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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

女政策在１９４０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

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

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

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

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

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

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

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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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纲领之外，中共激进妇女政策的另一源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本文并非要否认中共激进妇女政策源流的多重性，而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的主张推
动和强化了妇女解放的彻底性。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支脉也主张妇女解放，但是其范畴有
限、方法温和（Ｗａｎｇ，２０１６：６）。

　　中国共产党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纲领，社会平等是中共
革命纲领的核心主张，中共妇女政策一度是其社会平等主张的激进体
现（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３：３９－４０）。１中共妇女政策的激进性集中体现在相互
关联的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主张男女平等引向消除男女性别差异，特别
是主张消解社会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其次是由保障妇女婚姻自主权引
向推动妇女走出家庭，特别是鼓励妇女承担家庭以外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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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妇女政策最早由恩格斯进行了全面阐述。恩格斯
（１９７２：１５９）认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性别分工中男性掌握着“谋取
生活资料的工具”，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
家庭的私人劳动”，妇女解放“只有依靠大工业生产才能办到”。恩格斯
把性别关系置于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的结构中看待，主张妇女解放需
要消除以家庭为边界的公私劳动的区别。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
克把恩格斯的主张变为国家政策，“实行自由离婚的法律”，通过举办公
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等事业，减少和消除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
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把妇女从家庭琐务中解放出来”（列宁，

１９５８：９２）。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久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几乎重述

了苏俄的妇女政策，主张妇女“与男子毫无区别”，要获得“完全平等的
权利”，“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１ａ：

１６０）。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局部政权之后就把妇女解放从主
张变为施政举措，立法保障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土地分配权利，发动
妇女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农业生产责任，废除了童养媳和包办婚姻，推行
婚姻自由（胡军华，２０１６：９１－９４）。到达陕北之初，中共的妇女政策基
本延续了苏区时期的激进倾向，力图消除性别差异、保护女性在婚姻中
的自主权。中共中央组织部于１９３７年９月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把
“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和“婚姻自由”作为妇女工
作的主要目标（中共中央组织部，１９９１：１－３）。１９３８年５月，中共妇女
工作负责人邓颖超在总结抗战初期陕甘宁的妇女运动状况时指出，边
区妇联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帮助妇女冲破“他们的父母、
丈夫、翁姑的阻拦”以参与抗战（邓颖超、孟庆树，１９９１：９６）。

抗战初期，中共妇女政策仍然主张打破传统，鼓励妇女参与家庭以
外的活动，立法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中应有２５％的女性参议员，如动
员了７０％的妇女参与政治性组织，建立妇女识字组（苏华，１９９１：１８３－
１８４）。这一时期激进的妇女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是１９３９年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条例中的婚姻自由条款经妇联等组织的宣传
以及司法判例的示范后，由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快速增多，引起了贫农
群众与抗日军人的不满（胡永恒，２０１１）。

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转向的标志性开端是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泽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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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边区妇女工作之
少成绩”，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应该从经济生产方面着手，指出妇
女只有在经济生产方面的作用增强的前提下，提高妇女地位的做法才
能“取得男子同情”，才可以提升妇女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毛泽东，

１９９１：２６１）。毛泽东的意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共妇女政策历来
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平等，且政治优先，而毛泽东此
时却认为妇女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提高应该以妇女经济作用的增强
为条件；第二，中共妇女解放政策历来没有把男性的不同意见视为妇女
地位提高的阻力。

毛泽东的信预示了革命党的妇女政策转向。从苏区时期一直到抗
战初期，中共一直主张消解生产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王建华，２０１７），这
种倾向在毛泽东给中央妇委的信发出不久后开始转变。延安女子大学
在大生产运动中不再强调男女都一样，而是顾及女性“生理上的特殊
性”，实行“女同志亦不上山挖地”的政策（米晓蓉、刘卫平，２０１４）。其
后，中共政策在婚姻问题上同样发生了温和化转向，司法实践从保障妇
女婚姻自由权利转变为防止妇女滥用婚姻自由权利。这种转向首先发
生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离婚案件的判决上，其后扩展到婚姻法条的修
订，收缩了妇女离婚的自由度（丛小平，２００９）。１９４３年，中国共产党把
陕甘宁边区调整妇女政策的做法推广到其他革命根据地，正式出台了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
定”）（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１ｂ）。在“四三决定”中，中共一反消解男女
性别差异的常态，强调要“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顾及她们家务
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此外，“四三决定”也彻底扭转了
中共一度提倡妇女走出家庭的做法，指出妇女工作“一定要和她们家庭
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一向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其妇女政策在抗日战
争中后期发生了温和化的转向。为什么革命党会在革命进程中放弃激
进的革命性政策而转向温和的“改良性”政策？

二、文献回顾

既有文献主要从三种视角探讨中共妇女政策发生温和化转向的原
因：一是经济因素论，二是社会文化因素论，三是政治因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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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是为了刺激革命根据地的
经济生产。孙芳芳（２０１３）指出，中共妇女政策的转向发生于经济困难
的背景之下，其目的是通过激发妇女的劳动生产能力以解决经济危机
引发的政权危机，原先多元化的妇女解放运动转为单方面强调妇女在
经济领域的贡献。董丽敏（２０１６）认为，中共妇女工作重心的转向是为
了摆脱革命根据地经济困顿的局面，弥补战时男性劳动力的匮乏，组织
妇女从事经济生产。杨敏玲（２０１５）认为，中共妇女工作的转向是“为了
保障抗战经费的供给，为了战胜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妇女政策的调整是向乡村文化传统的让步，
为了稳定乡村社会关系。贺桂梅（２００６）认为，中共妇女政策的变化是
向传统乡村的男女性别分工的回归，新政策遮蔽了“传统农村父权制家
庭结构下的性别问题”，减少了乡村社会的不和谐，强化了人民的团结。
张静、曾晓丽（２０１８）认为，中共在１９４０年代以前的激进“妇女解放”政
策引发了革命理念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进而引起了家庭的代际矛
盾（婆媳）和性别矛盾（夫妇），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中共妇女政
策的调整“反映了党对不同利益群体利益的应对和引导”。丛小平
（２００９）认为，中共妇女政策的变化是国家政权化解、吸收、整合地方文
化传统的结果，是使政府摆脱革命理念与当地社会习俗相矛盾的途径。
一些外文文献也从乡村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共妇女政策的变化，只是更
强调中共政策的变化牺牲了女性群体的利益。２

