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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

践中,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它所承载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妇女解放的范畴。它

既是解决劳动生产力不足的手段, 也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实验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段历史

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妇女运动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对今天的中国妇女运动具有一定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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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

中, 妇女解放 被宣传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成就和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主要表

现就是妇女的大规模参加社会劳动以及家务劳动

社会化的实现。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中, 幼儿园、托

儿所、公共食堂的建立其实已不仅仅局限于妇女解

放的意义,更成为当时推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

要,甚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这段历史深

刻地反映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独特之处: 即妇女解放

的目标始终是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对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而言,这种结合

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的妇女运动应不

应该保持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定的独立

性? 本文试图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角度,对以上问

题进行反思,以期对当前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有所

启示。

一、实现妇女解放的经典理论的构建

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内

容,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从

恩格斯到列宁, 都在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妇女解

放的关系上作过深刻的理论阐释。具体说来,主要

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

唯物史观的视角, 阐述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

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以及妇女不可替代的生育职

能,从蒙昧时代人类就已在纯粹自然的基础上实行

劳动性别分工, 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

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女人管家,制备

食物 # # # 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

领域的主人: 男子是森林的主人, 妇女是家里的主

人。 [ 1] ( P165)
但妇女并不是从来就处于被压迫地位

的。 在一切蒙昧人中, 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初级

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

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 而且居于受到高度

尊敬的地位。 
[ 1] ( P48)

然而,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形

成,对偶婚制的发展, 男子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

渐提高,女子在生育领域的地位开始滑落。最终导

致 ∃粗野的% 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

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 牧人, 却依靠自己

的财富挤上首位, 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 从前保

证妇女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 # # # 妇女

只限于家务劳动, # # # 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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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 妇女的劳动是无

足轻重的附属品。 [ 1] ( P168)
这是 女性的具有世界意

义的失败 。从此, 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 而妻

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

纯的生孩子的工具。 [ 1] ( P57)

列宁进一步指出了家务劳动对妇女的束缚,

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

束缚,因为全部家务劳动都压在他们肩上。这种家

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的、最繁重的劳动。

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一步没有丝毫帮助的

劳动。 [ 2] (P192)

2、妇女实现彻底解放的途径

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 不仅是私有制和阶级

社会形成的结果,也是在此基础上劳动性别分工的

后果。因此,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

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

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

可能的。 
[ 1] ( P168)

所以, 妇女要实现彻底的解放, 消

灭私有制、实现阶级的解放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

还要投身社会劳动和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

模地参加生产劳动, 而家务劳动之占他们极少的功

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化大工业

才能办到。 [ 1] (P168)

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

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生产部门

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 3] ( P430)

当然,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也有赖于现代化

大工业的实现, 现代化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

女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

在公共的事业中。 [ 1] ( P169)

列宁在倡导家务劳动社会化方面做了大量的

理论和实践工作, 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

女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

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使他们摆脱∃永远
奴役% ,从一辈子只是做饭、看孩子这种使人变得愚

鲁、卑微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主要任

务。 [ 4] ( P204)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 妇

女仍然是家庭奴隶, 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他们身

上,使他们喘不上气来,变得愚钝卑微, 把他们禁锢

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

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他们的

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

而斗争(在掌握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 ,更确切地

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

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 真

正的共产主义。 [5] ( P21)

可以说,号召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和实现家务劳

动社会化是以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全世界妇女的解放事业作出的伟大的理论贡献,

它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深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社

会根源,为广大妇女的解放明确了道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妇

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

府就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妇女的劳动解放和家务劳

动社会化的实现。但是, 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状

况,我们在回顾、评价中国的妇女解放道路时,既要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更需要结合中国当时

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

二、解放妇女劳动力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家务劳动社会化视为妇女

解放的重要步骤,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宣传中,的确

是把 20世纪 50年代集体福利事业的大发展视为

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标志。但是,通

过对历史资料的考查与回顾, 我们发现, 在当时的

时代背景下, 中国政府大规模地建设幼儿园、养老

院、公共食堂等集体化福利事业的直接动因,是为

了解放更多的妇女劳动力来解决当时日益紧张的

男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当时严峻的国民经济形

势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些大城市的庞大的失业队伍,

中国共产党解放妇女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不可

调和的冲突。!人民日报∀1956 年 5月 16日社论

!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强调: 参加农业生产

是农村妇女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养育子女、从事家

务劳动也是农村妇女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妇

女不同于男人之处。 而全国妇联在这之前已经开

始鼓励广大妇女 回家操持家务 。在 1955年全国

妇联主办的!新中国妇女∀杂志上,主要的文章都是

围绕着 家庭妇女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
怎样认识家务劳动的意义 展开的。通过这些讨

