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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影响下，制定以动员妇女抗战为核心的统战政策，建

立形态多元的妇女统战组织，为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政策基础和组织保证。 适应国共关系的

变化，中共采取灵活机动的统战策略，应对妇女运动领域的摩擦，使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发展和巩固，
为中国抗战的胜利积聚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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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女界团结、动员妇女抗战是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关于妇女统战的政策方针、组织形态和

策略应对，揭示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

史轨迹，展现中共与中国抗战的历史侧影。

一、从阶级革命到民族抗战：战时中共妇
女统战政策的确立

中 共 建 立 女 界 统 一 战 线 的 主 张 ， 始 于

1923 年中共三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 建党

初期，中共秉持反私有制的阶级立场，开展女

工运动，轻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而三大贯彻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妇

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号召女党员“指导并联

合”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一般的

妇女运动”，告诫全党“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

太， 或女政客们的运动”，“阶级的主义的色彩

不要太骤太浓， 至使她们望而生畏”[1]68。 1925
年， 中共四大将妇女运动划为贵族妇女运动、
教会妇女运动、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劳动妇

女运动四类，主张妇女运动“以工农妇女为骨

干”[1]279，但对前三种妇女运动并不排斥，并依据

经济地位和阶级倾向制定不同的统战策略，要

求党利用国民党妇女部与无党派的妇女团体

开展活动， 从而确立妇女界革命统一战线政

策，将工农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纳入

妇女统战行列。
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共从资产阶

级背叛革命的估计出发，使妇女运动转向以女

工、农妇为中心的轨道。 1927 年八七会议后，
中共妇女统战政策“以女工和农妇为中心”[2]2，
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组织妇女团体，“反对欺

骗妇女的假国民党的妇女运动”[2]5， 引导妇女

支持工农武装和暴动。 到 1928 年， 中共六大

《妇女运动决议案》制定新的妇女统战政策，认

为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联合战线不复存在了，重

新划分妇女运动的“敌我友”，将原属于革命阵

营的女权主义、基督教、国民党的“一般妇女运

动”视作“站在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上的“三种

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2]13。 此后，中共适应工农

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以女工、农妇为妇女工

作对象， 其他阶级阶层的妇女多被排斥在外，
妇女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大为收缩。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妇女统战政

策顺应中日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逐步从

发动劳动妇女开展土地革命，转向动员全国妇女

参加民族抗战，建立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调整妇女统战政策是中共适应抗日

救亡形势，开展妇女运动的内在要求。 土地革

命时期，中共以女工、农妇为革命妇女，拒斥民

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狭隘阶级路线”，导

致妇女运动的阶级基础单薄，给妇女工作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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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 尤其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妇

女运动开展“路线斗争”，使杨之华、曾碧漪、危

秀英、 范乐春等一些妇运领导人受到冲击。
1931 年后，抗日救亡运动日渐兴起，原本狭隘

的妇女统战政策难以为继，扩大妇女工作的阶

级基础，实现妇女界联合，成为中共妇女运动

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的号召，为中共制定新的妇女统战政策

提供合法依据。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接

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种领导关系规定了共产

国际对于早期中共妇女统战政策的决定性影

响。 1935 年 7 月 25 日，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

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 8 月 2
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出“必须找

到最简单最灵活的形式，以便在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的、进步的、反法西斯的和反战妇女组

织之间，建立联系和战斗合作”[3]。 1937 年 7 月

3 日，共产国际讨论国际妇女运动，号召共产

党和社会民主党妇女在组织上统一，要求各国

共产党在最近的中央全会或代表会议上讨论

妇女工作问题[4]。 正是在各国共产党落实共产

国际指示的背景下，中共出台新的妇女统战政

策具备政策依据。
再者， 中共逐步放弃苏维埃革命的口号，

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为制定妇女统战方针奠

定了政治基础。 经过遵义会议，中共逐步纠正

党内的“左”倾错误，调整党的政治、军事和组

织路线。 为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发

表“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西安事变后，中

共对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完成从 “抗日反蒋”、
“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换。 中共政

