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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与笃行：毛泽东苏区时期变革
婚姻制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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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央苏区政府在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下，先后颁布《婚姻条例》与《婚姻法》。毛泽东以调查研究、报刊监

督和亲自颁证等方式积极推动新型婚姻制度的施行。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苏维埃时期改造婚姻

制度的思考与贡献，总结富有久远价值的精神财富，可以为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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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在这职务任上，毛泽东积极推行新

型婚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模式的探

索与实验，苏区婚姻制度不仅可以成为中国共产

党在抗战时期及其后思考制度建设和社会政策

的重要借鉴，而且能够极大地完善和丰富毛泽东

思想的理论体系。

一、主持颁行苏区的婚姻法规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经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后，

中央苏区的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包括农

村妇女在内的广大苏区农民分得了田地，此时，出

台婚姻法规的条件已成熟。根据这一情况，毛泽

东及时提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

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

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1］194。

同年 12月，第一部国字号婚姻法规正式颁

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下简称

《婚姻条例》）。该法规共分为 7章 23条，涵盖了

从婚姻登记应遵循的原则到离婚时双方相关利

益的划分都做出了相应规定。随后，1934年 4月
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

法》）公布生效，同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字第 7号）：“兹

制定婚姻法公布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颁

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自本法公布之

日起作废”［2］792。《婚姻法》在吸收和继承《婚姻条

例》婚姻登记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用语，

并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了补充，共有7章21条的

内容规定。《婚姻法》可以视为苏区婚姻制度的雏

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两部婚姻法规具有

以下显著特点。

1、确立了苏区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婚姻条例》第一章原则第一条、第二条和

《婚姻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第二条明确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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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新型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一是男女婚姻，

自由结合，所有具有封建色彩的包办婚姻、童养

媳和买卖婚姻都不受法律的保护；二是实行一夫

一妻，禁止除此之外的一切婚姻形式。

2、“偏于保护女子”的权益

中央苏区《婚姻条例》颁行时，“女子刚从封

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

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

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

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2］

788。因而，《婚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男

女同居时所负的公共债务，则归男子负责清偿”；

《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果移居

到别的乡村，得依照新居乡村的土地分配率分得

土地。如新居乡村已无土地可分，则女子仍领有

原有的土地，其处置办法，或出租、或出卖、或与

别人交换，由女子自己决定”；《婚姻法》第十五条

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

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

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这些规定

对妇女离婚后的生活起了保障作用，对促进妇女

从封建枷锁下获得自由起了积极作用。针对当

时婚姻随意的现象，《婚姻条例》也进行了相关规

定，从法律的角度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规定限制，

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婚姻权益［3］52，从而

起到保护妇女婚姻地位的作用。毛泽东领导下

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婚姻法规中这些“偏于保护

女子”的制度设计，在苏区婚姻制度的实践中得

到较好的贯彻。

3、保护儿童的权益

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

出：“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

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

别规定”［1］194。为此，苏区先后出台的《婚姻条例》

和《婚姻法》都专门对“离婚后小孩的抚养”、“未

经结婚登记所生小孩的抚养”及“私生子的处理”

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关于孩子抚养权归女方

的规定。《婚姻法》第十六条明确指出离婚时女方

具有优先抚养婚生孩子的权利，并且应参考年龄

较大且有自我意识孩子的个人意见和意愿。二

是关于男方支付孩子抚养费的规定。《婚姻条例》

第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十七条都强调如若女方

选择抚养婚生孩子，男方也需要承担起应有的责

任，即支付孩子抚养费，直至孩子十六岁为止。

三是确认私生子的合法地位。《婚姻法》第十九条

规定强调私生子拥有着与婚生子相同的权利，不

可随意侵犯其拥有的权利。

4、实行婚姻登记的制度

苏维埃政权通过法律形式确立婚姻登记制

度，取代传统“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订婚制度，

将个人的婚姻行为纳入到苏区的法制轨道。《婚

姻条例》第八条对结婚登记规定：“男女结婚，须

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

证”；同时，此条例指出离婚也同样需要进行登

记。《婚姻条例》不仅规定结婚和离婚必须登记，

而且要求因离婚而导致的对孩子抚养权的变更

也实行登记，因此，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较为完整

的婚姻登记制度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在1934年1
月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第九部分“苏维埃婚姻制度”中也强调，

