遥相呼应。6 月 21 日，3000
多名中国洋务工人也在沙面租
界宣布罢工，集体离开沙面，返
回广州市区。接着，广州市区的
仓库工人、洋行工人和外国人住
宅雇佣的中国洋务工人，也纷纷
加入罢工行列。6月23日，广州
发 生 了 骇 人 听 闻 的“ 沙 基 惨
案”，广东各地群情激愤。罢工
工人在广州组织了罢工工人代
表大会，又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

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如
今省港大罢工纪念馆所在地），
苏兆征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随着罢工斗争不断深入，罢
工委员会也不断调整策略，以

“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
者，可准其直接来广州”为原则，
实施“单独对英”的中心策略，从
政治上分化、瓦解帝国主义，有
效地拆散了港英与各帝国主义
之间的联合同盟，进一步孤立、
打击港英帝国主义。

1926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
出师北伐，中共广东
区委、全国总工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商
量研究，认为在维持
罢工工人利益的原
则下，必须采取主动
步骤停止封锁，结束
罢工。10 月 10 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
《为省港罢工自动的
停止封锁宣言》，省
港罢工委员会也发
表《 停 止 封 锁 宣
言》。这一天，广州
市 30 万民众举行盛
大集会，拥护停止封
锁 、结 束 罢 工 的 决
定，至此，省港大罢
工宣告结束。

罢工整整持续16个月往昔峥嵘 改造后的纪念馆将
于6月开放

广州东园
这座小红楼

省港大罢工对今天工会工作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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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中国最大菠萝产地——广东徐闻即将上市大量菠萝，美女主播、农户线上带货

“菠萝的海”就要来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图/受访者提供

再过半个月，大家就要被漫
无边际的“菠萝的海”刷屏了。
今年，广东湛江徐闻的菠萝长势
如何？行情可好？这几天，靠在
徐闻菠萝地直播走红的“菠萝妹
妹”回到老家，带着大家提前感
受这片网红土地。羊城晚报记
者了解到，受天气干旱影响，今
年徐闻菠萝糖度高，口感也比往
年好，但产量相对较低，目前田
间收购价已经超 4 元/公斤，成
为果农的致富果。

丰收美景即将刷屏

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
地，既不在海南也不在台湾，而
是在广东湛江徐闻县。在徐闻
县东部丘陵山野上，35 万亩菠
萝园已有近百年的种植历史，
形成了中国最为壮美的菠萝种
植景观带。

徐闻县菠萝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年产量约占全国的 38%、
全省的 60%。据介绍，10 个中
国菠萝，就有3个来自徐闻。

今年的徐闻菠萝长势如
何？行情可好？据徐闻县菠萝
协会会长、连香农产品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吴建连介绍，受种
植时间及气候影响，2021 年徐
闻菠萝将较往年推迟15天至20
天上市。2月份春节前后，最早
一批菠萝已经开始上市，因为上
市量还较少，又逢春节，菠萝的
价格比较高，田间收购价每公斤
可以达到3.8元至4.6元。

“我做菠萝生意30多年，第
一次见菠萝在春节前期能卖到
这么好的价格。”徐闻香甜菠萝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报介
绍，近期每天都能发车 30至 40
吨菠萝，发货量正在增加。

再过半个月，徐闻菠萝将
大量成熟，届时大家将被漫无
边际的“菠萝的海”美景刷屏。
三四月份，徐闻菠萝将大量上
市。

菠萝妹妹见证农户增收

很多人不知道，从前，在徐
闻这么一个每年都会以“菠萝
的海”图片刷屏的网红县，居然
要为了卖菠萝发愁。去年徐闻
菠萝的集中成熟期，恰好就是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农产品流
通链受阻，农民一下子遇到了
采摘难、运输难、销售难等难
题。

这次带着羊城晚报记者提
前感受这片网红土地的，正是去
年走红的“菠萝妹妹”王小颖。

“去年3月份，我站在菠萝地里，

和当地副县长搭档第一次直播
卖菠萝。当天直播累计 4 万多
名采购商在线观看，当场订货
165万斤。我第一次发现，原来
直播的力量这么大！”

此后，直播带货成为徐闻菠
萝的主要销售模式之一。2020
年入职农产品信息商务平台一
亩田后，菠萝妹妹王小颖的名头
也越来越响：与徐闻七镇镇长直
播销售，40分钟“云销售”280万
斤徐闻菠萝；三八妇女节徐闻女
县长直播带货，销售徐闻菠萝
116000斤……去年6月份，徐闻
菠萝主产镇曲界镇仅邮储银行
农户存款余额就达 12.56 亿元，
同比增长高达26.68%。