治路线的调整和国共关系的改善，构成中共制

定妇女统战政策的政治基础。
国共二次合作后， 中共着手制定新的妇女

统战政策。 1937 年 9 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

《妇女工作大纲》， 规定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 妇女工作的路线是

“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 团结各阶层广大

妇女在党的周围”[5]1。《大纲》首次将资产阶级与小

资产阶级列为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 将女

工、农妇、城市贫妇和学生列为下层统一战线的

工作对象，要求建立对象广泛、形式多样的妇女

群众组织， 规定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对象的妇女

工作策略方法，表明战时妇女统战方针的确立。
相形之下，国民党对妇运路线的调整较为

迟缓，其特点是首重国民党的领导权，次则容

纳女界精英，终至统一规划。 1938 年 4 月，国

民党中央社会部下设妇女科，并成立中央妇女

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中央社会部特种委员会

之一，负责“策动计划并指导全国的妇女运动，
由中央而深入各地，以巩固党对妇女运动之领

导权”[5]117。 6 月，国民党颁布《妇女运动委员会

工作纲领》和《妇女运动方案》，制定较为系统

的妇女工作路线，以“组织党团，作为妇女运动

的核心”[5]119，重点开展对女工、女学生、家庭妇

女、 农村妇女四类妇女群众的抗战建国工作。
上述表明国民党以统领全国妇女运动为前提，
改变了过去限制妇女抗日救亡、排斥劳动妇女

运动的立场，将吸纳各界妇女，动员妇女抗战

建国列为妇女运动的主题。
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 为建立妇女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方便之门。 1937 年 12
月 28 日，邓颖超以中共党员的公开身份呼吁

“各界妇女运动中的领袖与领导者，迅速促成

妇女工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强调“加强对全

国妇运的领导， 是迅速开展工作的重要中心

第一环”，而要达此目标“必须依靠于加强、充

实、 扩大现有的妇女团体的组织来负起这光

荣的事业”[5]11。 1938 年 2 月，邓颖超受邀出席

《妇女生活》 杂志召集的各界妇女领袖座谈

会，讨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的步骤。
3 月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国共合作

后的首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群众

团体，邓颖超作为参与发起人之一，委托李徳

全、沈兹九邀请宋美龄出面领导。 它以宋美龄

为理事长，常务理事涵盖国民党、共产党、救

国会、 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无党派人士， 构成

“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先声”[6]。 在这年纪念三八

节的文章中，邓颖超阐述共产党的立场，提出

妇女运动“服从于民族的最高利益，服从于抗

日的利益”[7]。 从上述言论来看，中共已经抛弃

过去的派别成见与门户之别， 对国民党统一

妇运、 实现女界团结的路线采取了欢迎和合

作的立场，在拥护宋美龄担任妇女抗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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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民党和中间派、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等方

面具有明确立场。
1938 年 5 月， 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在庐山

召开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成为全国女界团结

合作的契机。 邓颖超、孟庆树以陕甘宁根据地

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受邀参加，向会议

递交《我们对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作《陕

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报告，陈述中共对战

时妇女工作的看法：全国妇女统一领导机构不

管名称如何，应是代表各界、各党派、各地区的

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应采取先由女界

共同筹办，后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民主方

式产生，但考虑战时情形，赞同宋美龄的以新

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

妇指会）为全国妇女统一机构的意见。 谈话会

决定将新运妇指会改组、扩大为全国妇运领导

机构，通过了《告全国女同胞》和《动员妇女参

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为妇女抗战提供了准

绳。 中共《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赞扬其“真正成

为推进妇女救亡工作的发动机”[8]。 庐山妇女谈

话会标志着全国战时妇女工作最高指挥机构

和共同纲领的确立。
会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改造，成为女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关键。 1938 年 7 月 1
日，新运妇指会在汉口扩大改组成立，不仅将

改善生活的宗旨改为抗战建国，而且革新组织

机构，广纳女界人才。 在人员构成方面，由原来

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夫人占绝大多数，改为容纳

各党派妇女精英的共同体， 宋美龄担任指导

长，委员从 10 人扩大为 46 人，内有中共党员

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中共秘密党

员）4 人。 在工作机构方面， 由原来的总务、城

市、学 生 和 编 辑 的“四 部”架 构 变 为“八 组 一

会”，即设总务、文化事业、训练、生活指导、生

产事业、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 8 个组、联

络委员会共 9 个部门。 从构成来看，国民党、中

间派、中共人士（含中共党员、亲近中共人士）
大体各占 1/3[9]248。 曾在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工