２．参见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３），Ａｎｄｏｒｓ（１９８３），Ｓｔａｃｙ（１９８３），Ｓｔｒ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８４）。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妇女政策的转变是延安整风运动中调整政治
路线的产物。周蕾（２０１５）认为，“妇女工作作风”的转变与延安整风运
动有直接关系，其目的在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脱节的问
题，重新调整农村妇女解放的特殊性与阶级解放的共性之间的关系。
钱均鹏（２０１３）指出，中共妇女政策在１９４０年代以前存在“妇女主义”和
“绝对主义”的“不良倾向”，中共妇女政策的变化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
中“调查研究之风”和反对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结果。王建华（２０１７）
认为，中共妇女解放政策转变的真正落实发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批评
妇女工作没有“探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之后，王建华把中共“妇女解
放”的新方向视为中共政治动员内容和形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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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研究取向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可能都从某个侧面揭
示了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潜在原因。不过，既有研究都是静态的因
素罗列。这种研究方式可能实现了理论逻辑的自洽，但却未必能通过
历史事实的检验。具体而言，经济生产因素与乡村文化传统因素同样
适用于１９３０年代的苏区。中央苏区同样是落后的乡村地区，同样面临
着乡村文化传统对中共激进妇女政策的阻挠；而中央苏区一直处于被
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状态，中共面临着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压迫，其
所面临的财政经济压力比１９４０年代更大（黄道炫，２０１１：２８４）。然而，
中共在１９３０年代并没有因为经济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转变其激进的
妇女政策。中共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激进妇女政策的负面后果，毛泽东
（１９９３ａ：２４２）在《寻乌调查》中就注意到激进妇女政策引起男性贫农群
众对革命失望以及引发社会纠纷的情况，但是他坚持认为“民主制度代
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强调中共妇女政策转变的
政治因素论也经不起推敲，延安整风运动的高干整风开始于１９４１年，
普遍整风从１９４２年春才开展（高新民、张树军，２０００：１２６）。可是，在
整风运动之前，中共的妇女政策就已经开始温和化。１９４０年２月，中
共就已经在大生产运动中强调男女性别分工的意义，反对不顾妇女生
理特殊性的做法（李富春，２０１６：９３）。李维汉（１９８６：５４０）回忆说：“１９４０
年规定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中共在生产劳动中采
取性别分工的做法得到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陈学昭的证实。陈学昭
（１９４０：３１０）指出，中共的生产运动“用分工合作制”，“女同志留着做内
务，帮助烧饭，烧开水，替开荒的人洗衣服”。

既有研究虽然在理论逻辑上不乏根据，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经
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是常量性的存在，不能解释抗战中后期中共妇女政
策的变化；政治因素虽然不是常量，但是它出现的时间节点晚于中共妇
女政策的调整。此外，因素论也没有展现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动态
过程。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碎片化的静态因素分析融合进
时空环境中进行动态过程展现，力图更全面地探究革命党在革命战争
年代实施温和化“改良性”妇女政策的原因。

三、分析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妇女与无产阶级同属于被压迫、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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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群体（倍倍尔，１９９５：１；考茨基，２００８：２），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使
命是代表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群体的利益而争取社会平等和社会解放。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阶级问题与性别问题是不分主次轻重的。
维也纳《女工报》希望脱离工人运动而开展特殊的妇女运动，恩格斯
（１９８６：１６１）明确批评这种情况 “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倍倍尔
（１９９５：４６５）也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只有在资产阶
级的阶级统治被推翻之后的新社会才会实现。显然，马克思主义者认
为，在社会革命中，阶级是更为本原性的概念，而性别问题则是从属性
的。张憬玄（２０１８：９５）通过总结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提炼出妇女
解放的理论路径：第一步是妇女走出家庭，改变劳动的性质，使妇女劳
动获得阶级属性，然后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汇入阶级解放的力量，最终
实现妇女的解放。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并没有正视革命过程中妇
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可能张力，苏联的政策实践延续了这种倾向。苏
共的妇女政策在历史情境演化中虽不乏调适，但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
和转折（Ｓｔｉｔｅｓ，１９９１）。具体而言，苏共没有逆转马克思主义鼓励妇女
走出家庭、保护妇女婚姻自由的取向。

其实，主张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并非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专利。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普遍把实现性别平等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一个重要任务（Ｗａｎｇ，２０１７：３）。新文化运动以后，主张改造旧式父权
制家庭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理念在中心城镇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一些
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性别关系的重塑可以推动国家民族的振兴
（中华妇女联合会，１９８９：６４；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３：２８）。中国妇女运动从新文
化运动以来就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论述过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
妇女解放既可以被纳入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３也可以被纳入社会主
义革命的领域。

３．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俄国革命党的发明，
俄国革命党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对沙皇的封建统治。但中西封建统治的社会内涵
是不同的，西方社会的封建统治主要指的是宗教压迫，而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主要指的是“三
纲五常”等礼教。

中共妇女政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属于应星（２０１６）所说的革命的
“政治路线”问题，是革命性质、革命动力以及革命任务确定之后的革命
策略。其实，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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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孟庆延（２０１６）发现，外来的革命理论（意识形态）在中国独特的
历史情境下会遇到概念与现实的张力问题，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革
命策略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调适。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即使有共产国
际的直接干预，中共的阶级政策都会偏离意识形态的论述（孟庆延，

２０１８）。革命策略的变动似乎本不足为奇，那么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
特殊性何在？如何认识革命策略温和化的特殊性？

首先，性别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从属于阶级问题，妇女政
策相对边缘，反映到革命策略的变动中就不如阶级政策那么迅速和直
接。具体而言，革命性质、革命动力以及革命任务的调整会直接而迅速
地引起阶级政策的变动，但却是缓慢而间接地导致妇女政策的转向。
进而言之，甚至可能不是宏观意义的“政治路线”调整引发微观意义的
妇女政策的变动，而是微观意义的妇女政策的实践效果作为一种反馈
信号推动宏观意义的“政治路线”的调整。

