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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陈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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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前后（1948-1953 年），陈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他在六次劳大报告中提出解放区工

会工作任务，标志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工会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之后，他将工会工作置于国家建设的大局中，

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如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

重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等，这些思想和主张丰富了建国初期的工运方针，推动了建国前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

工会工作，为新中国工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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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陈云同志，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卓越

领袖。1948 年 10 月至 1953 年 5 月陈云同志兼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解

放战场的全面胜利，全国工人运动走向统一，工

会工作发生根本转变并蓬勃发展，如何开展工人

运动和工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之

一。陈云同志担任全总主席以后，虽然同时还负

责沈阳和中央政府的财经工作。但他对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高度重视，并对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讲话、论述和指示。陈云同志在此历史重大转折

时期，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认真研究新情况和

新问题，对确定新中国工人运动的方针，发展工

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陈云同志的工人

运动思想、经济思想、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是

中国共产党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建立新政

权并巩固新政权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重大历史

转折时期，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贫民百姓，

还是依靠其他，党内许多人对此认识不足，思想

也不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在全国解放

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

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1]

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在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和指

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就工人阶级的地位、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推行企业民主化管理等问题多

次发表重要论述，为把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的指导方针落到实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

阐明工人阶级是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

陈云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出发，高度评价了

工人阶级在建立新型人民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

认为建立新型政权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人民政权

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

导方针。新中国建立前夕，在解放区，陈云同志

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已经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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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主人翁的气魄。他指出，“解放区的职工

运动是在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人阶级

已经获得解放，并成为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在

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职工们已经是

企业的主人。”[2]“工人阶级是一个干大事的阶

级，要解放全中国四亿七千万人，要把人类数千

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

制度。”[3] 同时他还指出，工人阶级现在为新民

主主义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坚持依靠工人办企业，推行企业管理

民主化

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党要从解放城市

转变为管理和建设城市。陈云强调，建设城市，

发展生产，为人民办事，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

要听取工人的意见。他指出，“工人是工厂里直

接劳动的，人数最多，是最重要的。”“工人不

仅是工厂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4] 由于

刚解放，有一些工厂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的

观点还比较模糊，许多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对生产

依靠工人的观点还不明确。针对这一情况，陈云

高度重视，致函重工业部，“请该部即速彻底查

明报告。”[5]    

为了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

陈云提出，要在企业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

革，逐步改变旧的管理制度，工厂要组织职代会，

讨论职工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

中央的一些重大决定，也要通过工会和职代会贯

彻落实。为了贯彻中央“保护工厂，防止破坏”

的决定，陈云在签发的重工业部《关于实行紧急

检查给各大公司、各独立工厂的指示》中指出，

“各级机构必须主动地与党支部及工会取得密切

的联系，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及职工代表会讨论

贯彻执行。”[6] 为此，1949 年 5 月，全总下发了

《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

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同年 8 月，华北人

民政府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企业民主管理的法规

性文件。1950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

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指出“建立工厂管

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制度，乃是目前改造

旧的官僚资本企业为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中心

环节。”[7]1952 年 2 月，政务院财经委发出指示，

进一步强调进行企业民主化的重要性，指出建立

工厂管理委员会是推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中心环

节。[8] 陈云还要求工人要承担主人翁的责任，积

极参加管理工作，大胆提意见。他在沈阳工人代

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特别告诉全体工友，要

大胆提意见，凡属对生产有好处的意见，都可以

提。”[9] 对于职代会，陈云强调要经常开，便于

经常把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意见反映上来，改善

我们的工作。职代会不仅要求主要领导和工人代

表参加，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都要参加。同时

陈云强调，“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

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10] 由于坚持依

靠工人办企业，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工人的积

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超

过了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标准。“这就是说，在

工厂中并未增加设备，也不是增加开工率，仅仅

是由于工矿企业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

技师、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

的增产运动中，增加了产量。”[11] 到中国工会七

大召开前，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全国工人

提出合理化建议已被采纳实行者达48万9千余件，

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国家创造和节

省了大量财富。”[12] 据统计，在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的 3 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