作过的郭建称其为“左、中、右都有,可算是‘三

三’制”[10]。从中共统战角度看，其领导层内的进

步人士和中间势力占据优势。 新运妇指会藉由

宗旨改变、组织改造和人事更新，超越了党派、
团体、地域、职业之局限，发展迅速，影响日大，

成为一段时期内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

高领导组织。 1940 年 2 月，新运妇指会联络委

员会同全国各地的 258 个妇女组织建立了经

常联系[5]454-456。 1941 年 7 月，新运妇指会已在四

川、贵州、湖南、广东、广西、河南、陕西、甘肃等

省及五战区、香港等地成立了分会，并在美国

的三藩市、华盛顿、芝加哥等 10 个城市建立了

组织[11]。 经由国共合作的推动，以庐山妇女谈

话会的召开和新运妇指会的改造为标志，妇女

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起来。

二、从“党化”到“群众”：战时中共妇女统
战组织的形态

妇女组织是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贯彻统

战政策的主渠道， 关系到妇女统战工作的成

败。 抗战时期，中共以党内的妇女运动委员会

（有时称妇女部、妇女指导委员会，本文统一简

称为妇委）为核心，使妇女统战组织的形态从

注重阶级革命的党化组织转换为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群众组织，为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

供组织保证。
抗战前的妇女组织建设，为中共实施战时

妇女统战政策提供了基础和经验。 建党初期，
中共偏重发展的妇委，无论人员编制，还是活

动能力，都极为有限，造成妇女运动“尚无系统

组织， 而又不得党中的支配或指导工作”[1]171。
1924 年国共合作后， 中共根据三大的妇运方

针，采取妇委不开展独立公开活动而借助国民

党妇女部和无党派背景的妇女团体的方式，发

展自身的活动空间。由于这种组织发展方式高

度依赖于党内合作，1927 年国共关系破裂后，
妇委陷入瘫痪状态，“成了一个摆样子的空城

计， 女同志大半不见了”[2]3。 1928 年中共六大

后，妇委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全党并未形成妇

女组织系统。 苏维埃革命兴起后，中共形成三

种性质的妇女组织： 一是隶属于党的工作系

统、负责指导妇女工作的妇委；二是设于苏维

埃政权系统、联系苏维埃与妇女群众的妇女生

活改善委员会；三是属于党群工作系统的群众

组织，主要有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工会女工部、
青年团青年妇女部、农会妇女委员会以及名称

殊异的各种妇女群众组织。
受此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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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在追求“无产阶级化”还是“群众化”
之间摇摆不定， 造成妇女统战的组织空间狭

小。 统战工作的“唯劳动阶级取向”，使妇女组

织追求“工农化”，排斥了民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地主、富农等阶级阶层妇女的加入，同时

妇女组织机关作风严重，存在包办代替、机关

运动等“党化”倾向，甚至一度发生为集中妇运

人员便利办事而把党、团与苏维埃政府的妇女

组织合并为一的做法。 1932 年后苏区普遍建

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议， 是中共下层妇女统

一战线的新方式，号称“传达共产党及工会的

影响到女工及农妇群众中去的最好的组织形

式”[2]302，“党和群众接触工人的传达器具” [12]，
但作为贯彻工农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物，仅

吸收女工、农妇为成员，造成妇女统战组织基

础的单一和薄弱。
由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后，中共适应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逐渐调整妇女组织建

设的策略。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

工作大纲》具体规定了妇女统战的各种策略方

法，将妇女组织的主要对象扩大为女工、农妇、
城市贫民妇女、女学生、自由职业妇女及家庭

妇女，规定妇女群众组织“采用各种各色的形

式和名称”，实行“充分利用旧形式灌输新内容

的组织策略”，“迅速彻底纠正存在着的关门主

义倾向”[5]5-6。 1939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通过

《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首先从党的系统

提出建立健全妇委，“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

会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5]136。 3 月 3 日，中共

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

务的指示信》， 从 “最大多数的妇女仍是无组

织、少觉悟”的现状出发，强调同等重视上层、
下层的统一战线，提出妇女组织目标是“群众

性、统一性和民主性”，规定各局、各省、县、区

委应设立妇委[5]145。 由上述三个文件来看，中共

妇女组织建设的主要思路是：一是党内加强妇

委， 从党的系统实现对妇女统战工作的领导；
二是抗日根据地建立广泛性的妇女群众组织，
开展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下层统一战线；三是

国统区重点利用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扩大以

资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上层统一战线。
按照上述策略，中共优先建设妇委。 首先，