其次，性别问题在中国革命情境中的弹性空间更大，妇女政策可变
动的幅度也更大。阶级政策刚性更强，要么属于民主主义要么属于社
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可以同时被置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
资本主义的革命架构之中。因此，阶级政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适，
而妇女政策却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变动，甚至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和
逆转却仍然不失推动革命发展的方向性意义。

革命策略的温和化并非中国革命的特有问题，列宁（１９８５ｂ）就批评
忽视革命形势变化而一味推行激进政策的做法为“幼稚病”。列宁认
为，革命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进程中会遭遇不利的形势，为保存和蓄积
革命的有生力量，需要实行温和化的革命策略。当然，列宁所理解的革
命形势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滤镜下对内外状况的性质判断。按
照列宁的逻辑，存在三种应对革命形势恶化的方式：一是革命目标继续
保持不变，但是政策手段温和化，这是正确的革命策略；二是放弃革命
目标（改变激进属性），同时政策手段温和化，这种应对方式是“机会主
义”；三是革命目标不变，同时政策手段也保持激进性质不变，这种应对
方式是“幼稚病”（见表１）。理论上存在革命目标变化而政策手段不变
的情况，不过列宁并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讨论。

实际上，列宁所论述的革命策略是革命处于低潮时革命党的应对
方式。列宁对革命党策略调整的分析可以提供某种分析框架，但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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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抽象性的提示，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共１９４０年代妇女政策的温
和化。

表１：革命党应对革命形势恶化的方式

革命目标　　　　 政策手段 温和化 不变

变化 “机会主义” —

不变 革命策略 “幼稚病”

　　首先，列宁所论述的革命形势是由敌我两方的关系状况决定的，而
中共１９４０年代的革命形势却牵涉敌我友三方，并且中共与当时的盟友
经历了十年的生死搏斗，积累了难以化解的仇恨。列宁的理论模型中
确定革命形势因只涉及敌我二元主体而相对简单，而中共所处的历史
情境更为复杂。其次，列宁在论述革命策略温和化时并没有对革命目
标进行区分。列宁假定革命党的中心性革命目标（暴力夺权）与原则性
革命目标（解放群众）是一致的，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党从来没有遇到过
阶级矛盾缓和情况下局部执政时中心性革命目标与原则性革命目标发
生裂变的情况。

本文试图运用列宁的基本概念公式，整合既有文献的解释因素，构
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中共妇女政策何以在１９４０年代发生温和
化转向。１９４０年代，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中共所面临的革命形势
与抗战初期相比有所恶化。然而，整个抗战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中日
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之间虽不时有摩擦，但并没有走向全面军事
对抗，中共并没有重新陷入抗战前被围剿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
党４又重新采取了遏制性的举措，中共的处境较抗战初期又有所恶化。

此外，中共统治的核心地带陕甘宁边区并非抗日的前线，受日本侵略军
的直接威胁较小。因此，中共１９４０年代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是总体好转
（相比抗战前），但局部恶化（相比抗战初期）。

４．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抗战时期中共的生存与发展有很大影响，而阎锡山与国
民党中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阎锡山势力似乎应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因素影响中共的革命策
略。然而，阎锡山是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在抗日防共方面其与国民党中央是一致的。其实，阎
锡山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动的晋西事变是早于国民党中央的公开性防共举措（王奇生，２０１８）。
因此，笔者认为阎锡山势力虽然与国民党中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本文所分析的问题而
言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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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原则性目标是密切联系和依靠劳苦
大众反抗压迫和剥削，解放劳苦大众；中共作为革命党，其中心性目标
是暴力夺取政权。５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斗争形式的战争化与组织
形式的军队化（毛泽东，２００８ａ：５４３），军队是暴力夺权的主要手段，因此
革命的中心性目标可以进一步简化和具体化为“扩军”。在革命党执政
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动“扩军”目标的实现可能会导致党群关系的
紧张，革命党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可能会发生分裂，使革命遭遇
瓶颈。也就是说，革命党面临一个困境，暴力夺权的中心任务与解放群
众的核心原则产生了冲突。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作为在野党，落实核
心原则与实现中心任务是一体的，革命党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
是高度重叠的。综上所述，１９４０年代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比列宁分析
革命策略的概念公式更为复杂（见图１）。

５．列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只有武装起义才能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列宁，

１９８５ａ：１５８）。毛泽东（２００８ａ：５４１）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图１：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客观形势恶化＋革命目标不变的分析框架

　　国民党当局在１９３０年代末开始实施“限共”政策，停止拨给中共军
政费用，对中共根据地实施武装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抗战初期中共军
队的规模快速扩大，导致军政开支增加，收入的减少与开支的增加使中
共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增大。此时，中共处于稳态局部执政的局面，其
所承担的执政责任又使它无法转嫁资源汲取压力，革命党所面临的革
命形势的恶化以财经危机的形式集中体现。为巩固“扩军”成果，中共
不得不调整战争资源汲取政策，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从而偏离了革
命党的原则性目标，使革命遭遇瓶颈。为打破瓶颈，中共开始对群众路
线进行调整，实施非阶级斗争（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的群众路线，弱化
行政强制手段在资源汲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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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群众路线的调整也延伸到中心性目标的推进中。在战争环
境中，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使男性更能胜任战士的角色，男性群众成为中
共更需要争取的对象。抗战时期阶级关系的缓和使激进妇女政策所引
发的性别矛盾更加尖锐，增加了激进妇女政策实施的成本。此外，抗战
时期根据地的劳动力比苏区时期更为充裕，这也就减少了革命党运用
激进的妇女政策动员女性承担男性工作的收益。上述三种因素叠加在
一起导致革命党需要更照顾男性群众的偏好。照顾男性偏好的需要与
劳动力相对充裕共同引导根据地政策向“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模
式的某种回归，最终导致了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四、革命形势的恶化与瓶颈的形成

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使中共的革命形势恶化，进一步引发了中
共原则性革命目标与中心性革命目标的裂变，革命进程遭遇瓶颈。