“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经双方同意，并

在乡苏与市苏举行登记，即可以实行结婚。离婚

则只要男女一方提出要求，经过乡苏或市苏登记

就行了”［1］332。因此，1934年 4月颁行的《婚姻法》

吸收和继承了《婚姻条例》有关婚姻登记的全部

规定，主要是对语言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二、积极推动婚姻制度的实施

总的来说，毛泽东制定和颁布的婚姻法规在

苏区的实施还是有相当成效的。在“反对包办婚

姻，反对带童养媳，婚姻自由”的口号下，苏区婚

姻制度在红色根据地得到了良好的贯彻［4］473。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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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效的取得，与毛泽东积极推动婚姻制度的施

行是分不开的。

1、调查研究，督促婚姻制度的施行

毛泽东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

创建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

毛泽东对苏区婚姻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主要也

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来进行。毛泽东经常深

入农村调查研究，取得苏区群众婚姻状况和我党

新型婚姻制度出台后的执行情况，而后有针对性

地加以督促。毛泽东在兴国调查时发现，娶老婆

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持，因此中农阶级的男子若想

成亲，意味着之后他要承担起不小的经济债务 。

假如一个妻子死了，再娶一个就非常之困难［5］

217。 而贫农由于没有钱财，娶亲就更难上加难。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婚姻条例》规

定，废除“买卖的婚姻制度”；在长冈乡调查时毛

泽东发现该乡女工农妇代表会“七天一次的代表

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

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5］

324。这说明长冈乡的妇女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婚

姻问题。通过调查，毛泽东同时发现长冈乡不愧

为苏区模范乡，在《婚姻条例》的执行上相当有

力，出现了结婚和离婚“无不自由的”的景象。由

于实行了新的婚姻制度，传承千余年的男子夫权

受到冲击，苏区妇女地位得到了提高，毛泽东在

长冈乡调查中还发现该乡“丈夫骂老婆的少了，

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了起来了”［5］324，这表明苏区

实行了新的婚姻制度，传承千余年的男子夫权受

到冲击，妇女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另一面，对苏区婚姻制度执行中出现的问

题，毛泽东也一针见血的指出，并以中央政府“训

令”等方式督促执行。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

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报告中对瑞金苏维埃

政府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错误指出［6］。为了避免

此类错误的再次发生，毛泽东要求地方政府“坚

决执行拥护妇女的权利和婚姻条例，反对和制止

丈夫打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消灭买卖婚姻制

度”，并进一步指出婚姻条例的有效实施与群众

中的宣传传播是分不开的，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应

积极贯彻实施此条例，一旦发现有违条例的行为

发生，坚决惩罚［6］。

1932年6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

的《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

号）》中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未能有效地贯彻婚姻

条例，未能真正地落实婚姻自由等条例［7］49。为

此，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应坚决的实行婚姻条例

全部”，对不给妇女权利进行保护和压制妇女各

级政府工作人员“应给以无情打击”［7］51。毛泽东

在 1932年 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周

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也指出：“我们的

革命为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才能

成功，大家应一致来维护《婚姻条例》这一法令实

行”［1］224。

2、对违反婚姻制度行为予以报道，发挥舆论

监督的功效

在毛泽东主持和领导下的苏区中央机关报

《红色中华》也常对违反婚姻制度的情形进行报

道，目的是通过对违反《婚姻条例》事件的披露，

警示苏区地方政府及领导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新

颁行婚姻制度。如1932年8月4日《红色中华》披

露了一起赣南苏区公略县罗坊乡政府违反苏区

婚姻法令的事件，在报纸的第四版登载道：“中央

政府《婚姻条例》已颁布了许久，但公略县白沙区

罗坊乡政府还在睡觉，不晓得中央政府《婚姻条

例》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妇女向乡政府提出要向

其老公坚决离婚时，乡政府则禁止之，答说离婚

是要双方同意不可，那妇女就当即解释《婚姻条

例》非如此说法，一方面要坚决离婚是可以的。

面对乡政府硬是咬着死牛尾巴不放，说离婚非要

双方同意不可。结果还是不准那妇女离婚，后来

妇女不愿，因她明明晓得中央政府《婚姻条例》，

如要坚决离婚是可以的。因她要坚决离婚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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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故再向区政府提出这问题。因区政府也不批

