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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北各根据地建立后，为推动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开展，中共加强了对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通

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发动，数量众多的女学生和农妇在很短时间内被吸收到干部队伍中。在实现了干部数

量的增长后，中共又以干部训练班的方式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她们的工作方

法进行指导。对于女性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种种问题，中共从政策和思想层面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根

据地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既遵循了中共一贯的干部培养思路，又从实际工作和妇女干部特点出发进行了

灵活调整，这正是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队伍能够迅速壮大并切实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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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

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

韩晓莉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

中共建立之初就对干部队伍建设格外重视。

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被认为是中共赢

得民众支持、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干部问题也

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思想、制

度、培养方式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

了丰硕成果①，但仍有尚待深入之处。比如现有研

究多侧重于对中共干部培养机制的考察，较少关

注基层干部被选拔和培养的具体过程；研究多以

集体群像的方式呈现干部的整体面貌，容易忽略

干部群体内的差异性。鉴于此，本文以华北根据

地基层妇女干部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共如何从根

据地妇女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妇女干部的特点出

发，贯彻和调整原有干部培养思路，实现对基层妇

女干部的发动和培养的，进而对中共干部队伍建

设的艰巨和曲折有所揭示。

一一、、妇女干部队伍的壮大妇女干部队伍的壮大

尽管中共从建立之初，就提出解放和发动妇女

的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共对妇女的发动一

直较为有限，动员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城市女工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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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女性阶层。抗战爆发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

立，中共妇女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培养

大批党的与群众团体的女干部”，自上而下地建立

妇女组织，成为新时期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1-1]。

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最

初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毛泽东曾以先锋和桥

梁来形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华北各根据

地妇女工作开展之初，女学生首先成为中共妇女

干部培养的对象。1936年冬，中共利用与阎锡山

政府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在太原

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培养革命力量。训练班

吸引了不少来自北平、天津、上海以及山西本省的

进步女学生，1937年 1月成立的第 11连就全部由

女学员组成，人数达 190余人[2-1]。训练结束后，这

批学员中的很多人由组织安排到地方工作，筹建

基层妇女组织，成为最早一批活跃在华北地区的

中共妇女干部。在训练班学员外，随着八路军进

入华北，一些因战争而返乡的女学生或在从事革

命工作的亲友的支持下，或在同学的带动下，或在

八路军的帮助下，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早期基

层妇女干部的主力，华北很多地方的县区级妇救

会就是由这些女学生为主体建立起来的。

1939年 3月，《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

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强调，要首先动员和

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女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

妇运的干部，成为到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中去工

作的桥梁和先锋[1-2]。据 1939年 4月召开的晋察冀

边区妇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统计，在全区 384名脱

离生产的县级以上妇女干部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

程度者所占比例达70%，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达25%[3-1]。到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县级以上

