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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Women's Liberation Based on Modern Magazines

Guo Yuan

Abstract Women's liber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modern times.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and strength of a political party, a nation and a country. At the stage of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Through the study of modern magazin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ttention and

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Thus it can further highlight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the CPC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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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一直把中国广大的劳

苦大众放在中国共产党施政的重心。而妇女在中国历

史几千年的长河当中，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近

代，由于西方先进理论和思想解放潮流的引进和传入，

使这一问题成为历史的重要议题。在这一重要的转型

期，从中国近代杂志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寻中国共产

党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解决、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教

育工作等方面权利的保障，有着特殊的意义。史学界在

这方面的研究重心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关于妇女问题

的政策、施政措施等方面，而很少专门从近代杂志入手

来看待这个问题。本文通过对近代杂志的整理研究，来

探寻这一问题。

一

妇女解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只有

将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看待，妇

女才能在各个方面获得应有的权利，只有妇女获得了真

正意义上的解放，才能发挥妇女在各项事业中的作用。

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当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把

目光聚焦到了受千年压迫的中国妇女群体上，瞿秋白在

其文章中就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

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

神的牢狱把她们监禁起来。天下的事情在这般不幸的女

子眼光中看起来，哪一件不是闲事呢？”[1]5-6 表现出早期

的共产党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和希望。而且反问

世人“（妇女解放问题）这个问题当真的小吗”[1]5-6，也突出

表现了当时在妇女解放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

共产党人所发出的急迫的希望和要求，希望能够唤起世

人的关注。

在中国共产党的杂志《中国妇女》创刊之时，就认

为：“在历史上，除了女权时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以外，妇女的地位，就是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地位，在中

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女子是最受贱视的。”[2]4 表现出了

妇女在历史上卑贱低微的现状，在近代社会转型的中

国，同时也有着很深的余孽。同时它强调，“民族解放是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同时，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

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民族解放的胜利，则妇女

妇女解放问题在近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程度，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富强程

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以及发展阶段，始终重视妇女解放问题，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通过对近代杂志的研

究，来讨论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从而进一步突出表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问题的解

决、妇女地位提高等方面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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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事业则无从谈起，同时，没有妇女的参加，则民族解

放事业也不能成立”[2]5，深刻清晰地表达了妇女解放和民

族解放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表现出了妇女解放对

于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两者也是重要的相辅

相成的关系。而且《中国妇女》杂志就以独特的视角，看

到了妇女在抗战大局中的突出贡献，并称：“妇女以在

社会上服务的妇女而言，又以从事职业的不同，而有各

种式样，现在分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在学妇女等三个

方面来谈谈。”[3]1-3“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贡献，实在不在

前线作战的将士之下，如能出其余力，裨补家计，贡献

自更伟大。”[3]1-3 阐明了妇女对当时的抗战大业、对于社

会发展进步的突出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

战，坚持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作用，重视妇女地位，突

出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侧面也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以及共产党人的全面眼光。

在《战时妇女》杂志中，也公开对妇女解放问题作了

深刻而细致的描述，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对妇女解放运动

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首先认为：“为什么要解放

（妇女）呢？因为妇女在封建制度底下太受压迫了，妇女

之所以要求解放，主要就是脱离封建的压迫，达到自由

平等的地步。”[4]1-3 同时认为妇女问题的主要缺陷有“教

育不平等、权利不平等、地位不平等、道德不平等、婚姻

不平等、行动不自由”[4]1-3，深刻地看到了近代妇女解放上

存在着的问题以及急需解决的地方，而且上升到理论高

度，阐述了妇女解放的理论依据，认为“当人类的理性渐

次开明，民权主义随着科学而来以后，妇女解放思想也

就出现了”，而且认为“人生而平等，妇女就应该和男子

一样平等”。

而且也畅想了未来妇女解放运动的美好愿景：“妇

女解放运动是民权主义以来，直到获得了选举权，即算

完全的胜利，从今以后，她们所受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

的紧迫，都可以随之消散，和男子一样，成为独立自主的

自由人了。”[4]1-3 虽然选举权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突

破，但是在当时对妇女的完全解放，还存在着很长久的

道路，这也显现出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不足等问题。但

是他们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初

衷是很宝贵的。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当中，始终也

把妇女问题的解决、妇女的解放放在工作当中的重要地

位。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培养妇女干部作为提高妇女地

位、切实加强妇女教育、开展妇女解放运动、践行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路线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