11.8%，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

产率而增加的产值占 48.6%。[13]

二、关于重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思想

1947 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中国

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倒蒋介石、解放全

中国已为期不远。这种形势下，陈云在 1948 年 8

月六次劳大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

的报告，报告正确分析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以后

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职工运动应当采取完全新的

方针和政策。报告提出“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

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

以及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等，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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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

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

术改良和生产合作。”[14] 这一工运方针和任务，

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当时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的指导思想，同未取得政权条件下的工运方针相

比，有着根本区别。毛泽东在 1949 年 7 月召开的

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六次

劳大提出的方针。他认为，六次劳大解决的问题

是纲领性的。这次会议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没有，是我们独有的。[15]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工会

必须围绕着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城市的中心任务

开展工作，在发展生产事业的基础上，改善工人

和其他人民群众的生活。[16]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

和完善了六次劳大的工运路线、方针。1949年 5-8

月，全国总工会分别在天津召开了华北第一届职

工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主要任务是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

和完善六次劳大制定的工运方针，解决全国胜利

形势下工会工作的重要问题。陈云在全国工会工

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情况和工人运动的任

务报告。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按照

六次劳大确定的工运方针，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工

会工作的五项具体任务：（1）动员和组织工人努

力恢复和发展生产；（2）组织和教育工人以实际

行动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3）保护工人阶级

利益，改善工人生活；（4）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文

化技术教育；（5）搞好工会自身建设。[17] 陈云

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主张工会组织在领导

工人抓生产，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保护

职工的日常利益，组织职工提高政治文化技术水

平，加强工会组织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他

的这些政策主张丰富了六次劳大确定的工运方针，

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工会各项工作的

开展，使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为恢复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一）工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抓生产，

搞经济建设

解放初期，国家面临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经济

的任务。工会组织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陈

云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

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

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容

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18] 各级工会组织

要发动和组织职工克服困难、抢修机器设备、恢

复和发展生产。1949 年全总在《关于纪念“二七”

二十六周年的通知》中要求，在新解放地区遭受

了破坏的工厂企业中，职工们要努力修复机器，

献纳器材，以便早日开工生产。之后，陈云进一

步提出了工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抓生产，搞

经济建设。他在会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

时指出：解放了，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工

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19]1949 年 5 月 25 日上

海解放以后，工会积极组织广大职工努力恢复和

发展生产。“中纺六厂6月份产量大大超过5月，

棉纺部产量由 11700 磅增至 23021 磅、织布部产

量由 278 匹增至 759 匹。”[20]

针对解放前后生产上的困难，陈云要求工

会发动工人讨论，如何维持和增加生产，渡过困

难。[21]1951 年 2 月，在中财委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工业会议上，陈云指出，党、政、工、团均以提

高生产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他还要求，

工会要积极组织和提倡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

在陈云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到 1952 年，参加竞

赛的职工包括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达282万人，

占全体职工的 80% 以上。[22]

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具体工作过程中，陈云还

十分注意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要求工会从源头

上参与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1950 年 5 月，针对

工商业的困难，对分配给公私企业的加工订货量

进行调整，陈云指出，“加工的原则：第一，按

困难大小规定加工量的多少；第二，保证质量。

以后的具体分配和保证，由工商局、工商联、同

业公会、工会及有关管理部分协商进行，由工商

局统一管理。”[23]1950 年 12 月，国家对棉纱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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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行统购，为使统购价格、工缴费、成品标准

等项的规定趋于合理，陈云提出，“由当地政府

的工商局主持，工商联、总工会参加，召集国营

花纱布公司及公私纱厂共同协商，提出具体方案，

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实施之。”[24]1951 年

5月，针对棉花供应不足，造成工厂停工的情况，

陈云对全国进行部署，提出了六点办法，要求公

私厂方与当地工会立即实施，他说，“以上理由

与六点办法，你们有何意见请即告。如无意见，

请即与公私厂方及当地工会具体布置。”[25]1951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

上，陈云提出，在大、中城市要成立包括总工会

等有关人员组成的工商工作委员会。[26]1952 年 6

月，针对私营企业在承制国家的加工订货中存在

偷工减料和规格不具体，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

陈云指出，“我们已令各地财委注意检查，中央

贸易部亦准备于最近两月在各大城市分别召开有

关各业的规格会议，请工商局、各加工企业、工

商联和工会等有关部门来参加，按照各地各业的

实际情形商订具体的加工订货规格，作为严守标

准。同时，各大城市也准备在工商局领导下，吸

收各订货机关、工商联和工会等有关部门，组织

加工订货的评议委员会，来处理验收中的争论问

题。”[27] 