妇女干部中，学生占75%，与基层干部总合起来，学

生仍占到45%，在干部队伍中处于绝对多数[1-3]。

华北各根据地建立初期，女学生在县级妇女

干部中的优势地位既是中共有意识培养发动的结

果，也是女学生自身特质决定的。和其他社会群

体相比，知识青年不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理论

素养，而且更富社会责任感和革命热情，这使她们

较普通农妇更容易接受中共的革命主张。但另一

方面，就华北根据地整个妇女群体而言，女学生所

占的比例极低，学生出身的女干部只能满足县级

妇救组织的需要，要普遍建立村级妇女组织，实现

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发动，就必须要从农妇中寻找

和培养妇女干部。

事实上，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之初，中共就提

出了“干部地方化”的要求，鼓励从农妇积极分子

中培养干部。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

女工作大纲》明确要求，训练一批下层群众领导与

实际工作的干部[1-4]。1939年3月，中共中央妇委在

指示信中强调，“应办专门的女干部训练班，特别

注意训练女工、农妇的党员”[1-5]。1940年，康克清

在阐述华北妇女工作任务时，也提出工农的妇女

干部是“支撑华北妇运的大厦”的基础[1-6]。

虽然中共一直要求地方政府和各级妇女组织

要注意从农妇中培养干部，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面

临很多困难。由于对中共妇女政策不了解，再加

上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来自家庭、社会的舆论压力，

一般农妇对“抛头露面”心怀顾虑。为了解决基层

妇女干部短缺的问题，这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基层

妇女干部或是从乡村社会敢于说话行事的妇女中

选择，或是从划定的干部人选中由组织直接任命。

在北岳区，村级妇女干部多是从已有妇女干部的

亲朋、同学，或农会干部和原地下工作时期老党员

的家属中物色和培养的[4-1]。完县建立村妇救会

时，遇到阻力较大的村子，农会主任便同妇救会干

部一起出面，“要求每个农会会员都要动员自己的

妻子参加村妇救会，并且由村农会一个干部的妻

子担任村妇救会主任”[4-2]。在寿阳县，很大一部分

妇女干部是从受压迫、受虐待的童养媳和不满父

母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中动员出来的[5-1]。在根据地

妇女工作开展初期，迅速扩大干部队伍是中共妇

女干部培养的首要任务，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和妇

女组织只能借助行政力量去发展干部。

根据地建立初期，大量的农妇或主动或被动

地加入到干部队伍中，保证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建

立。到 1939年，在定县 194个村中就有 183个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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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妇救会，唐县 223个村成立了妇救会。1938年
晋察冀边区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县妇救会简章规

定，村妇救会组织系统与县妇救会相同，每个村妇

救会将设立 5名不脱产干部。按此标准推算，仅定

县、唐县就分别有上千名村级妇女干部[3-2]。据1939
年4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

统计，全区共建立村妇救会16784个，这也就意味着

在晋察冀边区有着8万名左右的基层妇女干部[3-3]。

黄道炫在对根据地时期中共干部的培养机制

进行研究后指出，虽然中共在干部培养过程中强

调量与质的平衡，但实际工作中多会表现出强烈

的效率优先原则，即遵循“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

的提高的发展模式”[6]。华北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

队伍建设同样如此，为迅速建立妇女组织，打开工

作局面，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劳动妇女在短时

间内被吸收到干部队伍中，这其中既有接受中共

革命主张而主动加入的女学生，也有根据出身和社

会关系由组织任命的普通农妇，甚至还有村中名声

不好但表现活跃的妇女。按照先量后质的发展模

式，在干部队伍达到一定规模后，巩固和提高其素

质就成为基层妇女干部培养的必然要求。

二二、、妇女干部政治觉悟的提高妇女干部政治觉悟的提高

基层妇女干部数量的增长为妇女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但干部整体素质的低下又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作的深入。华北根据地妇女

工作开展初期，有两种妇女在妇救会中表现积极，

一是因不愿青年妇女“抛头露面”而代替她们出来

工作的老年妇女，二是村中名声不好但敢说话行

事的妇女，很多村妇救会就是以她们为基础建立

起来的。对于这些早期干部，中共承认她们在参

战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也认为她们的不当行

为容易引起民众对妇救会的误解，需要在工作中

注意对她们的改造[1-7]。此外，很多以政府指派方

式加入干部队伍的女学生和农妇，由于缺少工作

经验、政治觉悟有限，也存在着工作被动或流于形

式的问题，“学生成份的好灰心丧气，不能吃苦耐

劳，很少知道社会上事情；家庭妇女封建意识很

深，好羞羞答答”[3-1]。面对这种情况，尽快提高干

部素质就成为当务之急。

干部训练班一直是中共解决基层干部缺乏，提

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方法。抗战时期，中共制定干部

轮训制度，要求区以上组织建立训练班，党员、干部

要轮流接受训练。华北各根据地妇女干部队伍壮

大后，组织干部训练班也被运用到妇女干部的培养

中。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

大纲》明确提出，党要吸收大批女党员到各级党校

与训练班学习，要开办短期妇女训练班，训练一批

基层妇女干部[1-4]。此后，在中共关于妇女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和妇女领导人的发言报告中，都反复强调