（一）国民党“限共”与中共的资源汲取压力
扩充革命军事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的一

贯目标，中共“扩军”目标并没有因国民党“限共”政策的实施而改变。
“扩军”目标的坚持一方面表现为“扩军”计划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
表现为巩固既有的“扩军”成果。革命形势恶化后，维持既有的军队规
模以及进一步推动“扩军”工作增加了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

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受到国民党与日本侵
略军的影响。抗战初期，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中日两国矛盾处于压倒性
态势。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进攻，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创
建根据地牵制日军进攻，中共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有利于“扩军”目标的
实现。中共不但摆脱了苏区时期被围剿的状态，取得了合法的局部执
政地位，还能得到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政经费（刘鼎铭，２００２）。不过，
国共合作是“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形成的”，“合作中一直
存在着斗争”（金冲及，２０１８：４）。抗战时期的形势其实是国、共、日两方
三角关系的产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方与日方的矛盾是主要的，国
共两党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国共双方的分歧程度以日本侵略军对国
民党的直接威胁大小为转移。在日军侵略攻势强劲的时期，共产党所
面临的革命形势最为有利。一旦日本侵略军的直接威胁减轻，国共两
党的分歧就浮出水面，国民党伺机削弱和限制共产党，中共所面临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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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形势就会恶化。

１９３８年武汉会战和广州战役后，日军调整了侵华方针，减弱了军
事攻势，加强了政治诱降（于耀洲，２０１５）。１９３９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
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正式确立了“限共”的政治原
则。其后，国民党落实“限共”政策，胡宗南部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进攻陕
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县，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５４９）。但是，中共所面临的形势并没有彻
底逆转，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毛泽东，１９９３ｄ：２５９），国共两党并无全
面重启内战的风险。由于日军的威胁并没有消失，即使国民党内部的
反共人士也主张国共关系“不宜全般破裂”（杨奎松，２００８：４１１），国民党
的“限共”政策不能以军事手段为主要和直接的工具。以军事压力为后
盾的经济封锁既能达到“限共”的效果，又可以避免全面对抗，因此成为
国民党应对中共的主要工具。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军队，在边区周围设
置了五道封锁线，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禁边区内外的物
资贸易（米晓蓉，２０１４：２）。同时，国民党停止给共产党拨付军政经费。

值得强调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所拨经费占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一
半以上（星光、张扬，２０１６：１１０），国民党切断经费供应使陕甘宁边区的
战争资源汲取压力相当大。

另一方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努力推进“扩军”工作且进展顺利。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毛泽东（２０１１ａ：５００）电告彭德怀说：“红军有发动群
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

同月１８日，张闻天（２０１１：５１７）也指出，“我们要…创造几十万几百万新
的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吸收千百万革命的民众到军队中去”。周恩来
（２０１１：６７３）也提出了“扩军”的具体目标：“我提议华北（部队）扩大三
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中共“扩军”工作在抗战初期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据统计，１９３８年底，八路军已由改编时的４．６万人扩大到

１５．６万余人，１９３９年发展到２７万人，在１９４０年达到了一个高峰（见表

２）。当然，八路军“扩军”数据走势反映的是中共控制的所有革命根据
地的总体情况，在具体细节上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可能多少有些出入，

但是它能够反映中共“扩军”努力的成效以及革命形势变化后遭遇瓶颈
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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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抗战时期八路军兵力统计表

年份 兵力数

１９３７　 ８０　０００６

１９３８　 １５６　７００

１９３９　 ２７０　０００

１９４０　 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４１　 ３０５　０００

１９４２　 ３４０　０００

１９４３　 ３３９　０００

１９４４　 ５０７　８２０

１９４５　 １　０２８　８９３

　数据来源：成都军区编．八路军 表册．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国民党“限共”政策的实施切断了中共战争资源的重要来源，而军
队运转需要稳定的资源支持（蒂利，２０１２：２５）。国民党“限共”不仅使中
共“扩军”目标的推进难以为继，既有“扩军”成果的巩固都成问题。其
实，在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以前，中共在推进“扩军”的过程中已经面
临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
干部会上指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遇到了“钱少”“饭不好”的困难，并可
能会“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１１１）。１９３８
年１２月中旬，毛泽东联名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为了“减少陕甘
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决定成立两个抗大分校，把七千多名学员及
教职员工分别迁出陕甘宁边区（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１１２）。国民党
的“限共”政策使中共面临的问题雪上加霜。

６．红军１９３７年８月改编时总兵力为４．６万人，此处的８万人很可能是１９３７年年末的统计结果。

在国民党“限共”政策实施以前，为解决“扩军”目标推进与战争资
源汲取困难的矛盾，中共开始尝试直接介入生产。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
萧劲光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系统介绍了八路军留守兵团
半年来开展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并且阐述了生产运动对于解决军
队给养和推动长期抗战的意义（萧劲光，２０１３）。１９３９年２月４日，边
区党委政府下发文件，把八路军留守兵团自行解决给养的做法推广到
全边区，号召“各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广泛发展生产运动，以达到财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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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能自给自足”，并规定对军政人员从７月起“边府减发菜钱两分，从
秋收起不再发粮食”（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等，２０１１：８８）。

号召军政人员参加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战争资源汲取的压
力，但是军政人员毕竟有本职工作，参加生产只是副业，这种缓解的实
际效果不应高估。军政机构生产动员的潜力有限，其总人数最高的时
候不过７３　１１７人，只占边区总人口的５．３７％（米晓蓉，２０１４：３）。实际
上，解决战争资源汲取压力这一问题更为直接的方式是增加民众的税
负。中共此时已经不再处于被围剿的局面，稳态的局部执政地位使其
有条件能够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资源汲取。

（二）汲取政策的调整与党群关系的变化
抗战前，中共治下的陕甘根据地没有建立直接面向群众的战争资

源汲取制度。“红军及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供给是随地征粮，主要是靠
打土豪、没收地主的粮食来解决。”（星光、张扬，２０１６：１８）抗战开始后，
中共开始着手建立面向群众的资源汲取制度。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陕甘
宁边区党委发布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征收１５　０００石救国公粮，来供
给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委，２０１６：８０）。不过，此时的粮食税负无
论是占粮食总产出的比例还是人均额度，都是非常轻的。征粮细则设
定了人均收入３５０斤的起征点，并且设定了累积税的原则，实际上广大
的贫下中农并不是税负缴纳的主体，负担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和中农
身上（李蕉，２０１４）。