（二）党政工要分工合作，注意发挥工会组

织的作用

1949 年 1 月 18 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东北

局例会。在讨论企业中党的工作问题时他指出：

党委不应代替行政工作，否则也就取消了党的工

作。在政府中，各部、局现在的党委要转为部务

会议、局务会议，行政工作问题由部务、局务会

议解决，在部务、局务会议中另外组建党组。在

工厂中，现在的党委要转为管理委员会，另外重

新组建一个党委；党支部要公开活动，设立办公

室；凡以工会形式出面更有利者，均应由工会去

办，工厂要解决工会的办公用房和经费问题。针

对有些同志搞惯了一元化，一进工厂就要求一元

化，当厂长的各种权力一把抓的情况，陈云强调，

“要提倡分工合作，反对独霸一切。要特别提醒

做行政工作的同志，注意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的作

用。”[28]1949 年 7-8 月，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

会议强调，工会要主动和行政搞好关系，并取得

党委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同时要求党委和

行政方面要帮助工会解决实际问题，是党政工三

位一体，共同搞好生产。[29]

（三）组织工会不应限于体力劳动者，尽量

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建立工会，把工

人组织起来是工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六次劳大

上，陈云就明确提出了要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

工会的观点。他指出，“工会会员的征收，必须

本着自愿原则，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30]

由于受到“左”倾关门主义影响，工会组织建设

缓慢。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共有职工809万人，

其中组织起来的职工仅有 370 万人，仅占 45.7%。

就是工人运动发展比较快比较早的东北，110 多

万产业工人中，有组织的工人不过 49 余万人。针

对这种情况，1949 年 7-8 月，全总召开全国工会

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工会组织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到会并发表了重

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工会组织发展中

存在的“关门主义”现象，指出“除了破坏分子

及资本家之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

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改造可能的，

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31] 为更广泛地把职

工群众都组织到工会中来，陈云认为，必须解决

对工会组织的认识问题，并克服组织工作中的“关

门主义”倾向，把工人阶级队伍各个阶层的群众

都作为工会组织发展的对象。1950 年 4月 21 日，

他在讨论《工会法》时说：“我在江西时期召集

过行政会议，这些会议群众性不够，等于是首长

讲话。俱乐部会议就很能解决问题，比如吃饭、

点灯等许多事情都可以在会上解决，而且可以从

这些会议中反映出许多问题来。今天的工会也起

到了这种作用。因此，凡在一个企业工作的职工，

都应允许其参加该企业的工会。如果有一两个人

偏偏不能加入工会，就不大好。” “在政府机关

工作的职员、干部、公务员也可组成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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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不限于体力劳动者。”[32] 在陈云的积极推动

下，工会会员从 1949 年底的 370 万人增加到 1952

年的 1002.3 万人，产业工人有 90% 以上都参加了

工会，工会基层组织有 20.7 万个。[33] 他还要求

工会要转变工作作风，增强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

凝聚力。他说，“工会须有切实的真正能够解决

群众需要的经常工作，同时必须彻底整顿目前工

会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使工会真

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34]

（四）工会要组织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

术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新中国建立初期，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占