干部训练班对提高妇女干部素质的重要性。按照

中央指示，妇女干部训练班在华北各地纷纷开办起

来。在北岳区，从 1938年边区妇救会筹备之初，就

办起了妇救干部训练班，培训县级妇救干部。到

1940年，区以上的妇救会干部都经过了两个月以上

的轮训，村妇救会干部也普遍经过了轮训[4-3]。截至

1939年“三八”节前，晋西北11县共开办妇女干部训

练班 33个，培训了 624名妇女干部，这些受过训练

的妇女干部随后又在各县普遍举办了区、村妇救会

干部、妇救会积极分子训练班[7]。到1939年，晋东南

仅第五行政区就开设了 30余班，训练了 1400多名

区乡级妇女干部[3-4]。

由于基层妇女干部政治素养、文化水平、工作

性质各不相同，各级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和方

式也各有侧重。1940年北方局妇委组织的两期干

部训练班主要面向县级妇女干部，在组织形式和

训练内容方面都显得严格正规。训练内容包括马

列主义理论、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党的基本知识、

根据地妇女工作等。训练方法借鉴了延安陕公、

抗大经验，学员划分小组进行讨论学习。训练班

期间，不仅有北方局妇委干部浦安修、卓琳、刘志

兰等辅导学员学习，而且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

人也先后为学员作过报告。经过学习，学员们政

治觉悟提高很快，她们纷纷要求到前线、到基层、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很多学员毕业后又分赴

各地，以“滚雪球”的方式层层开展训练妇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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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2]。

与北方局妇委组织的干部训练班不同，县、区

组织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主要面向村级妇女干部。

针对村级妇女干部工作地点分散、文化程度较低、

又直接面向农妇开展工作的特点，这些干部训练

班时间普遍较短，内容更为浅显，组织方式更加灵

活，与具体工作结合紧密。在定襄县，县妇救会根

据当地敌人据点较多的情况，组织游击干部训练

班，在运动中训练了一大批村级妇女干部[8]。1940
年冬，寿西二区妇救会组织了为期 5天的村妇救会

干部训练班，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干部们讲解妇

女运动发展史[5-2]。在武乡县举办的干部训练班，

教师将当地妇女受压迫的故事编成歌曲教唱给学

员[2-3]。在满城县，县妇救会先后组织了两期“草帽

训练班”，在教学员编草帽的同时，讲解抗日救国

的道理，使学员在劳动中提高了觉悟，并掌握了从

组织生产入手开展动员的办法[4-4]。此外，各地还

针对基层妇女干部的工作内容开设过纺织训练

班、卫生训练班等。

对大多数由组织指定被动加入到干部队伍的

农妇来说，训练班的学习不仅使她们对中共革命和

妇女运动的知识有所了解，而且这种集体学习的经

历也让她们对自己的干部身份有了真实感受，进而

产生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转变。武安县十里店的

王雪德和其他4名妇女刚担任妇女干部时都没有任

何工作经验，她们首先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学习了15
天。训练班的民主气氛让王雪德深受启发，虽然已