这个春节，云市场也已经成
为了徐闻菠萝的大市场，各个菠
萝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短视频营
销早就准备好。在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的大力推动下，广东正利
用短视频营销，实现从农产品销
售到农产品品牌及产业打造。

菠萝继续拓宽线上市场

2019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湛江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
徐闻县政府联合广东省农产品
采购商联盟启动了徐闻菠萝

“12221”营销行动的探索。这个
模式后来被定格为广东农产

“12221”市场体系，即建立“1”个
农产品的大数据，以大数据指导
生产引领销售，组建销区采购商
和培养产区经纪人“2”支队伍，
拓展销区和产区“2”大市场，策
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走
进大市场“2”场活动，实现品牌
打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品种
改良、农民致富等“1”揽子目标。

品牌概念已深入果农的认
知。目前徐闻县已建立了13个
菠萝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提纯
复壮了大宗品种“巴厘”，推广
优良品系，增加了新品种种植面
积1.2万亩。

再过半个月再过半个月，，徐闻菠萝将大量成熟徐闻菠萝将大量成熟

据新华社电 吉林小城四平，
在沈阳、长春之间，京哈铁路沿线
上。它是连接东西南北铁路和公
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
东北咽喉之军事重地。抗日战争
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 1946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间与敌人四次
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利，四平
也因此成了英雄城。四平战役的
胜利影响了东北解放战争各阶段
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放东北赢
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人秉
持先烈之志砥砺奋进。英雄之城
从不缺热血。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 年 5 月，本是山花烂漫
之季，塔子山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
群山之首。站在这里，可俯瞰民
主联军四平东线全部阵地，其得
失直接关系四平安危。为抢夺阵
地，当时国民党新 6 军使用全美
械装备，对塔子山进行了地毯式
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其前身是著名的
叶挺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
与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飞夺泸
定桥、平型关大捷。在塔子山，他
们再次演绎了激烈悲壮的一幕：
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用刺刀刺
……在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后，
该团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我
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原广
州军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这场
战斗。2016年接受采访时，老人
迟迟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想起
那些惨烈的牺牲场景总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新军
装。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完是
否还能活着回来。时任新四军3
师7旅20团 2营副教导员魏凯江

回忆，他与通讯员依令撤离塔子
山侧翼阵地，面对无处躲避的炮
火，通讯员身负重伤后挣开他的
手，“别管我了，不然咱俩都得
死”。从此，通讯员成了他心中永
远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浴
血奋战，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
平。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
中行？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
室主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认
可。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
他们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
美好生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为精
神支撑，才会不惧死亡。”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
宇明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这让
她深感这座城市的温度。2018
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年活动上，
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亭从广西
河池赶来。由于年事已高，无法
乘坐飞机，老人辗转 4 天才来到
四平，只为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并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
穿过的军装捐赠给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
照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
抖着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那时大家说好，谁
能活下来，就替别人铭记这段战
争岁月，好好活下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只身来到纪
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着什么。
后来，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良
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照片贴
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士是他
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家赶赴东
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事后才知
道，父亲已经牺牲……

英雄从未被遗忘。四平战役
纪念馆年接待观众 35 万余人
次。张宇明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
陶下长大，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
史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
年。“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
成为传承者。”她说。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塔、英雄广场、仁兴
街……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
大街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
忆。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
铁路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
坚战。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
化底蕴的老城区，另一侧是见证
城市发展的新城区。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
献生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
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懈努力。第一
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第一辆四
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用汽车
……新中国成立后，四平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家建设，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
食产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
产五强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后方。四平市拥有一批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主打产品的农机生
产制造企业，年产值超 20 亿元。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公司
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工人
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机。“年
产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供应全
国各地。”公司总经理杨铁成说。

近年来，四平市对2000年以
前建成的 253 个小区分区施策，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铁东区喜庆社区曾日
渐破旧，很多居民有了搬家的想
法。得益于改造工程，2020年社
区发生了大变化，这里拥有了规
划有序的停车位、绿植环绕的绿
化地和宽敞明亮的楼道，居民的
幸福指数大为提高。

旧城改造、南北河治理、矿山
治理……“如今的四平，不仅越来
越美，市民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家住喜庆社区的李刚说，“我们要
把英雄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更美
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菠 萝菠 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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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老家，，带我带我
们 提 前 感们 提 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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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的省港大罢工纪念馆改造中的省港大罢工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