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８年，中共直接向群众的征收较少，其与民众的关系
较少受到资源汲取压力的影响。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以后，外部资
源输入停止，单靠号召军政人员参加生产已经无法解决推进“扩军”目
标与战争资源汲取压力的矛盾。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边区政府把救国公粮
征收目标提高了数倍，设定为５万石（陕甘宁边区政府，２０１６：８３）。此
外，税负征收方式也有所变化。对比１９３９年边区政府《征收５万石救
国公粮的训令》与１９３７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以及１９３８年边区政府《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可以发现，１９３９年
的征粮文件淡化了劝说性色彩，突出了运用行政压力完成任务的倾向。
如１９３９年文件的第四条规定，“地主、富农及坏分子……以多报少，图
谋逃避负担者，应予以加倍征收之处分”；第六条规定，“破坏征收公粮，
查有确实证据者，由县政府就地裁判”；第十条规定，“各县对于征收公

·３２２·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１９４０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粮，奉行得力者，由本府酌量奖励之，其奉行不力者，酌予处分之”（陕甘
宁边区政府，２０１６：８３）。

税负的急剧增加与征收方式的变化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
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导致党群关系的紧张。１９４０年１月的“环县事变”
就是典型的态势的极端化展现。“环县事件”发生在１９３９年年度征粮
工作收尾阶段的旧历年前，土匪赵老五率人突袭环县县政府，多名征粮
干部被杀。边区政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的发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陕
甘宁边区政府，２０１３ａ：４１－４５）。边区政府在总结“环县事件”的教训
时，一方面将其归咎于“恶劣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也承认税负征收是
引发事变的主因，官僚式命令摊派“不顾及群众生活”，使群众脱离政
府。实际上，公粮征收改变了前两年不面向贫下中农的做法，“八路军
过去宣传不要粮，不拉壮丁”，忽然“要粮数次、大量的抽丁”（陕甘宁边
区政府，２０１３ｂ：３３１）。税负征收引发的党群关系紧张并非限于环县一
地，在延属分区、志丹县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吴永，２０１０）。

中共决策层对党群关系紧张这一问题并不是毫无意识。在１９３９
年末中央政治局讨论财经与生产问题时，毛泽东就忧虑税收的增加可
能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指出应该向民众说明增加农业税“主要是为了保
卫边区”（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１６５）。按照中共决策层的逻辑，无论
是为全国胜利做准备，还是为了应对国民党“限共”政策引发的摩擦和
威胁，都需要尽量维持和扩大军队的规模，保证军队的给养。毛泽东也
承认，“扩军”目标的推进不能脱离群众的税负承受能力。１９４０年１月

１１日，毛泽东指出，“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因为财力难以负担，只能
加重自卫军的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中央文
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１８０）。１９４０年１月底，毛泽东和王稼祥就“扩军”问题
发表意见时再次表示了对资源汲取的担忧，“扩军不宜过多……，经费
决难解决，不能持久”（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１８５）。

不过，中共决策层此时仍然把“扩军”视为更紧迫的任务。在国民
党切断军政费用供给来源后，中共为巩固“扩军”成果和推进“扩军”目
标不得不再次增加群众的税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数额连
续两年以约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１９３９年为５万石，１９４０年为９万石，

１９４１年为２０万石（南汉宸，２０１６：３８）。群众税负的加重引发了党群关
系的进一步紧张。其中，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为陕北一位农民咒骂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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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１９４１年６月，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一位县长被雷击，而一
位农民的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乘机发泄情绪，毛泽东制止了保卫
部门惩戒这位农民的举动，并要求调查引起群众反感的原因，后来发现
公粮征收增多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怨恨（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２：３４１）。

除粮食征收外，中共另外一项引起党群关系紧张的汲取性政策是
食盐运销。中共在１９４０年以前只收取少量的盐税，边区的食盐运销自
由经营，主要是由盐商贩运或农民作为副业运输（黄正林，１９９９）。国民
党停止“援共”后，中共把食盐贸易收归公有。１９４１年１月，陕甘宁边
区发布训令，实施食盐公卖，规定“未领有边区盐务处公卖票者”以“私
卖论”处罚（陕甘宁边区政府，２０１３ｃ：５１）。同时，边区政府成立盐务管
理委员会，“督导各级政府动员并帮助人民运输食盐事项”（陕甘宁边区
政府，２０１３ｄ：５３）。这一政策不但直接伤害到从事食盐运销的商人和农
民的利益，而且加重了广大群众的负担。从产盐地到销售地有数百公
里的路程，中共需要组织民众对食盐进行运输，而组织民众是“带有一
定强制性的”（胡乔木，１９９４：１３９）。中共西北局出台文件规定，“人民运
销食盐，确定采取政治上组织上动员与人民义务运输相配合的原则
……凡边区人民能任运输的牲口，每年应尽量运销食盐二十天的义务”
（中共中央西北局，１９９４：５）。