经50多岁，但王雪德还是剪短了头发，放开了双脚，

以一个“全新的妇女”形象回到十里店，“怀着极大

的热情投身到组织妇女的工作中”[9]。定县西城一

位45岁的妇女在被任命为妇救会主任时，工作热情

并不高，经过训练班学习回到村里后，她马上敲起

锣在大街上喊：“姑娘们！快参加妇救会呀！妇救

会是给咱们求解放的；是叫咱们不受虐待的！”在她

的号召下，当地很多妇女自动加入了妇救会[3-5]。紧

邻定县的安国县，早期一些地方干部为完成任务，

委派村中“不正经”的妇女担任妇救会干部并把她

们送去参加训练班，这些妇女经过学习，有的进步

很快，“洗掉旧习”[3-5]。

妇女干部训练班以集中学习的方式，对基层

妇女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和工作方法上的指导，这

对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无疑具有重要

作用。除却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这些短

期干部训练班对基层妇女干部还有更大的意义，

即来自官方的重视和走出家门集中学习的体验，

强化了她们对自己区别于普通妇女的干部身份的

认同感和对中共革命事业的参与感，进而激发了

她们开展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三三、、对妇女干部工作方式的指导对妇女干部工作方式的指导

无论是借助行政力量扩大干部队伍，还是以

干部训练班提高干部素质，中共妇女干部培养的

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干部实现对基层妇女的发动。

与关系农民经济利益的其他工作相比，根据地妇

女运动在开展之初，并没有得到乡村社会的热烈

响应，不仅乡村男性成员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表

示不满，甚至竭力阻碍，而且妇女自身也缺乏权利

意识和参与的自觉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妇女

工作开展之初，中共鼓励妇女干部以斗争方式扩

大妇女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影响，树立威信。

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斗争纲领”为题明

确了妇女工作的总目标，即“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

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

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

迫”[1-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对农村妇女提出

了“反对一切封建压迫，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婚姻

自主，反对打骂虐待，反对童养媳制”的要求[1-9]。

按照这样的目标和要求，很多基层妇女干部选择

通过发动妇女斗争的方式开展工作。

沁县妇救会建立不久，妇救会干部就对当地

虐待妻子的丈夫进行了斗争，不仅帮助受虐待妇

女离了婚，还把她的丈夫监禁了几个月，“有效地

发动了妇女，教育了群众”[2-4]。完县妇救会干部抓

住某村女青年因反对包办婚姻自杀的事件，在各

村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号召妇女向封建势力做斗

争，并在一年中解决妇女受虐待和婚姻问题 18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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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高了妇救会的威信[4-5]。阜平县城南庄妇救会

干部刘克在开展工作之初，首先以开群众大会的方

式处理了两个当地虐待妇女的典型，“给广大妇女

撑了腰，壮了胆”，鼓舞了她们参加抗日活动的勇

气[4-6]。武乡一区妇救会常委孙芝兰，在听说木兰村

赵三雷逼死老婆后，带领七八个妇女去赵家为死者

申冤，要求抗日政府惩处赵三雷。这件事在当地引

起了很大轰动，县妇救会趁机提出向模范妇女干部

孙芝兰学习的号召，《新华日报》也以《武乡的新女

性》为题进行了报道[10]。在根据地妇女工作“自上而

下的，大刀阔斧”的发展阶段，以批判、斗争方式解

救受压迫妇女成为基层妇女干部开展工作的普遍

经验，“那时只要听到有挨打受气的媳妇，各级妇救

会干部都去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4-7]。

依靠上级支持，发动妇女斗争确实有利于打开

工作局面，但也容易出现干部对政策教条化理解和

急于求成心理下盲目斗争的现象。比如有的地区

就出现了妇女干部代替群众斗争的事情，“不管是

贫苦人家因生活琐事的口角，还是一时的打骂，都

机械地反对或斗争”。有些妇女干部只将离婚看作

是妇女的进步，把离婚件数当成工作成绩，甚至在

群众不自愿的情况下鼓动和强制别人离婚[3-6]。这

样的斗争不但无法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民

众的反感。1941年，在华北某区妇救会主任发起的

斗争婆婆的群众大会上，婆婆不仅被戴上纸帽游

街，还挨了打。结果适得其反，婆婆说：“媳妇是我

的，以后还要虐待，虐待得更厉害些，看你们把我怎

么办！”围观的人说：“世界真变了，为着一点儿家常

小事，竟这样对付一个老年人——带高帽子，游街，

挨打还要当众晒太阳，这算什么样子呢？”[11]