论,广大妇女被告知: 轻视家庭妇女的思想是错误

的,在新社会家务劳动是光荣的,搞好家务、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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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直到 1958年初,这种论调仍没有发生改变。

料理家务,对国家、对合作社、对各项建设事业、对

自己家庭有多么大的贡献,所以料理家务是和参加

社会劳动同样光荣的劳动,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

劳动。 [6]
甚至, 女干部们也被劝提前退职。 对于

那些不适合当干部而又愿意回家料理家务的同志,

应该允许他们退职, 回家从事家务劳动。 [ 7]
在这一

时期, 家务劳动社会化并没有被给予过多的关注,

料理家务在宣传中成为妇女们的职责所在。然而,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 尤其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的开展,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达 6000

万人,同时,在全民办工业的宣传下,全国办起各种

小型工业企业招收工人 (主要是农民) 2400万人。

劳动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变得突出了。 ∃中国的劳

动力过多了% ,这曾经是过去有些人热烈议论的题

目,在大跃进的形势面前, 这种片面的观点不攻自

破。许多地方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劳动力不

足已成为当前大跃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8]

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把广大家

庭妇女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生产中去自

然成为形势的需要。 解放妇女劳动力, 是解决当

前和今后工农业劳动力相对不足、保证社会主义建

设高速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用妇女劳动力去顶

替非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再把这

些男劳动力分配到其他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岗

位。 [ 9]

然而,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对比较

低的条件下,妇女既要参加社会生产, 又要处理繁

重的家务,两者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家务劳

动社会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为了保证妇

女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 还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现

有的集体生活福利组织。 [ 10]
但是在宣传上是作为

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 正如毛泽东所言,

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 没有扫除文

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 妇女不可能彻底解

放。 [ 11]
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广大妇女能够从

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劳动中

去。 只有把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孩子,为

一家一户服务的劳动改变成为大家服务的集体福

利的事业,才能彻底解放妇女劳力, 才能适应社会

生产发展的要求。 [ 12]

在全国范围内, 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

纫组等集体福利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相关资料显

示,到 1959 年, 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 26942个,

就餐人数 4790多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99. 89%;

建幼儿园 9428个、托儿所 168748个,共收托 598万

多儿童,占适龄儿童的 54%。
[ 13]
北京市到 1960年,

已在全市建立了 12000个集体食堂, 1200个服务修

理组, 18000多个幼儿园托儿所,收托 61万儿童,郊

区 92. 4%农户加入公共食堂。
[ 14]
之所以建立养老

院、托儿所, 也是为了将儿童、老人集中起来,可以

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

那么,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 究竟解放了多

少妇女劳动力呢? 根据当时的劳动部门的统计,

1959年全国农村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动力达 5000万

人以上。
[10]
仅河南省自从建立公共食堂后, 就使

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

来。
[ 15]
城市女职工到 1959年已经达到 800多万人,

比 1957年增加了 500多万人。
[ 16]
事实证明, 公共

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事业的大量举办,从根

本上解决了妇女参加社会生活和料理家务的矛盾,

从而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劳动力。 [ 10]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20世纪

50年代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是在极低的生产力

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推行的,因此,在广大

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大生产的同时,很多人其实并

不能完全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不得不承受社会生

产与家务劳动的 双重负担 。

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 乌托邦 试验

当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兴

办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已不单单是为了解放

妇女劳动力, 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成为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重要步骤和主要标志。

在 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毛泽东讲了一句

话: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句

简单的语言其实透露出他从青年时代就萌发了的

一种思想, 即把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共产主义社会的

实现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由来已久,并对毛泽东

那一代新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产生较大影响。

1、消灭私有制的最后堡垒

在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中,

不论是 乌托邦 还是 太阳城 , 除了财产公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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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丰富外,都把集体生活作为理想国的一部分。在

康有为的!大同书∀里,他讲到了 去家界天下为民 

的问题,指出家庭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康在中国

最早提出消灭家庭, 因为只有消灭家庭才能消灭私

有制,从而实现大同世界。不论康有为还是欧洲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把家庭的重要

功能加以社会化, 如婴儿交给育婴室, 养老交给养

老院,吃饭交给公共食堂。

乌托邦主义在新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上曾一度

引起共鸣,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
表了!学生之工作∀, 谈到他的新村计划时写道: 合