食盐运销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中共带有强制性的食盐运销政
策在实践中产生了消极后果。如沿途“运输牲口无法放青”，草料价格
过高，群众亏本过大（刘景范，２０１３：１８）；牲畜被用来运盐，“妨碍农事”，
牲畜动员过多导致农民减少牲口（绥德分区，２０１３：４２）。食盐运销政策
在中共党内高层中也存在争议，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认为，食盐
运销是历史上“延属之最苦征课”（谢觉哉，１９８４：３２２－３２４）。其后，边
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写就《花定池盐的研究》送交毛泽东，对中共食盐
运销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主张食盐运销应该实行政府管理的自由贸
易，反对把食盐运销变成军事性的“强制”任务（胡乔木，１９９４：１４１）。毛
泽东（２０１１ｂ：５４７）却认为食盐运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唯一的或
最主要的办法”，“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
完全正当的”。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谢觉哉提出的反对食盐运销的理由，
只不过他认为巩固“扩军”目标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然而，加重群众税负的应对方式不能成为革命党的长久之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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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扩军”工作越向前推进，越可能引发党群关系的
紧张，损害革命的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革命党中心性目标（“扩
军”）的推进一度是依靠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动员劳苦大众自愿支
持，其政治地位的转变（局部执政）以及客观形势的恶化（国民党“限
共”）使其与所代表的群众关系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不得不进行资源汲
取。一方面，为应对国民党“限共”政策后的战争资源汲取压力，中共不
得不加重群众税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革命党的原则性目标；另
一方面，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的受损会让中共革命纲领丧失严肃性，
进而减少群众的自愿支持，而没有群众的自愿支持，革命党的中心性目
标（“扩军”）也无法进一步推进。因此，为了继续推动革命中心性目标
（“扩军”）的实现，需要保持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的感召力。革命已
然遭遇瓶颈，已经无法再按既有的方式继续推进。

五、群众路线的转向与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突破革命瓶颈要求革命党重新平衡革命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
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探索一条既能巩固“扩军”成果又能减轻群众
税负的政策路径。于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政治路线的调
整，赋予群众路线以新的意义。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其实是在非阶
级斗争的新形势下实施群众路线的延伸。７

７．密切联系群众不是中共的发明，中共群众路线的实践也并非始于延安时期。从建党伊始到
苏区时期，中共一直在探索和丰富着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只不过延安时期之前的群
众路线实践并没有达到理论化的自觉高度，直到１９４０年代中共才确立了“最终意义上的群众
路线”（李华，２０１２：９２）。

（一）阶级矛盾缓和、劳动力相对充裕与性别矛盾的彰显
在苏区时期，中共同样面临着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同样实践着群

众路线，但是其妇女政策保持激进属性，并没有转向照顾男性群众的偏
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苏区时期与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内涵差
异，以及中共在不同时期应对同样问题的不同条件。

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纲领，通过激化阶级矛盾的方
式汲取战争资源。苏区根据地面临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需要应对严
峻的战争资源汲取压力（黄道炫，２０１１：２８１）。中共一方面直接向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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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筹款，另一方面向分田后的农民收税（杨菁，２００２）。在中央苏区中
后期，虽然直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打土豪）汲取战争资源越来越困
难，财政来源不得不日渐依赖农民的税负，但是大部分农民群众为保卫
土地革命的成果、应对地主武装的反扑，也不改“全力支持中共的热情”
（黄道炫，２０１１：２８５）。在阶级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即使群众的税负增
加，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也不会导致党群关系的紧张。因为这种政治
关系中包括革命党、群众与阶级敌人，革命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群众路线即是阶级斗争的路线。革命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原则性
目标（解放群众）是一致的，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以阶级关系紧张的形
式呈现，没有照顾群众非阶级性的利益偏好的需要，性别矛盾容易被阶
级矛盾掩盖。

８．毛泽东（１９８２：３３２）在会议上的原话为：“男女劳动群众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
二也有了经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苏区中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
有了选举权，并且分配了土地和工作，所以新制度是能够完全的实行了。”

另一方面，中共在苏区时期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匮乏。为进行反
围剿战争，苏区大量男子被动员去当红军上前线，导致后方性别比例失
调。如１９３３年前后的兴国县，“全县有２３万人口，当红军上前线打仗
的就有８万之多，光红军家属就有１０多万……兴国县成了当时有名的
‘女儿国’”（李小江，２００３：５０－５１）。毛泽东（１９９３ｂ：３０１）在《长冈乡调
查》中也写到，“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
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达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
子只占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也就是说，
苏区绝大多数男性劳动力已经参军，男性劳动力的动员潜力极为有限。
为保障后方的劳动生产和前方的军事行动，需要动员女性承担通常由
男性完成的工作。为动员女性劳动力承担男性的职责，需要实行淡化
男女性别差异的激进妇女政策，突破传统的妇女角色，鼓励妇女走出家
庭，同时突出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因此，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
上提到妇女问题时指出，妇女第一有政治自由，然后才是经济自由和婚
姻自由。８中共强调男女政治平等的政策主张也落实到法律条款中。

１９３１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中规定，“无论男女，对于苏维
埃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实际选举中，中央组织局还特别规定
“必须达到妇女代表占２５％的任务”（张文灿，２０１３：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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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阶级关系缓和，中共 “取消一切赤化运动”，“停止以暴
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１ｃ：３７０）。“在没有分配
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在已分配了土地
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
屋。”（谢觉哉、左建之，２０１６）中共甚至把地主阶级区别对待，把其中一
部分中小地主视为“开明绅士”，作为统战团结的对象（毛泽东，２００８ｂ：

６３８），吸纳进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黄正林，２０１７）。抗战以后，中
共不能再采用苏区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
无法再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释放。中共既不能直接向地主土豪筹款，
又不能以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为由说服农民群众承受更重的税负。税负
的增加导致党群关系的紧张，革命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原则性目
标（解放群众）发生了分离，革命党需要探索非阶级斗争形势下的群众
路线。

９．刘铁林．从长征故事到长征档案［Ｎ］．中国档案报（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６日）．

延安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劳动力相比苏区时期也更为充裕。首先，
中共军队的主力并非从边区劳动力中征集而来。据解放军档案馆后方
档案库副主任刘铁林披露，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
到陕北回师时总共约３．４万人。９虽然后来中共在边区有过数次扩军，
但是边区并非抗战的前线，中共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有限，战士伤亡更
替比苏区时期少得多，从青壮年群众中补充兵力的压力也小得多。其
次，移民的涌入也为根据地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陕甘宁边区在抗战
期间是中共控制的巩固区，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敌占区和国统区有
大量的移难民因中共优待移民政策而迁入，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边区政府共
安置移难民６３　８５０户，２６６　６１９人。此外，除了移难民农业人口的迁入
之外，在抗战时期约有４０　０００余名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和敌占区迁入边
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１９９４）。第三，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战
士可以从事非战斗性的工作。延安的军队尽管仍需要保持对国民党的
警惕，但是战士并不需要时时投入到战斗性工作之中，这就为大量的军
队劳动力从事非军事性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
下，为保证革命中心性目标（“扩军”）的推进，中共关注的重点是作为军
人来源的男性群众。因此，照顾群众非阶级性的利益偏好就成为调整
党群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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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关系的缓和提升了中共激进妇女政策实施的成本，形成于苏
区时期又延续到抗战初期的激进妇女政策导致革命党与男性群众关系
紧张。以婚姻自由为例，按照边区习俗，男子娶妻需要耗费不少的彩
礼，一些妇女嫌贫爱富却能够利用“感情不和”的法律条款提出离婚，而
婚姻诉讼案件绝大多数来源于贫苦人家，从而引起了男性贫农的“强烈
不满和抵触”（秦燕，２００４），“百姓怕自己的女人开通了离婚”（萧军，