对于基层妇女干部工作中出现的过“左”问

题，中共进行了及时纠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在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总体目标下，中

共也主动调整了妇女工作的方向，建议基层妇女

干部采取斗争之外更温和的方式争取家庭团结，

化解矛盾。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在关于目前妇女

运动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表扬了晋察冀边区

提出的“家庭和睦”和陕甘宁边区奖励模范婆婆的

经验，要求妇女团体和妇女干部要对轻视妇女、侮

辱妇女的行动和言论作“恰当的斗争”，“绝不应过

于干涉她们的家庭细事”[1-10]。1941年，区梦觉发表

文章指出，妇女干部不能用愤慨的情绪来对付一

切轻视妇女的言行，斗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

法。她主张妇女干部要通过“刻苦地、耐心地、点

点滴滴地工作”，“情辞恳切地说服一些歧视妇女、

压迫妇女的男子和老年妇女”，“在团结抗战的原

则之下，适当地保护妇女切身利益”[1-11]。

抗战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建设

的需要，使妇女工作的重心发生了从争取妇女权

益到发动妇女生产的转向。尽管这时期中共还是

要求妇女干部开展“恰当的斗争”，但随着中共对

各地盲目斗争批评的增多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越

来越多的基层妇女干部主动用调解和教育的方式

取代斗争来处理家庭矛盾，以达到团结目的。

阜平县妇女干部前期主要通过领导妇女斗争

的方式打开工作局面，但当青年妇女被发动起来，

向妇救会干部提出更多的离婚和斗争要求时，干

部们却没有给予支持，而是发出“母慈子孝”“婆爱

媳、媳尊婆”的倡议，号召青年妇女积极劳动，以经

济上的独立来获得家庭中的平等地位[4-6]。在棉上

县，有妇女找到妇救会，要求干部帮助她解除家庭

痛苦，实现男女平等，妇救会干部卫明秀教育她

说：“要和男人平等，就得劳动，自己不劳动，光靠

人家吃，用一条线也向人家要，这还能平等？你教

咱开会和人家说理，咱就没说的，你以后要纺织‧‧‧‧
‧‧”[12-1]与前期带头离婚形成对比的是，这时期一些

原本准备离婚的妇女干部开始主动改善家庭关

系，以响应政府“家庭和睦”的号召。沁源县某村

妇救会秘书和丈夫关系紧张，后来她改变态度说：

“我过去是嫌男人不顺眼，不愿和他闹人家，这样

一来什么事也办不好，今后我一定好好闹人家，如

果做不到，让大家批评。”[12-2]

就大多数基层妇女干部来说，工作经验的缺

乏和对中共革命的理解有限，使她们对如何开展

工作并没有具体思路。妇女工作的紧迫性也使中

共无法给予基层妇女干部更多方法上的先期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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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只能让她们按照妇女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实践

中积累经验，并通过表彰先进、批评错误的方式对

她们进行方法上的指导。作为中共妇女政策的最

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基层妇女干部工作方法的选

择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中共围绕不同时期中

心工作，自上而下规定和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也体

现了中共基层干部培养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

四四、、对妇女干部性别困境的破解对妇女干部性别困境的破解

作为干部队伍中以性别划分的群体，妇女干

部在工作中经常要面对女性身份带来的种种问

题，这些问题既有生理层面的，也有社会观念层面

的，都在无形中增加着女性从事革命工作的难度。

对于女性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困难，中共和地方

政府也从政策和思想层面给予了保护和引导。

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妇女干部经常要承担和

男性干部同样的工作，但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往

往使她们承受着更大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疾

病和生育。在全国妇联档案一份关于晋察冀边区

妇运发展概况的材料中特别提到，由于在经期跋

山涉水地工作，妇女干部得病的很多，有的因而死

亡[3-7]。有些地方，妇科病甚至成为影响妇女工作

开展的原因之一，“妇女干部有病的很多，并多是

月经病，不能工作的很多又无人去治都是回家休

养，有的一二年，有的好几个月”[13]。在北岳区，妇

救会干部 90%长了疥疮，很多人月经不调[4-8]。疾

病之外，简陋的医疗条件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也增

加着妇女干部生育时的风险。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妇女干部因生育或流产后得不到照顾，失去生命