中共中央妇委得到健全和充实，成为指导全党

妇女统战工作的司令部。 1937 年 7 月，中共中

央组织部设立妇女科，以蔡畅为书记的中央妇

女部停止活动， 造成妇委领导机关的严重削

弱。1938 年 1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

央妇委。 次年 2 月，地位显赫的王明担任妇委

书记后，提升了中央妇委的地位。 整个抗战时

期，担任中央妇委委员的有李富春、康生、蔡畅、
邓颖超、孟庆树、区梦觉等 32 人[13]。 其次，加强

制度建设，1942 年 2 月 6 日颁布 《关于抗日根

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对妇委的设置、
任务、工作范围、领导关系等作出统一规定：一

是妇委只设于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各级，
地委以下的妇委与党团合并；二是妇委的任务

是调查研究妇女生活与妇运情况，掌握妇运方

针政策，调剂教育妇女干部；三是妇委为同级

党委直属部门，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四是上

级妇委对下级妇委指示工作时，须经过下级党

委，下级妇委向上级妇委作工作报告时，须经

过同级党委； 五是妇委对妇女群众团体的领

导，须经过党团，不得直接干涉或包办[5]599-600。 该

条例构建了妇委的制度框架。
在中央妇委的推动和妇委工作条例的规

范下，中共妇委逐渐形成层级分明的组织系统。
党中央有中央妇委，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东

南分局、东南局、陕甘宁边区党委、山东分局、北

方分局等中央局或分局设立妇委，广东、江苏、
河南、浙江、湖北、安徽等省相继成立妇委。华中

的鄂豫边区、苏皖区、苏北区，华南的琼崖特委，
也成立了妇委。 从任职情况来看，自中央、中央

局至省一级， 妇委书记多为同级党组织负责人

的夫人， 本人往往也是有资历、 有能力的女党

员。中共党内形成的妇委组织网络，为建立党外

的妇女统战群众组织提供了坚实依托。
在抗日根据地，中共成立以各界妇女联合

会（简称妇联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

妇救会）为基本形式的妇女统战群众团体。 第

一种形式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它先由边区党

委 1937 年 7 月号召成立， 中经边区妇联筹备

委员会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区、 县妇联会，后

于1938 年 3 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

表大会后成立。妇联会将苏区的阶级色彩浓厚

的女工农妇代表会，改建为各党各派各界的妇

女抗日统一战线群众组织。中共规定边区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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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代表会、 妇女救国会为妇联会的基本组

织，边区内以乡妇女代表会为单位，友区内以

乡妇女救国会为单位，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

合会，并建立上下级组织系统，而各级党的妇

女部必须在同级妇联中经过党团的作用加强

其领导，避免直接干涉和妨碍群众团体的独立

性[5]15。 1938 年 3 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

女联合会简章》 则规定该会的名称、 性质、会

员、入会资格、组织原则、组织系统和权力机

关[5]91。 第二种形式以晋察冀边区为代表，先是

1938 年 2 月成立边区妇救会筹委会，3 月召

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后又在

1940 年 7 月制定组织章程，规定在边区、专区、
县、区、村 5 级设立妇救会，凡年满 15 岁以上

的妇女承认并遵守本会组织章程及执行本会

决议，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党派、职业、阶级均

可成为会员[5]318-320。
为厉行妇女统战政策， 中共努力消除根据

地妇女统战组织的“党化”色彩，纠正其脱离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变成党的先进妇女组织的倾向。
受根深蒂固的党派立场的影响，妇救会发生偏离