物朱瑞在其个人著作中，就鼓励妇女同志们，“做一个革

命和妇女解放的职业家，做一个知识开展和能力胜任的

妇女工作者，做一个意识自由和观念正确的妇女干部，

做一个精神愉快和身体健康的女性”[5]6。在旧中国，妇女

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洗衣服做饭，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和

男子一样拥有正常的工作，更不用想能成为干部。而且

很多妇女都只不过成为达官贵人的“姨太太”而已。共产

党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而且朱瑞同志对妇女的期

望，不仅包括妇女干部在工作上的期望，也有对妇女个

人身心健康的祝愿。这是与旧中国时期的妇女截然相反

的状况。

妇女的解放运动首先要论证妇女地位的平等性，

朱瑞在其论著中具体阐释了这一问题，其中有很多观

点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我们应该肯定地认为，男女

之间，在各方面的发展，既从来都是一样的，因此从来

就应该是平等的。”[5]6 而且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朱

瑞还举出了实例：“尤其在抗战中间，妇女解放的奋斗，

已经事实上成为和民族抗战胜利不可分离的部分。”而

且不只是全国，“单从华北一隅，妇女加入到群众运动、

斗争、战斗中服务的，已经有几百万之多了。她们均会

发挥从来没有的坚韧、倔强、聪明和智慧，同两万万男

子携手并进地为争取民族自由，为妇女自身的解放，为

准备未来的全人类的平等幸福的事业而奋斗”[5]6。在近

代抗战的大环境中，需要凝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中

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正是看到

了妇女为抗战发挥的巨大作用。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军事装备、军队数量等，而忽

略了社会普通民众，更忽略了妇女的重要作用。共产党

人这样描写妇女在抗战中的贡献，更有利于被社会所

广泛接受，更容易让妇女平等地位的思想深入人心，从

而能够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地位，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而且从理论层次上分析了妇女解放、妇女平等地位

的理论依据，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以往社

会的分工制度对妇女造成的剥削，号召“妇女解放，要理

论和行动的一致”。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首先在于“妇女解放问题，

是中国的革命问题，首先是抗战问题。首先要实现民族

解放，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将妇女群体纳入全民族抗战

的大旗之下，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解放。同时认为“妇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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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又是社会问题，并成为社会解放的一部分”，认为“仅

仅民族独立，并不能完全解放妇女，只有整个社会的解

放，才能保障妇女之真正彻底的解放”。同时鼓励妇女群

体要采取多项方法来实现妇女的社会解放，例如，“要用

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形式，把妇女大众真正带进有意义的

社会活动中去，打破妇女和社会活动脱离的现象”[5]45。同

时也要“妇女自己方面，亦应注意争取以各种可能的社

会面目出现”。更为重要的还“在社会上，还应平等的为

妇女建设有关生活、婚姻、保险、健康等各方面的法律、

条令和设施”。这些方法即使在现在看来，也非常重要

而且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也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

方式方法。而且在最后，朱瑞指出：“妇女真正和彻底的

解放，只有在私有和阶级之废除和劳动者政权的确立

之后。”[5]45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目标，以及建立

新中国才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可以看出，中国共产

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也是和妇女解放完全一致的，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妇女群体真

正意义上获得解放！

二

当然，实现妇女解放不能只喊口号，而不付诸实际

行动。在这点上，通过当时的杂志，我们随处可见当时

党的领导人对于妇女活动的关注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措

施。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可以看到党的领导人对于

妇女运动的关注，例如在《高岗同志对边区妇联会今后

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以提高妇女

的经济地位，是今后妇女工作的中心，养育儿童保护母

亲，认真的培养一部分知识女性”[6]10 等具体切实有效

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解放的措施。在艰苦的抗战环

境当中，也要注重对妇女群体的教育和培养，在敌后游

击区，在当时困难的斗争环境下，“一面是由于这些穷

乡僻村妇女本身的落后，一面还要面对敌人残酷的扫

荡”[7]22，“开展妇女工作也是必须的”。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多种方法，遵循多项原则来确保妇女工作的顺利完