准，甚至向公略县政府控告，而县政府也不能解

决。情况明显表现出这些政府故意违反中央政

府法令”［8］；又如1932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第

八版以“两位乡区苏主席的写真”报道了福建长

汀县斜心区苏维埃主席在执行《婚姻条例》上的

“荒天下之大唐”行为，他以区苏维埃政府的名义

下命令到各乡村，“没有老公的妇女限一星期内

要找人结婚，如果不找人结婚，有身孕的妇女要

破肚腹”，并且想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结婚“办法”：

“以村为单位没有老公的妇女，没有老婆的男子，

统统集中一块地方，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应

妇女男子挑选，你答他，他答你，弄得各乡各村非

常混乱”［9］。

3、亲自颁发结婚登记证

1934年夏，毛泽东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城西的云石山，当他了解到住

地女青年赖月英因属买卖婚姻，没有任何婚姻自

由可言，还经常受到夫家人的打骂等虐待，数次

逃婚被抓回后被夫家关在家里不准她外出见人

的情形，就明确表示，“买卖婚姻在苏维埃是决不

允许的”，苏维埃政府已经颁布了婚姻法令，对这

样事情不能不管。毛泽东坚决支持赖月英摆脱

封建的买卖婚姻，于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司法部部

长梁柏台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毛泽东之命，将此案交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公

开审理，判决解除赖月英的买卖婚姻，使她摆脱了

封建婚姻的枷锁。后来，重获自由的赖月英与青

年骆能和自由恋爱，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向他

们表示了衷心的祝贺，还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的名义给这对邻居新人颁发了结婚登记证。当赖

月英与骆能和这对新人要给毛泽东主席下跪感谢

时，毛泽东赶紧把他俩扶起，和颜悦色道：“不要谢

我，要谢就谢苏维埃政府吧！”［10］37-38

三、毛泽东婚姻制度实践的特点

1、改造婚姻制度的思想缘由对封建婚姻制

度的痛恨

青年毛泽东对封建婚姻制度深恶痛绝。众

所周知，他本人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毛

泽东始终拒绝父母为他包办的与年长3岁的罗氏

的婚姻。1919年秋当毛泽东听闻长沙女青年赵

五贞因父母包办婚姻自杀身亡之事后，深深地刺

痛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毛泽东，从 11月 16日

至 11月 28日，他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连续在长

沙《大公报》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九篇文章，对吃人的

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在对

赵五贞的死表示痛惜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了赵五

贞之死的根源，“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

（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

死的。”［11］414并强调当时的青年男女应大胆自由地

追求自己的婚姻，坚决反对包办婚姻［11］418。 青年

毛泽东对未来自由结婚的方式也进行了大胆设

想：“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

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

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

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

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
［11］441。可见，十多年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积极推动苏区婚姻制

度的实施贯彻正是源于青年时期对封建旧式婚

姻的痛恨。

2、深刻认识到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需要

尽管各地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在红色苏

区，婚姻由父母包办和买卖婚姻的现象却依然普

遍存在。尤其是妇女，受到封建宗法制度枷锁的

桎梏，不仅终日劳作，而且没有人身自由，更毫无

婚姻自由可言。因而，苏区婚姻制度主要的精

神，不仅是“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

婚姻制度”，更重要的是保障妇女的权益，还女性

平等自由［3］51。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1931年颁布的《婚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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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是建立在男女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可以从法

律的角度保护妇女的权益［3］51，由此可见，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乡村社会改造实践

中，选择以婚姻制度的改造为突破口，以求得妇

女翻身解放的路径，无疑是正确的。

3、把婚姻制度的的变革与妇女解放、土地革

命结合起来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婚姻

制度的改造运动必须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土地革

命时期的中央苏区《婚姻条例》对此就有过明确

的说明［2］788；随后，毛泽东发布的《临时中央政府

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也对阶级解放和

妇女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和强调［3］63，因此毛泽东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应该

“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领导与兴奋

劳动妇女群众来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使与妇女运

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并很好的配合起来，以增加革

命胜利的建设”［3］60；对于妇女解放和土地革命的

关系，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婚姻制度改造和土地革命

之间的重要联系［1］332。亦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内的妇女》所载：“苏维埃劳动妇女之获的解放，

决不是偶然的，乃是她们在为苏维埃而斗争中用

了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苏维埃的妇女运

动，和整个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分离的”［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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