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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在福州
的响应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
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五
四运动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
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作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代表在和
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
力范围、撤出外国在中国的军队
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
却被拒绝。而北洋政府屈服于
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
《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上签字。这种外交上的失败，直
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州，
立刻得到福州热血青年的积极
响应，福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
李述圣、章于天等出面联络，在
公立法政学校开会，并于5月7
日组织了2000多名学生示威游
行。学生们拿着写有“惩办卖
国贼”“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废
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

“抵制日货”等标语的小旗往督
军署请愿。5月中旬，福州中等
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三坊七巷
吉庇巷谢氏祠堂开会，成立福
州学生联合会（后改为福建学
生联合会），以领导学生爱国运
动。学生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唤
醒了民众，推动了爱国运动的
深入发展。6月5日，上海工人
阶级发动罢工，以声援北京学
生的爱国行动。福州工人阶级
以同样的行动声援这场斗争，
各行各业相继举行罢工，展开
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爱
国斗争，使日商在福建的生意
顿减百分之七八十。日本驻华
公使小幡不得不承认“闽人仇日
最烈，屡焚日货，侨商损失甚巨”。

一系列抵制日货的运动让
日本人恼羞成怒。1919年 11
月，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制造了

“台江事件”。他们纠集了一批
流氓“敢死队”，在台江大桥、坞
尾、安乐桥等处无故挑衅袭击
过路学生和群众，打砸沿街商
店，致重伤多人。商铺损失巨
大，他们还反诬是学生违法抢夺
日商物品造成冲突，演出流血悲
剧，并以此为借口急电日本政府
派出军舰开抵福州。福州各校
学生闻讯，全体罢课，城台商店
一律罢市，各界民众在省议会门
前广场召开国民紧急大会，要求
惩办凶手，撤换驻闽日领事，赔
偿死伤损害一切损失，不期而至
者达万余人。“台江事件”也激起
全国人民的义愤，再次掀起了全
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上海、天津、
北京、南京、杭州等数十座城市
分别举行了数千至数万人参加
的国民大会和学生运动，声援

“闽案”斗争。在全国人民和中
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
和日本进行了严正交涉，提出抗
议。日本政府被迫于12月撤走
入侵福建的军舰，调离了肇事的
驻闽总领事，第二年赔偿了受害
者相关损失。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
义在福州的传播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福州青
年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的革命活
动，促使了以提倡白话文，提倡
新文学，批判旧道德为主要内容
的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迅速传
播。福州学生联合会在爱国运
动中创办《学术月刊》，提倡民主
与科学，传播新思潮；组织“醒民
剧社”，宣传爱国思想和男女平
等，反对封建礼教；开设“浪花书
店”大量出售《新青年》《每周评
论》《新潮》等进步书刊。1919年
12月，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创办
《闽潮周刊》向全国发售，传播新
文化。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
郑天挺、郑振铎、林可彝等不断
活跃在传播新思想的大潮中。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马
克思主义在福州的传播。以陈
任民为代表的福州进步青年率
先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恽代
英、施存统，广州的李之龙、杨匏
安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些最早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福州进步知
识分子，开始了以新民主主义革
命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
动。1921年下半年，陈任民只
身赴上海，见到恽代英、邓中夏
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并
带回《奋斗》等革命刊物和书籍。

1922年夏，陈任民在上海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他
带着团中央的指示，回到福州，
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俞秀松的指
导下，开始了福州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创立准备工作。他团结福
州进步青年方尔灏、叶敏修、何
天衢等人，组织了以宣传“马克
思主义”为宗旨的福州第一个
进步社团——“民社”，创办了
《冲决》周刊。1923年春，陈任
民等人又组织出版《尖兵》半月
刊。《冲决》周刊和《尖兵》半月
刊激烈地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
统治，向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是福建省最早宣传中国共产党
主张的刊物。1923年秋，陈任
民、方尔灏、翁良毓、江削五等
人又在“民社”的基础上组织了

“民导社”。1925年1月，“民导
社”和陈聚奎、郑松谷等人创立
的“青年社福建分社”合并为福
建青年社，出版《福建青年》刊
物，方尔灏任编辑。

“福建青年社”是福州共青
团的前身，一建立就投身到反帝
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号召群众

“对外取消与列强所缔结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军阀”。
陈任民、方尔灏、翁良毓、陈聚奎
等福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进步青年，追求真理，呕心沥血

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共青团组织
及中国共产党在福州的建立打
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党团组织在
福州的建立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为了扩大吾党的数量……
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
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
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
织。”为适应革命形势大发展的
需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召
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
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
团，动员全团贯彻党的“四大”决
议，搞好团的发展工作。1925
年3月，共青团中央派马念一到
福州，指导帮助团组织的建立工
作。4月1日，经团中央批准，福
建省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共
青团福州支部正式成立。方尔
灏、翁良毓、黄源、陈聚奎、林铮、
张珪、施松龄、邱腾芳、郑松谷、
林大屿等 10人加入共青团，陈
聚奎任首任书记。共青团福州
支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和发动青
年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引
导团员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和扩
大团的组织。

