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 2011 年第 9 卷第 4 期

［收稿日期］2011 － 05 － 19
［作者简介］李淑芳( 1971 － )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包头人，内蒙古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教学与研究．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的伟大贡献

李淑芳

( 内蒙古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妇女解放事业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妇女解放事业作为她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中国妇女运动的同时，也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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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开局之年，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

年。在 90 年的光辉历程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中国妇女运

动的同时，也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走向了

一个新高度。
一、毛泽东: 提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解放途

径

( 一) 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源

和妇女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

主要根源。依据马恩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后，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妇女深受“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是妇女问题产生

的社会根源。妇女要摆脱这种束缚，获得自身的解

放，必须把自身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相结合。
1927 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

“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

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

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 夫

权) 。这四种权力 －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

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

条极大的绳索。”［1］他还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

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

一概跟着动摇起来。”［1］这也就明确指出了妇女受压

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因此，妇女必须把自身的解

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相结合。
毛泽东提出妇女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且他认

为培养妇女干部，建立妇女组织、提高妇女的整体素

质是妇女自己解放自己的关键。
首先，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妇女干部队伍是建立

妇女组织，提高妇女整体水平的基础。在延安中国

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不仅要培养大批

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

作的妇女运动干部。他的目的是想培养和造就一批

妇女干部，通过她们的工作和榜样作用，带动广大妇

女投身革命事业，促进妇女的彻底解放和妇女地位

的全面提高。
其次，必须建立妇女群众团体，发挥妇女组织的

01



作用，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在毛泽东加强妇女组

织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中的妇女干

部或妇女运动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党领导妇女的助

手作用，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且毛泽东

还提出提高妇女的素质是妇女获得自身解放的关

键。提高妇女素质的关键是加强对妇女的教育。新

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关心妇女素质的提高，

他要求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努力提高妇女政治、
文化、业务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看到

妇女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锻炼，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毛泽东热情地肯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

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
( 二) 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论

断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妇女领袖非

常重视妇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赞扬“妇女

能顶半边天”，认为“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

命胜利之时”［2］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具有伟大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上深刻揭示了妇女解放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阐明了妇女是决定革命胜利的

伟大力量，没有广大妇女的觉悟和参与，中国革命不

可能取得胜利; 实践上，热烈激发了广大妇女参加革

命，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同时，求得自身的解放。
中国妇女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40 年 2
月毛泽东给中妇委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妇女的伟大

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
土地革命时期福建上杭才溪乡区 80% 的妇女参加

了生产劳动，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依靠女子。抗

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妇女掀起了生产劳动

的热潮，对支持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对发展根

据地经济建设、边区人民丰衣足食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铲除了妇女被压迫的经济

基础，同时为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开辟了广阔前

景，妇女们投身到农业、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建

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说，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

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

斗。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证明，占“半边

天”的妇女自尊、自重、自强、自立，艰苦奋斗，勤于创

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邓小平: 妇女工作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对妇女工作同

样给予了高度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指出: 我国是一个

贫穷落后、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

要建成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需要长期艰苦奋斗。
妇女工作只有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才能发挥妇女的优势和巨大力量，同男同胞团结一

致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为妇女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妇女工作在不断创新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妇联组织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更新观念，摆脱传

统模式的束缚，适时地把握和运用机遇，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妇联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

的大好局面: 持续地开展了“双学双比”、“巾帼建

功”和“五好文明家庭”为主题的各类活动，发动妇

女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另一方面，妇女群众精

神风貌、事业成就和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妇女参政水平有了历史性的提高。
三、江泽民: 明确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

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相结合，非常重视我国的妇女运动，为马克思主

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一) 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1990 年 3 月 7 日，在首都各界妇女纪念“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发

表了《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

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

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妇

女观。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

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

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

有五个方面:

第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上的社会现象。在远古时代人类两性曾是平等的，

当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时候，妇女

才沦为家庭的奴隶和男子的附属物。第二，妇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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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普遍解放的尺度。在以私有制

为基础的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因此，妇女解放必将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

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

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指出了妇女解放与经济

独立的关系，以及参加社会劳动对妇女社会地位的

影响。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妇女

解放历程伴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进程。
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

大的作用，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妇女更具有特殊的价

值，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

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江泽民的讲话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在理

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这个命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

问题的一面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在理论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

成熟的阶段。
( 二) 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

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是江泽民同志把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相结

合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妇女运动新发展的一重要标

志。1995 年 9 月 4 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

北京召开，在中国政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国家主席

江泽民郑重宣布: “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实现男女平

等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广大妇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十分重视

妇女的发展进步，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

展的基本国策。”这个讲话，受到联合国官员和各国

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四、胡锦涛: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指导妇

女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丰富和发

展了妇女解放理论。
( 一) 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关注

女性的切身利益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和阐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后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做妇

女工作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女性的切身利益。
胡锦涛同志仍然强调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

本国策，我国在开展计划生育的同时要保障妇女的

基本权益。不仅要“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

划，而且要加强对妇女的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

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

后访视等工作”［3］保障孕妇的健康。制定有利于女

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促进男女

平等就业和共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等。
( 二) 我国妇女运动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妇女

和妇女组织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妇

女事业也要走出国门加强与世界的交往与合作。胡

锦涛指出:“妇女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

作。尤其是在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

发展、利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的对

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的历史

条件下，不仅要善于继承我国妇女运动的优良传统，

而且要善于通过扩大同世界各国妇女和妇女组织的

友好交往与合作，学习借鉴一切对我有益的经验和

做法，促进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五、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

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 90 年来取得了

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

的时代特色，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

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妇女运动。
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说、

进化论，以后又接受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影

响，比较杂乱，不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妇女运动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妇女地位的演变，妇女受压迫

的根源，妇女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权利，妇女解放的标

志、道路和条件等基本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说

明，从而使妇女运动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比较完

备的理论形态。特别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妇女

解放的思想，构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运动理论、
政策和策略，使妇女运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沿着正

确的道路蓬勃发展。
第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妇女运动的

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

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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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目标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每个历史时期，党都对妇女运动作出正确决策和明

确指示，领导妇女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运动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也是妇女工作确定指导思想，

争取政策支持，壮大组织的根本保证。
第三，中国妇女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认识我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道路，是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妇女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

义认为，妇女的命运历来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包含着妇女

彻底解放的目标，社会发展和妇女发展在根本利益

上是一致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

铲除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为实现

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走出的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妇女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必须把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作为中国妇女

运动长期的战略任务。
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妇女争取解放必须具

备的主观条件。可以说，没有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

和对自身解放的追求，也就没有妇女运动。由于中

国妇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压迫十分

深重，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观念在妇女心理上积淀十

分深厚，妇女整体素质仍然偏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

不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妇女运动过程

中，十分注意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运动的重要目标。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广大妇女寄予了

殷切的希望，制定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提高

广大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强化自尊自强意识，大

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极大地推进了妇女解放的历

史进程。
回首往昔，波澜壮阔的 90 年风雨历程，以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领导的党中央带领中

国人民在实现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同时，谱写了推

进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的历史新篇章。总结历

史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妇女的历史性解放。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仍信守一

个真理: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中国妇女的未来

新发展。中国妇女将更加信赖党、紧跟党，追求更加

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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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e Party＇s Three Generations Leadership Collective to
Marxism＇s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Li Shufang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uhhot，Inner Mongolia，010051)

Abstrac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liberation movement． It has been treat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under China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The Party
＇s three generation leadership collective not only applies Marxism＇s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in instructing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nsciously but also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s women＇
s libe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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