统战轨道的情况，表现在：一是会员成份偏重于

工农劳动妇女，排斥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妇女；二

是发展会员的重点是青年妇女，忽视老年壮年妇

女和“落后”妇女；三是“党化”现象严重，视妇救

会为党的组织，对普通妇女群众的要求同党员一

样，要求会员执行决议、服从纪律、交纳会费和固

定开会、参加活动等；四是过分追求组织的形式

化与正规化，造成妇救会成为健全灵活、上呼下

应完成任务的工具 [5]601；682；712；796。 针对上述问题，
1941 年 10 月，区梦觉在《解放日报》撰文批评党

化的“宗派主义”倾向，要求正确运用统一战线，
防止妇救会变成狭小圈子，反对以领导共产党的

方式领导妇女群众团体[5]573。 1942 年 3 月，蔡畅

在《解放日报》撰文要求妇女群众团体领导机

关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最多不能

超过 1/3， 应使用大批非党的妇女领袖或积极

分子，“彻底肃清‘包办一切’、‘自以为是’的陋

习”[5]604。经由中共的批评和纠正，妇女群众组织

的上述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
中共将妇联会、妇救会称作“全国妇女团结

和组织的模范”， 发挥它们的典型示范作用，使

根据地妇女统战群众组织的形态日益多元，数

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从名称上看，有各界妇女联

合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会、
妇女协会、妇女抗日协会、妇女抗敌会、妇女抗

敌同志会、姐妹会等。从数量上看，妇联会、妇救

会团结了成千百万的妇女群众。 1940 年 5 月，
陕甘宁边区有 20 万会员， 晋察冀有 23 余万会

员[5]465。 据 1941 年陕甘宁边区等 7 个抗日根据

地的不完全统计，妇联、妇救会会员已经占到这

些地区妇女总人口的 12％[5]601。 无疑，妇女统战

在抗日根据地具备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在国统区，中共先后设立长江局、南方局，

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妇女统战领导机关。 1938
年初， 长江局民运部下设妇女工作委员会，常

驻武汉，妇委书记孟庆树负责领导长江局所辖

地区、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妇女工作，同时对

外代表陕甘宁边区妇联会。 长江局撤销后，
1939 年 1 月成立的以邓颖超为书记的南方局

妇委，设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范围是

四川、云南、贵州等 10 省以及港澳地区。 1940
年 10 月， 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设立妇

女组，邓颖超兼任妇女组组长，进一步提升了

妇女统战工作的地位。[14]；[15]461 南方局妇委、妇女

组属于秘密的党内机构，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

民参政员的身份活动，是抗战中后期国统区和

部分沦陷区的妇女统战领导机关。
在长江局、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在国统区

逐步建立各级妇委， 为发展妇女统战工作提供

抓手。 从东南分局看，1938 年 1 月成立妇女部，
陈少敏担任书记，负责新四军和江西、浙江、赣

东、皖南等地区的妇女统战工作。东南分局后来

改为东南局，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章蕴、李坚

真先后担任妇女部部长， 工作人员 10 余人，李

坚真、章蕴、邓六金被称为“新四军三大姐”[16]。从

省一级来看，从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4 月，以

李坚真为书记的江西省妇委， 指导各级党委建

立妇女部， 并通过合法的妇女群众团体开展工

作，使江西成为妇女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 [17]从

1937 年 8 月至 1942 年 5 月， 广东省委共有 9
个特委、32 个县委（工委）建立了妇委[18]。1938 年

5 月浙江省委妇委成立后，省属的浙南、金衢、
台属、处属、宁属、绍属、浙西 7 个特委，以及凡

有县委、区委的地区都设立妇委。 [19]可见，中共

妇委在国统区的重建和扩大， 为开展妇女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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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了组织触角。
在国统区， 中共利用公开合法的妇女团

体，施加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妇女统战的活动空

间。长江局、南方局通过各种渠道安排一批共产

党员、学生骨干、妇女知名人士进入新运妇指会

各部门工作，使其成为国统区动员各界妇女参

加抗日活动的主要阵地，如陆慧年、郭建、罗叔

章、罗琼、王汝琪等人担任联络委员会、训练组、
文化事业组的股长、训练班教导主任或其他职

务，中共党员徐镜平担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等

等。 中共还在新运妇指会各组的一些下属单位

和各省建立的分会中选派中共党员，如先后有

9 名女党员进入广西省新运妇指会且多数担任

各组组长，她们分别由中共广西省工委妇女部

部长罗文坤、桂林市委妇女部部长邹冰等不同

系统单线联系[20]。 经共产党员的推动，新运妇指

会在地方发展迅速，如广东、河南、广西的新运

妇指会均由中共党员协助地方政府或战区负

责人的夫人建立的[15]481-482。 1941 年皖南事变后，
南方局鉴于新运妇指会已经失去统一战线性

质的作用，转而利用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
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妇女团体活动。 1945 年南方

局推动成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成为抗战末期

国统区妇女统战的一面新旗帜。
由上述来看，中共妇女统战组织建设成就

卓著：妇委得到加强，妇女群众组织形态多元、
形式灵活； 抗日根据地形成妇女组织网络，国

统区妇女组织得到极大拓展。这成为中共开展

妇女统战工作的强有力杠杆，为动员妇女参加

抗战和扩大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既“统”且“战”：战时中共妇女统战策
略的实施