7月19日，共青团福州支部
改为共青团福州地委，林铮为地
委书记，陈聚奎为宣传兼学生委
员，翁良毓为组织兼工农委员，
先后在福州、连江发展了8个团
支部。

经过火热斗争锤炼，共青团
员不断成熟，斗争经验更加丰
富，他们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
党，要求在福州建立党组织。
1925年 9月 12日，方尔灏在一
封写给在团中央工作的福建籍
共产党员郑超麟的信中表达了
他们的心声“我意欲在闽组织，
吾兄能否先为介绍加入，然后从
事发展，因有二十五岁以上同学
数人甚愿……”这封信引起党中
央的高度重视，随着福州人民反
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在党
中央和团中央的指导下，福州建
党条件逐渐成熟。

1926年4月初，经党中央批
准，在整顿和改组团组织的基础
上，从团组织中吸收方尔灏、林
铮、陈聚奎、施松龄、吴微谦、郑
蓉裳（女）、林鉴（女）、严明杰、陈
长庚、郑走云、金毓芬、林世良、
傅克壁、陈与潮、陈长康、傅炳
恭、赵凯等 17名优秀分子转为
中共党员，并建立中共福州地方
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方
尔灏任首任书记。

此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福州党组织迅速发展，至“四三”
反革命事变前夕，共发展了 22
个支部和连江、建瓯、古田、莆田
等外县组织，党员人数达150余
人。中共福州地委的建立，是福
州人民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就
像长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
民前进的方向，给人民带来改变
命运的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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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帮拜妈祖”民俗文化，始
于清朝的闽台茶业的魁首洪天
赏。洪天赏出生于台湾金门，6
岁跟随伯父到福州习武学文，成
年后，重操父业，投身航运。仅
有木船的年代，出海祸福难料，
海上女神妈祖成了航海者的精
神寄托。金门人出海前，都会携
带贩卖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货
物拜祭妈祖，祈求一路平安，庇
护他们勇往直前。光绪四年
（1878）洪天赏开创洪怡和商号，
贩卖南北土特产及各地名茶，从

福州北上航行东北、南下到东南
亚等地。行前，他延续金门商帮
拜妈祖的习俗，在三坊七巷天后
宫祭拜妈祖。

光绪十年（1884），洪天赏
将商号改名洪怡和茶庄，专业
贩茶。光绪十八年（1892）送年
仅 9岁的独子洪发绥进福生隆
茶行拜师学艺。洪发绥学成回
家，父子俩勤恳经营，开办了洪
家福胜春制茶厂，制作销售茶
叶（八成以上为茉莉花茶），销
往新加坡、印尼、美国、英国等

国家。最早开创了中国茶叶连
锁店的模式，“刀牌烟仔洪家
茶”成为两岸茶客的口头禅。
1933年“洪字茶”在美国芝加哥
世博会上获得银牌奖章，创造
了茉莉花茶的辉煌。今江滨西
大道 285 号依然矗立着 4 层楼
高的福胜春制茶厂旧址，为福
州市历史建筑。

春、秋茶采收交易旺季是
农历三月和九月，恰逢妈祖诞
辰与飞升之时，装载闽北武夷
山茶叶的船只顺闽江下，进入

三坊七巷的河道，“洪家”就组
织茶帮于福州天后宫进行敬茶
仪式。首批茶从水流湾运抵天
后宫门前码埠卸货，茶帮的人
们穿着草鞋，担着茶担，一路吆
喝，进天后宫敬香，将最好的第
一泡茶以特有祭拜形式献给妈
祖，表达对“水上茶路”一帆风
顺的感谢，也祈求经过福州的
茶，进天后宫内交易后再运至
大船上，沿光明港出闽江，扬帆
台海、东南亚，走向世界，畅销
海外。金门的“商帮拜妈祖”演

变为福州特有的“茶帮拜妈
祖”。福州著名学者、诗人“石
遗老人”陈衍将洪天赏的故事
收录在《石遗室文集》中，还为
他写了墓志铭。

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的贸易物资，水上茶路的“茶帮
拜妈祖”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枢纽的历史见证。东南亚以
及韩国、琉球群岛等地区的华人
华侨，也纷纷组团参与这海上丝
绸之路信仰的民俗文化活动中，
追寻祖辈历史足迹。

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从此，福州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斗争有了强有力的中坚力量。它指引着福州人民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一直
走向胜利的彼岸。

茶帮拜妈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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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州市委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