若干之新家庭, 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

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 公共育儿园、公共蒙养院、

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 1958年 6月 14日,刘少

奇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谈

话时提到,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
[ 17] ( P14)

消灭家庭的乌托邦思想与当时人们关于共产

主义的理想存在某种关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才能实现

共产主义。而家庭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实现家务

劳动集体化和生活集体化,把家庭生活的大部分职

责,如,育儿、养老、吃饭等变成公共事业,就能铲除

私有制的最基本的细胞, 从而实现共产主义。

2、实现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20世纪 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不仅仅要实现

生产方式的革命, 同时也要实现生活方式的革命。

因为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一定的生活

方式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的生产方

式改变了, 人们的 生活方式也必然随着变

化。 [ 18] ( P2)
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的生活方式

被认为是与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不相适应的。因此,

家务劳动社会化在 20世纪 50 年代实现并达到高

潮被视为是适应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

产关系的改变而出现的重大变革。

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赋予了如此沉重的政治使

命,以至于到后期,尤其是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

它所包含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仅仅建立 幼儿园、托

儿所、养老院 , 而且要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行动战斗化 ,企图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通过军

队建设的特殊形式统一起来。比较极端的例子是:

河南新乡县兴宁人民公社有 4000户, 2万人口,编

成15个营 50个连,全公社实行房屋共有,搞集体

宿舍, 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

已婚男女分住, 到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末。
[ 19] ( P99)

这已经与妇女解放的初衷渐行渐远了。新生

的政权试图通过对人们尤其是农村人口生活方式

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对几千年来一盘散沙式的中国

农村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造工

程,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生活

单位的中国农民而言, 是前所未有的, 从一开始就

受到他们的抵制。而在西方批评者的眼中,以妇女

解放为旗帜进行的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公

共食堂的普遍建立,只是新生政权试图实现对整个

社会无孔不入的有效控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公社

制度在目前对共产党政府有许多好处,它可以扩大

有用的劳动力, 尤其是通过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

放出来,它可以使共产党获得一种潜在的手段, 来

配给从筷子到饭菜的每一样东西。它便于对中国

人生活的最细微的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控

制。 如果公社普遍地、并且现实地实行起来的话,

它们将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摇篮时期起,到加入他的

祖先的行列为止,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 [ 20] ( P127)

虽然这种批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但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已远

远超出了妇女解放的意义,成为新生的政权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的宏大工程之一。当

然,在一定程度上, 它也捎带着改变了中国妇女的

命运。但是,这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乌托邦试验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妇女解放的目标,则不得

而知。

3、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的革命,更

是思想的革命。20世纪 50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

不仅仅要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更要以全

新的共产主义思想造就新人。几千年来,随着私有

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培

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观念,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

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相矛盾,也不利于共产主义思

想的培养。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被认为

改变了个体的生活方式,这就最终铲除了培养狭隘

的家庭观念和自私自利思想的堡垒,使广大人民的

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1958年 10月 25日, !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

共食堂∀的社论说,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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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 是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集体主义和共产主

义思想的关键, 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是一

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1958年 11月 9日, !北京日报∀社论则强调了

生活集体化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办好幼儿园托儿

所,能够使儿童从小就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 是 培

养儿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好地方。 孩

子从小就实行集体住宿,集体就餐, 易于培养他们

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品质, 从而培养全新的共产

主义的接班人。

因此, 办食堂不单单是有利于生产,而且是生

活习惯和思想的一场革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

革命。 [ 17] ( P112)
从历史的角度看, 集体化运动, 尤其

到了后来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

构建他们心目中向往已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

发展阶段。 人民公社必将发展成为一个个城乡合

一的单位,城乡之间的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和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逐渐消失。人们

的共产主义觉悟、新的高尚的品德, 遵守纪律的高

度自觉,也必将大大提高。在那个阶段, 人民公社

就能由∃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过

渡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原则。 [ 21]

可见, 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初衷而建立的公共食

堂、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已经被视为向共产主

义社会过渡的手段, 也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主要特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是

共产主义的幼芽 , 是 伟大的共产主义开端 。[ 5]