２００６：３８７）。与此相关的是，激进的妇女政策也干扰到中共军队的军心
稳定，进而有损中心性革命目标（“扩军”）的巩固。抗战爆发后，陕甘宁
边区共动员了约３万壮丁参军（李燕，２００１），不少有家室有婚约的男性
军人长年不归家又不通音讯，引发了不少抗属婚姻纠纷案件，中共面临
着保证战士家庭完整以稳定军心士气的压力（丛小平，２００９）。中共妇
女工作的领导者也承认抗战初期激进的妇女政策引起了两性之间的对
立。蔡畅批评，“（一些人）只知道背诵一套‘婚姻自由’、‘经济独立’、
‘反对四重压迫’等等口号……当着为解决家庭纠纷时，则偏袒妻子，重
责丈夫……致使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１０阶级关系的缓
和导致男性群众更难容忍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而激进的妇女政策被
少数嫌贫爱富的妇女利用引起多数贫下中农男性的反感。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充裕降低了激进妇女政策的边际收益。在农
业社会，男女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和军事战斗的体力强弱上。
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都是前工业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恩格斯所
论述的性别平等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基础。在劳动力极度缺乏的情
况下，强调男女完全平等的激进妇女政策有助于调动女性积极性以承
担生产和战斗急需的强体力工作。然而，由于生理上的天然差异，女性
并不能如男性一样胜任强体力劳动。劳动力越充裕，女性对男性的劳
动替代收益越低，中共激进妇女政策的收益随着劳动力的充裕而下降。
此时，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既无法得到女性群众的有效支持，又不能得
到男性群众的谅解，导致党群关系的整体紧张。

１０．蔡畅．妇女运动的新方向［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

（二）组织群众生产与性别分工
抗战开始后，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已经带来了党群关系紧张的存

量问题，而国民党“限共”后又产生了紧张的增量问题。在阶级矛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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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情况下，中共通过组织群众生产劳动以扩大资源总产出，从而减轻
群众的税负。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传统的性别分工受到鼓励，
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打消男性群众的担忧。中共在组织群众生产
的过程中，一举解决了党群关系紧张的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

革命党介入到群众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中国革命独特性的体现。革
命党组织群众生产并不进行财产再分配，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属性。
不过，此举却可以提高资源总产出。战争资源的汲取只是革命党“一个
方面的工作”，革命党工作的另一方面是“给人民以东西”，“是组织人
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毛泽东，１９９３ｃ：４６７）。一方面为战
争资源汲取提供新的空间，巩固既有的“扩军”成果；另一方面又可以提
高群众生活水平。革命党以此重新平衡革命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
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摆脱“杀鸡取卵”的困境。延安时期群众路线
的核心内容并非邹谠所说的“制约阶级斗争”（邹谠，２００２：１３），而是无
关阶级斗争的劳动生产。阶级关系的缓和不是群众路线的目的，而是
群众路线推行的条件和约束。

１１．笔者查阅了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２年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未发现有关春耕运动的文件。
笔者也注意到１９３７年中共中央土地部发布过《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但那是中共中央一个
办事部门的文件，权威性有限，不足以号令全党。边区政府在１９４２年前也发布过训令要求帮
助群众生产，但是并没有让干部“真正认识了生产第一的意义”，“生产工作，没有一项 （转下页）

１９４１年下半年，中共带有行政强制性的战争资源汲取政策（救国
公粮和食盐运销）引发的党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
其后，大生产运动从党政军学等“公家机构”内部的动员走向了全面的
群众动员。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关于春耕运动的指
示》指出，“根据地经济建设，其基本重心应放在发展农业、私人生产上
面，才能解决政府的巨额预算……（党和政府必须）实际帮助群众，解决
一切春耕中的具体困难问题（如对种子、肥料、农具、耕牛缺乏者，必须
设法调剂和补充”（中共中央书记处，２０１１）。需要说明的是，苏区时期
中共中央也曾经于１９３４年发布过《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来组织群众
生产，但是没过多久中央红军就开始长征，中共并没有时间落实全面的
群众动员以扩大总产出。时隔八年后，中共中央才再次发布关于春耕
运动的文件。１１

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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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收粮特多”的事迹，１２并配发社论要求“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
齐”。１３至此，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进一步从体制内的文件推动走向公开
的舆论宣传动员。在舆论宣传动员之外，中共发动群众生产更体现在
具体事务的组织和领导上。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边区的经济主要是
个体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农田基层设施薄弱”（胡乔
木，１９９４：２４３）。在生产技术短时期内无法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发展生
产的可能路径只有组织和激发既有劳动力的潜能。中共改造陕北民间
“变工”“轧工”等旧有的劳动互助组织，通过政治的力量将其从亲戚、朋
友、邻里等小圈子推广到更普遍的范围。通过重新组织劳动力的方式，
延安县１９４２年的劳动效率提高了近十倍，顺利完成了开荒八万亩的任
务。１４中共重新组织劳动力发展生产的举措未必都如延安县开荒那么
有效，但是在农业生产中调剂个体小农的劳力畜力，把分散的小农生产
整合起来，促进了劳动分工与协作，总体上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这是
不争的事实。

（接上页）完成计划”（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２０１６ａ：６５－６６）。一些已有研究也表明，延安大
生产运动是在１９４２年后才全面推广的（米晓蓉，２０１４：１５；中共中央书记处，２０１１）。因此，笔
者认为中共落实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是在１９４２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进行全党动员之后。