职工总数 60-80%，在煤矿、矿山、建筑、搬运等

行业的职工以及纺织女工中甚至有 90% 的文盲、

半文盲。有些煤矿、建筑工程队的基层干部都是

文盲、半文盲。大多数生产工人技术水平较低。

在全国 300 万产业职工中，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仅占约 10%。针对这种

情况，陈云多次要求工会组织职工进行学习。他

指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行政与工会组织

全体工人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35]1949

年 1 月，陈云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挑

选政治觉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进心的工人，

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36] 他

还要求工会组织要多办学习班，提高工人政治觉

悟。1950 年 4 月，全总召开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

会议，同年6月根据全总的建议，政务院发布了《关

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9月全总和教育部

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修正通过了《职工业

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

会组织条例》等草案，推动职工文化教育快速发展。

1950年，全国参加各种文化学习的职工为76万人，

1951 年增加到 202.6 万人，1952 年达到了 308.3

万人。[37] 同时各级工会积极组织技术学习，到中

国工会七大召开前，“全国参加业余技术学习的

工人有 477000 人，脱离生产，专门在技术学校学

习技术的工人有 56000 人。”[38] 针对工人中党员

不多的情况，陈云要求，要大力发展。他说，“现

在工人中的党员太少，我们要发展，过去发展的

少。铁路八万职工，只有党员四千人。十二万军工，

只有党员一千多人。应该大大地发展。”[39]

（五）重视劳动法令的制定和执行，保护工

人利益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总工会除发展壮大工会

组织外，还制定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条、条例

和有关文件，为工会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陈云要求多制定几种必要可行的劳动保护法规，

尽量覆盖各个方面。他说，关于劳动保护法规，

应有单独应用于学徒的适当的规定。这一时期，

工会制定和参与制定的劳动法规多达几十部，对

这些劳动法规的制定陈云都很关心。如《工会法》

《劳动保险条例》等一些重要的法规陈云都亲自

参与讨论，并提出了具体意见。1950 年 6 月，中

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工会法》，这是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工会的法律。[40]1951 年

2 月 26 日，政务院颁布实施了由劳动部和全国总

工会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条例》，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第一个劳

动保险条例。[41] 同时他还要求工会组织要监督这

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保护工人的利益。对于

有些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况，他认为，劳动

部和全国总工会可以考虑，对那些不执行劳动法

令的资方进行批评，纠正他们的做法。[42] 为此，

各级工会组织建立了群众监督制度。同时他还关

心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多次强调要关心困难

职工，工会要协助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困难。    

三、历史借鉴和现实意义

陈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从全国

形势来看，正是新中国破旧立新、百废待兴时期，

在城市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依靠什么力量

去接收、建设和管理城市问题。陈云关于工人阶

级地位和工会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保证了工人阶

级在民主建政、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治理等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也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对于我们今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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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提出了工会组织的建设性特征

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巩

固新生政权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

心任务，陈云提出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工

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明确了工会组织建设性

特征。之后，陈云将这一政策主张运用于工运实

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会组织的破坏

性特性，建设性既是中国工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也是中国工会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会的根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

性，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组织动员

职工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十九

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学习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工会组织牢牢抓

住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二）明确提出了职工代表大会是民主管理

与职工当家作主的渠道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主张企业实

行管理民主化，依靠职工办工厂，组织职工代表

大会，鼓励职工积极参加工厂管理工作，大胆提

意见。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既是职工当家作主的平台和

渠道，也是企业实行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基础。

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有关思想，对落实中共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以职

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

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明确提出了工会组织的群众化

陈云要求工会组织加强作风建设，使工会组

织成为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陈云同志的这一主

张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对中国工会性

质的准确定位，又对密切工会与广大职工群众的

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当前有些工

会干部还存在“四化”的情况下，学习陈云同志

的有关论述，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工会组织要增强“三性”、去除“四化”，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

（四）明确指出工会组织要发展工人阶级先

进性

在工运实践中，陈云一直强调，工会组织要

多组织培训班，组织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术

学习，提高他们政治觉悟与技能水平，以此来发

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制造”要走

向“中国创造”，没有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没有

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的先进性作为支撑，

就很难实现。因此，学习陈云同志的这一论述，

对于工会组织教育引导广大职工群众不断提高思

想觉悟，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最大限度团结

职工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力支

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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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s work in the Liberated Areas on the 6th 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His wisdom and work marke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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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construction, and made a series of expositions 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work of the trade unions. In his remarks, Chen Yun adv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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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rade unions. His ideas and propositions enriched the policy of workers' movement and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and trade union w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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