四、结语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20世纪 50年

代家务劳动社会化运动的发展成果不仅反映了那

个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 更折射出特

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曲折沉浮的历史

进程。它反映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妇女运

动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这构成了独具特色

的中国妇女运动之路。

首先,从理论上的妇女解放到现实中解决劳动

生产力不足,再到后来宏大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家

务劳动社会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妇女解放的范畴。

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涵因当时政治形

势的需要被人为拓展, 甚至超越了妇女运动本身。

它的实现与否, 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命

运,甚至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这段历史进一

步证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特点,即它一直都是

与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它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不论是男女平等还是婚姻

自由的实现,不论是大规模就业还是集体福利事业

的建立,都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不

是独立的妇女运动所能争取到的。 中国共产党领

导工农(包括妇女)通过革命( 断裂)方式在解决民

族、阶级矛盾的同时, 连带着解放了妇女,如,关闭

娼妓、解放奴婢,婚姻法中写进婚姻自主、男女平等

&&妇女问题已不复存在,再去揭示历史上妇女受

压受害自然多余甚至不合时宜了。 [ 22]
也正是这一

原因, 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与轰轰烈烈却 雷声大,

雨点小 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解放模式的另一面。尽

管马克思曾提出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标

志,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也乐意把中国妇女的解放成

就宣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但从 20世

纪 50年代的现实看,无论是养老院、幼儿园还是公

共食堂的建立, 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妇女解放的

目标, 而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宏伟规划之一。意识形态

宣传下 妇女解放 的口号,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现

实中的生产力短缺问题,以及为了更顺利地向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蓝图推进。承载了太多

政治使命的中国妇女运动,只能成为全国政治运动

洪流中的一叶小舟, 其走向已不是其自身所能主

宰,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沉浮。在广大

妇女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妇女解放的目

标往往成为那些宏大的政治浪潮中的涓涓细流。

这种模式的 解放 ,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中国
妇女的命运,一直存在着争议。

中国妇女的命运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

息息相关,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土地革命、大跃进运

动还是改革开放,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跌

宕起伏,都不可避免的引起中国妇女命运的重大转

折。在 21世纪的今天, 尤其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在中国召开以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已经进入一个

崭新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今天,如

何处理妇女运动与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

关系, 是否应该保持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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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运动的独立性,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M]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99.

[ 2]列宁.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A] . 列宁全集

(第 38 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3]恩格斯致盖吉约姆- 沙克[ A] .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 M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 4]列宁. 迎接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 A] . 列宁全集(第 38

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5]列宁.伟大的创举[ A] . 列宁全集(第 37 卷)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6]罗琼. 从农村勤俭持家问题谈起 [ J] . 中国妇女, 1958,

( 1) .

[ 7]安子文. 应该正确认识妇女干部的退职问题 [ J] . 中国

妇女, 1958, ( 2) .

[ 8]劳动力能不能增加呢? [ N] . 人民日报 , 1958- 07- 22.

[ 9]马文瑞. 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 [ J] . 中国妇女, 1958,

( 9) .

[ 10]妇女们, 鼓足干劲, 作出更大贡献! [ N] . 人民日报,

1959- 03- 08.

[ 11]毛主席在安徽[ N] . 人民日报, 1958- 10- 04.

[ 12]论妇女运动的新阶段[ J] .中国妇女, 1959, ( 10) .

[ 13]刘文树. 搞好集体福利事业并非生活小事[ J] . 中国妇

女, 1959, ( 2) .

[ 14]邓颖超 . 发扬三八革命传统, 向妇女解放的伟大目标

前进[ J] . 中国妇女, 1960, ( 6) .

[ 15]办好公共食堂[ N] . 人民日报, 1958- 10- 25.

[ 16]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 N] . 人民日报, 1960- 03

- 08.

[ 17]罗平汉. 天堂试验 # # #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M ] . 北

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 18]王文哲. 略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 M] . 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59.

[ 19]吴冷西. 忆毛主席 # # # 我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片

断[ M]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 20]李端祥. 城市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 M] .长沙: 湖南人民

出版社, 2006.

[ 21]林铁 . 河北省的人民公社运动[ J] . 红旗, 1958 , ( 9) .

[ 22]杜芳琴 . 中国妇女 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 理论与方

法[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 5) .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WANG Tao

( Department of Public Teaching, China Women% 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Chinese socialist movement, especially in the 1950% s, the purpose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

work is not only to achieve women% s liberation, but also a resolution to the lack of labor forces and a component of

the communism undertakings. The history reveals the subt l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socialism and women% s

movement, giving certain enlightenment to women% s emancipation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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