的事情，即使顺利生下孩子，由于缺少照顾，孩子

的夭折率也非常高。以雁北地区为例，1940年到

1944年间，专、县两级的 12个妇女干部共生育了

16个孩子，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还不包括流产

的[4-9]。为了克服生育对工作的影响，一些妇女干

部选择暂缓结婚或不生孩子。

对于妇女干部遇到的上述困难，中共主要通

过制定保护措施的方式，给予她们物质上和精神

上的关照。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明确要求各级

党委负责人尽可能地帮助妇女干部解决工作上、

生活上的困难，尤其是疾病、生育等问题[1-5]。1941
年 7月 27日，晋察冀边区发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

委员会关于保护政民妇女干部及其婴儿之决定》，

对妇女干部的卫生费、生育补助费、婴儿保育费、产

假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对于怀孕或

携带婴儿之妇女干部，应将其工作时间酌量减少”，

工作内容改为轻便工作[14]。1945年，晋察冀边区政

府又根据妇女干部的实际困难和物价上涨情况，对

保护妇女干部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修改，如丰富了

卫生用品的种类，延长了休假时间，提高了生育补

助的标准，增加了流产后的休养时间和补助费用，

扩大了干部子女的照顾范围，等等[15-1]。从 1941年
起，华北各根据地借鉴陕甘宁边区经验，相继成立

了儿童保育会、保育院，收容脱产干部子女和烈士

遗孤，以解决妇女干部无法照顾孩子的困难。

在制定具体保护措施的同时，中共还在各种

关于妇女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反

复强调，地方政府和男性干部要理解妇女干部的

现实困难，尽可能给予她们照顾和帮助。虽然囿

于条件所限，根据地政府制定的优待和保护措施

只能覆盖县区级以上脱产妇女干部，但这些措施

还是表达了中共对妇女干部性别困境的理解，给

予了她们极大的精神支持。

生理因素之外，女性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另一

层压力来自传统性别观念。在传统观念下，女性被

赋予了养老抚幼的家庭责任，从事革命工作就意味

着要减少对家庭的付出，自然会遇到来自家庭和社

会的阻力。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初期，为尽快扩大

干部队伍，中共鼓励妇女通过与家庭做斗争的方式

参加革命，也倾向于从受虐待的童养媳和不满父母

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中培养干部。1939年 5月，洛甫

提出了对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希望

妇女干部具有一切服从革命利益的牺牲精神，打破

家庭至上的倾向[1-12]。事实上，根据地很多基层妇女

干部确实是通过与家庭决裂的方式参加到革命工

作中的，也有一些妇女干部是因为工作需要被迫舍

弃家庭责任。如怀仁县妇女干部邢培兰服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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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离家赴外地工作并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16]。