依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女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历经两个阶段：自 1938 年建立至 1941 年

皖南事变前，国共以团结合作为主，妇女统战

处于以“统”为主的发展时期；自皖南事变后至

1945 年，国共合作与斗争并存，妇女统战处于

“统”“战”并存的巩固和发展时期。
关于妇女统战，国共采取不同的策略。 国

民党从执政地位出发，依靠党内的中央妇委，采

取在妇运团体中组织党团的方式，规定妇运应

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要求“党团在各地妇

女团体及妇女运动中，应取得领导地位”[5]120。 在

野的中共采取交相利用的双重策略，不仅依靠

党内妇委和党团，更“充分运用旧形式灌输新

内容”的策略，借助其他党派的妇女团体开展

公开与合法的活动，动员中共党员和进步妇女

“打进去”[5]5，通过充实和改造这些组织，扩大共

产党的影响。
抗战初期，中共充分利用国共密切合作的

形势， 以新运妇指会的改组和扩大为契机，运

用“旧瓶装新水”的“打进去”策略，将一批女党

员和进步妇女安插进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妇

女团体，发展了自身势力。 中共不仅对选派进

入新运妇指会的党员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

开展党员组织生活和不公开发展党员，并且重

点开展对妇运干部培训的渗透。 自 1938 年至

1940 年， 刘清扬主持的新运妇指会训练组举

办了 5 期妇女干部训练班， 中共选派邓颖超、
阎宝航、 钱俊瑞等党员或进步人士受聘讲课，
如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发表 “抗战何以必胜”
的讲演，张爱萍讲授“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课程[15]484。长江局还利用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

会等妇女团体， 在汉口召集妇女进步人士、秘

密党员和学生骨干举行核心妇女座谈会，它没

有正式名称和固定参加人员，成为联络各界妇

女的统战组织新形式[15]462-463。
江西省是中共实施统战策略的模范地区。

1938 年， 中共利用该省唯一的妇女团体———
妇女生活改进会开展活动，同其主要负责人熊

芷、管美容、雷洁琼等人建立密切联系，委派地

下党员刘贵英主持它的干部讲习会，邀请新四

军领导人陈毅、东南分局妇女部部长陈少敏等

作报告或授课，促使其从一个国民党地方政府

组织的妇女团体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

质的妇女团体。 1939 年 9 月，国民党将它改组

为江西省妇女指导处，性质从社会团体转为政

府机构，目的是借“统一群众组织”之名，行防

止中共活动之实，结果却适得其反。 中共江西

省委反而借助它的行政组织的便利条件，将

50 多位党员和大批民先队员推荐、安置在省、
县两级妇指处机构中充任骨干，并以它作为掩

护地下党组织工作的机关， 为全省 40 多个县

开展妇女工作和建立基层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经过中共的推动，江西妇指处发展到 7 万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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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动员了约 50 多万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

动。 1940 年，中共江西省委解释党的妇女工作

为何以妇指处为中心时，说“这不仅因它是我

们过去妇女工作最重要的部分， 有些基础，而

且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在政府中群众中都建

立了它的地位和威信。 今天我们除了利用，是

很难来进行妇女的群众的工作”[15]572。 这准确诠

释了中共统战策略发挥成效的原因所在。
然而，国共两党终究存在政见分歧和利益

冲突，妇女统战领域难免发生一些或明或暗的

摩擦。新运妇指会改组后，一些反共情绪强烈的

国民党妇运人士对中共和中间派占据优势的

情况忧心忡忡，向宋美龄写信进言，认为国民党

参加的人太少，希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21]。 国民

党的唐国桢、陈逸云等人同共产党和中间派在

新运妇指会的三八节宣传、联系群众、组织乡村

服务队等方面时常发生争论[22]。 战时儿童保育

会开会讨论经费时，亦发生国民党人反对给陕

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的情形[23]。 对于中共成

功利用新运妇指会扩展自身影响的做法，一位

国民党妇运人士在晚年回忆录中评论训练组

“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同路人， 各个精干，彼

此联系密切，且能上下一致，随时配合共党的意

旨而执行其命令”，感慨“共党的渗透分化技俩，
真令人防不胜防”[9]251。

伴随国民党对国共关系和妇运方针的调

整，中共妇女统战工作遭遇困难。 自 1939 年国

民党提出“溶 共、防 共、限 共、反 共”方 针，到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 国共关系处在从团结