成，比如要“用竞赛的方法使她们的情绪提高；注重青

年妇女和老年妇女的团结;负责训练班的干部同志和她

们生活在一起；要关心她们的生活问题；要采用多方面

的鼓励方式”[8]2。这些方法都是根据当时极端恶劣的斗

争环境以及当时妇女普遍地位低下、教育水平不高的

现实，对妇女工作不熟悉的现实情况，而采取的深入群

众、深入到妇女中间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开展妇女工

作，促进妇女的教育以及思想解放。

朱德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之时号召大家，“动员

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提出了“妇女要求得真正的

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生产”的观点，在农业、家

庭副业、畜牧业等方面都能有很大发展的潜力，在经济

上拥有独立的地位，才能在社会上获得更好的社会地

位，拥有获得更多权利的机会，真正实现平等。朱德同志

在为顺利开展妇女工作之时也提到：“要依靠边区妇联

的工作深入到下层，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宣传解释工

作，把各种有利的生产事业，告诉农村妇女，帮助他们，

选择最适合的来做。”[8]2 用朴素亲民的方式，帮助妇女群

体不断发展自己、解放自己。

不仅在于促进妇女解放，使妇女获得经济自主地

位，调动自身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同时使妇女们获得教

育的权利也至关重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当中，

自古就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在这种类似言论

和思想的毒化下，中国妇女很难获得正常教育的权利。

通过对近代杂志的探索，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共产党

在发展当中，始终重视对妇女教育事业的建设和投入，

在《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云）》中我们看

到，首先妇女教育事业已经按照具体情况分为“小学、

中学、社会教育”[9]17，而且各项教育事业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在中学分为“鲁迅师范，专门培养小学教

师，绝大数以女性为主；边区中学和边区农业学校，也

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数量”。在当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

妇女可以进行专业的培训、进行技能的培训，这也是在

旧中国不可想象的。

社会教育包括“冬学、夜学、半日班、识字班”。这主

要面向的是没有办法进行专门教育的妇女群体，目的

在于扫盲，满足广大妇女受教育的渴望等需求，采取丰

富多样的手段，让妇女都能够获得教育，从而提升自身

素质。

小学在边区“已经成为非常可观的部分，在边区初

高级小学已经有八百八十三所，女生数量达到三千四百

余人”[9]17。在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和生存环境下，还能拥

有如此庞大完善的教育系统，实在是令人惊叹。

三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妇女真正意义上解放、

争取妇女合法权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同时也塑造了

很多可歌可泣的女性英雄和英勇事迹。这些女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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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被当时的杂志所记载，彰显出了新时代妇女的英姿

以及在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如就

有在敌人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之时，为了掩护乡亲们，

为了救出受困的战士们，在陷入敌人包围时宁死不屈的

女干部李林同志，当时的杂志记录她牺牲的情况：“李林

同志她毫不犹豫地把皮包里的文件撕得粉碎，她想了已

经逃脱的弟兄们，她笑了……她绝不做活的俘虏，她用

仅有的最后一颗子弹，坦然地射进了自己的胸前。”[10]21

这样的场景着实让人动容，也看出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的

女性干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妇女解放运动更是有了质的飞

跃，各项妇女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新中国妇女》

刊登了党的优秀女性干部邓颖超的讲话，从中看到了妇

女解放运动的可喜成果：“男女平等的权利，正在逐步实

现。在国家机关、学校、国营企业、合作社等，妇女已经基

本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同样的待遇。”[11]10-11 在婚姻家庭

方面，“婚姻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民主和谐

的家庭正在逐步产生”[11]10-11，并且重视了“母亲和儿童的

保护工作”[11]10-11。

四

通过对近代杂志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

在发展妇女解放运动、提高妇女地位、使妇女获得合法

权益方面的杰出贡献，将其梳理，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对传统的歧视妇女的思想在根本上予以否

定。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通过创办各种杂志、著书立说，

阐释妇女受歧视、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同时从历史、

人文、法律、哲学等多个角度对妇女解放运动进行论

证，证明在新社会应该男女平等，同时积极倡导妇女解

放运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平等思想，激发妇女

奋发图强、解放自己的热情。同时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让人们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热爱妇女，

关爱母亲。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

对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以及深远的影响。

其次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提升妇女地

位的具体措施进行不断的记述和描写，让大众普遍理解

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的施政措施。通过当时的杂

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解放的措施是

多方面的。积极开展各项教育事业，积极鼓励妇女获得

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在任何条件下都注重对妇女的宣传

教育工作。

注重妇女的经济生产地位。现代社会，经济决定社

会地位，发挥妇女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经济生产

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切实有效地提高妇女地位，同时

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她们在社会中的价值。

注重妇女干部的培养，加大对妇女干部的教育和培

训，使他们在统筹经济生产、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开展群

众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同时在历

史上受到几千年压迫的中国妇女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

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的道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今天，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各项合法权利得到实现，

妇女群体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一定要坚持站在中国共产

党的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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