武乡县妇救会干部胡春花为照顾伤病员无暇顾家，

导致孩子因生病耽误治疗而夭折[17-1]。妇女干部李

先花因忙于工作与丈夫关系疏远，在丈夫的坚持下

离了婚[17-2]。逃离家庭参加革命或为革命事业牺牲

家庭的事例在根据地妇女干部中比比皆是。

尽管中共强调干部应具有牺牲精神，但一味

要求妇女干部为工作放弃家庭责任并不现实，这

一方面容易引起民众对妇女工作的误解，另一方

面也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因为很多妇女干部

同时也是干部家属，弱化妇女干部的家庭责任，必

然会增加男性干部的后顾之忧。1942年，周恩来

发表《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在批判男权思

想的同时提倡尊重母职，认为“妇女于尽母职的时

候，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

工的必需”[1-13]。1943年“三八”节，区梦觉发表文章

指出，当出现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时，选择家庭或事

业都是一个好女党员所能走的，好好地照顾革命

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

分[1-14]。当然，从干部培养的角度，中共更希望妇女

干部能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兼顾事业与家庭。

蔡畅建议有孩子的妇女干部以集体轮流带孩子的

方式争取更多工作时间[15-2]。对于有妇女干部提出

的生了孩子能不能工作的问题，蔡畅指出，“问题

不在于有了孩子能不能工作，而是有了孩子怎样

把工作搞好”，“那就看我们是否有毅力，能不能吃

苦，和办到科学的管理家务和孩子”[15-3]。

对华北根据地大多数农妇出身的基层妇女干

部来说，家庭仍是她们的立身之本，这就要求妇女

干部要能“吃苦”，用更多付出来换取家庭的支持。

基层妇女干部队伍建立起来后，中共也通过表彰

模范干部的方式，鼓励妇女干部多承担家庭责任，

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兼顾。棉上妇女干部明秀为避

免工作耽误家事引起婆婆不满，就白天工作，晚上

碾米磨面干家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家庭和睦，

被评为模范干部[12-3]。《晋察冀日报》在对阜平史家

寨妇救会主任邓德华模范事迹的报道中，特别提

到她努力干家务，对丈夫“处处体贴”[18]。涞源县村

妇救会干部韩凤龄在带领妇女生产的同时，还开

店做买卖，管理家务，赢得了丈夫的支持，被评为

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19]。抗战中后期，妇女运动

与大生产运动的结合，让很多基层妇女干部从带

领妇女生产中找到了事业与家庭的结合点，生产

带来的收益也使她们容易获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

支持。当然，这也意味着妇女干部还是要承担事

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根据地时期，中共对性别身份带给妇女干部

的种种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也尝试从政策和

思想层面对她们进行保护和引导，帮助她们实现

事业与家庭的兼顾，但战争的艰苦环境和乡村社

会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使妇女干部经常要面对

较男性干部更多困难和压力。可以说，性别身份

一直是影响妇女干部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共

妇女干部培养中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难题。

根据地时期，中共所培养的数量众多、素质过

硬的基层妇女干部对妇女运动和中共革命的重要

作用毋庸置疑。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看

到基层妇女干部培养的艰巨和复杂。战争环境

下，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开展，始终面对民族解放与

妇女解放两大课题，进而经常与乡村社会中的传

统观念产生碰撞，这都在无形中增大了基层妇女

干部培养的难度。为了推动妇女工作的开展，中

共按照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大量女学生和劳动妇女发动到

干部队伍中。紧接着，中共又以集中训练的方式

提高基层妇女干部的政治素养，帮助她们完成从

外化身份到内化能力的转变。根据民众反应和不

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共及时纠正和调整基层妇

女干部的工作方式，体现了干部培养与实际工作

的紧密结合。对性别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种种问

题，中共也尝试从政策和思想层面予以帮助和引

导，努力破解妇女干部的性别困境。根据地基层

妇女干部的培养既遵循了中共一贯的干部培养思

路，又从实际工作和妇女干部特点出发进行了灵

活调整，这正是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队伍能够迅

速壮大并切实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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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Women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HAN Xiaoli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CPC strengthened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women cadr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 China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rough the

mobilization of CPC,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and peasants joined the cadres team in a short period.

After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women cadres, CPC organized the training cour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dres. The Party provided guidance over the working methods of women cadres based on the Party’s

central tasks in different periods. For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female identity, CPC provided guidance

and support both institutionally and ideologically.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women cadres, wa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consistent approach of the CPC's cadre training, but also reflected the flexible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work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cadre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women cadre team and the practical roles played by them.

Key words: North China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Grassroots Women Cadres, Training, Gend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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