走向斗争的转折时期。 1940 年，国民党中央妇

委向各省转发《非法妇运防止办法》，针对“某

党之妇女党员与队员渗入妇女团体” 的情形，
要求“本党妇女同志应迅即建立党团与民运小

组强化领导权”[24]。 1941 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召开各省市妇女运动干部讨论会，要求“防止

并克服恶化分子的妇运”[25]。 皖南事变后，国民

党指控一些妇女团体和刊物被“某党”操纵，加

紧对中共妇运干部的排挤和打压，新运妇指会

改变了党派合作的性质，妇女统战的团结合作

格局逐渐逆转。 在反共活动猖獗的江西，国民

党取缔或撤销妇指处等妇女组织，将全省基层

妇女工作队一律解散，明令《江西妇女》等刊物

停刊，将一些中共妇运人员逮捕入狱。 经此打

击， 江西中共女党员人数从 1940 年上半年的

618 人锐减至年底的 400 人以下[15]574-575。
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妇女统战

工作从“团结合作为主”转而实行“既讲团结又

要斗争”的策略，坚持“依靠中共党员，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

则，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利用各种公

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第一，依靠秘密渠道，及时转移人员，保存

统战力量。 皖南事变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

妇女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南方局妇

委和邓颖超得到情报后， 立即研究转移方案，
经过周密安排，将新运妇指会的党员和救国会

成员分散转移至延安、南洋或香港等地，并要

求留守重庆的党员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没有

暴露的党员冯光灌、胡文经等人继续承担统战

任务，坚持到上海解放前夕[26]。
第二，放弃大规模公开群众活动，采用妇女

座谈会、读书会等新统战形式。 自 1942 年下半

年起，南方局以党员骨干为核心，组成妇女学习

小组、读书会、座谈会等，每一周或两周聚会一

次，相互交流政局情况，传阅进步报刊，讨论形

势或妇女问题， 共同参加各界人士组织的进步

活动。 1943 年底，这样的小型组织有 10 多个[27]。
尤其是长江局时期邓颖超召集的核心妇女座谈

会继续发挥影响， 凡重大政治问题或需要共同

讨论的问题， 大都先在核心妇女座谈会上讨论

形成意见后， 再分别在妇女团体联席会上或其

他有关场合提出。 它在形式、时间、参加成员方

面十分灵活，有力推动了妇女统战工作[15]489。
第三，针对左、中、右的立场，保持同各界妇

女的广泛接触。南方局不仅同宋庆龄、何香凝为

代表的民主妇女领袖建立信任合作的关系，而

且注重团结争取黄佩兰、张蔼真、陈纪彝等国民

党、中间人士，使中共在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

斗争中获得同情和支持。 针对国民党的顽固势

力，中共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支持宋

美龄的抗日救亡言行， 又抵制其不利于团结抗

战的言行，并同唐国桢、陈逸云等顽固分子的破

坏抗战、分裂女界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第四，加强中外妇女交流，拓展妇女统战

的国际空间。 妇女国际统战工作主要围绕苏、
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展开。 南方局把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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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policy of the 7th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Kuomintang- Communist cooperation, the CPC
formulated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front which centered on mobilizing women for taking par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stablished pluralistic women’s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laid a policy foundation and provided a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Women's Anti-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dapted to the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the CPC took flexible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in women's movement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consolidate the Women's
Anti-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o gather strengths for Chinese Anti- 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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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友好作为开展国际妇女统一战线的重点。根

据邓颖超的建议， 于 1940 年 3 月推动中苏文

化协会成立妇女委员会， 以李德全为主任委

员，是包含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统战组织，主要开展中苏妇女文化交流活动

和争民主反独裁运动，成为南方局巩固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以

民族抗战为中心的妇女统战政策，建立形态多

元的妇女统战组织，为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建立奠定了政策基础和组织保证，同时因

应国共关系的变化， 实施灵活机动的统战策

略，成功应对妇女界的国共摩擦，巩固和扩大

了妇女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日战

争的胜利积聚了力量。 其意义，正如 1939 年毛

泽 东 在 延 安 中 国 女 子 大 学 开 学 典 礼 上 所

言———“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
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5]149。 经过战时妇女统

战的演练，中共扩展了自身的影响力，为在战

后的国共角逐中胜出提供了有利的妇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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