１２．《解放日报》报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
１３．《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
１４．《解放日报》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５日）．

中共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１９４１年
为基准，１９４２年与１９４３年两年共增产３８４　１７８万石粮食，增产的粮食
超过了这两年的公粮征收总数（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２０１６ｃ：１１５）。
这就减轻了群众负担，为党群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中共发动群众
参与生产成效更为突出的是纺织业。抗战初期，边区基本上没有纺织
业，棉布全靠输入（高自立，２０１６：４４８）。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以后，
布匹价格飞涨。假定每匹三八老布的价格指数在１９３７年为１００，则

１９３９年是２２８．２，１９４１年是２　３２８．７；若每斗小米的价格指数在１９３７
年是１００，则１９３９年是１４３．３，１９４１年是１　１９０（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
厅，２０１６ｂ：４１９）。大生产运动前，群众的生活负担随着布匹价格的上涨
而加重，农民买布开支约占全年总开支的１／４～１／３，有些困难群众甚
至达到１／２～２／３。中共发动群众开展纺织业可以有效地解决群众的
生活所需，纺织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传统性别分工方式的回归。

·１３２·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１９４０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共在边区推动的纺织业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新式工业”，而是
“最简单、最方便”的“乡村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王里，１９４０）。原则
上，中共推动边区纺织业发展的举措并无性别偏向。在大生产运动中，
男女老少都参与到了纺纱纺布的劳动中。但是，纺织“是个巧活”，女性
“大多纺得好”，男性“就有点抓瞎”。由于男女的性别差异，女性更适合
从事纺织业，发展纺织业主要动员的是女性群众。另一方面，边区女性
群众的生产潜能开发空间也较大。大生产运动前，边区经济文化落后，

本地妇女缠足者多，较少参加劳动生产，多数妇女只是做些针线活和家
务活（李坚真，１９９１：１３７）。即使是抗战后到达边区的移难民妇女，“除
过料理家务和农忙时帮助男子送饭、担水等事外，再没有别的劳作”，１５

一半以上的空闲时间是在串门子、说闲话中过去的。１６因此，边区妇女
参与纺织工作的基础条件是具备的。

１５．鲁直．延安南区发展妇纺的经验［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１６．莫艾．一页纺妇发展史［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８日）．
１７．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
１８．刘玉儒．淳耀一区杨乡长是怎样发动妇女纺织的？［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５日）．
１９．鲁直．延安南区发展妇纺的经验［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２０．任楚．米脂民办纺织合作社的发展［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２１．张力．绥德妇纺中的变工［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５月７日）．
２２．高自立．巩固扩大合作事业的关键［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０日）．

然而，动员妇女纺织并非没有阻力。首先，男性群众担心妇女学习
纺织技术会使她们离开家庭，忧虑“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岂不倒霉”１７。

其次，妇女担心学会纺织后会被“拨去住工厂”，无力承担照看小孩和打
理家务的责任。１８第三，边区群众普遍缺乏纺织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
原料。发展纺织业的生产动员虽然已经启动，“可是没有找到会纺织的
人”，１９群众反映没有纺车和织机，也没有棉花。２０、２１

同开荒增加粮食总产出一样，中共克服妇女参与纺织的阻力也是
通过组织群众的方式。不同的是，合作社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合作社的介入使妇女能在家庭私人空间内实现纺织劳动的社会化，区
别于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合作社是由政府干部指导
的群众性组织，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促进社员与社员、家户与家户乃至
“全边区人民的合作”。２２鉴于群众对妇女离开家庭“住工厂”的顾虑，合
作社放弃了建厂集中发展纺织的计划，采取家庭分散作业的办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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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家庭没有纺车、没有原料，合作社提供纺车和原料，并且解除纺妇的
后顾之忧，所纺产品无论优劣，合作社都会收购；２３即使原料意外损毁，

也由合作社承担损失。有些地方妇女不会纺织，合作社找人背上纺车
棉花现场进行示范教学。２４合作社还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妇女参与纺织，

如奖励表彰纺妇的纺织成绩，让纺妇能够从合作社低价购买、赊购商品
等。２５

２３．鲁直．延安南区发展妇纺的经验［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２４．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
２５．鲁直．延安南区发展妇纺的经验［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２６．莫艾．一页纺妇发展史［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８日）．

中共发动妇女纺织的做法见效很快，１９４２年纺妇就增加到７５　０００
人、织妇１３　５００人，１９４３年纺妇１３３　４５７人、织妇３９　０３８人，１９４４年纺
妇增加到１５２　６４５人、织妇６０　５４８人。１９４１年全边区布匹产量的自给
率仅为０．７５％，１９４４年自给率达到了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
厅，２０１６ｂ：４２３）。在此期间，中共取消了妇女自卫队，抗战初期鼓励妇
女走出家庭承担与男性同样责任的政策则被批评为“不顾及妇女的生
理限制和家庭困难”（田秀涓，１９９１：７９５）；淡化了此前政策中对传统乡
村性别不平等的质疑和批判，不再强调“男女承担同样的义务”（张文
灿，２０１３：２２９）。

性别分工政策实施后，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了总产出，还缓解
了中共之前激进的妇女政策带来的性别矛盾。在传统农村，“良家妇
女”一般不出门，更不用说参与政治、发言投票。在男权为上的农村地
区，给女人独立的话语权会对男性利益和心理造成巨大冲击，甚至有捍
卫父权制的男子专门组建“新民会”阻止妇女工作、破坏妇女组织，重新
宣传“三从四德”（张文灿，２０１３：２２４）。妇女外出劳动也未必能得到男
子的理解，很多妇女集体开荒回来，反而遭到家人的耻笑（浦安修，

１９９１：７０１）。发展手工纺织不但可以让妇女回归家庭，还能够改善包括
男性在内的家庭成员的生活，“解决全家的穿衣困难”，使丈夫更尊敬妻
子。２６中共妇女工作的中心转为鼓励家庭纺织，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偏好
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实现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给中央妇委的信中所
说的妇女地位提高与男子理解“同情”的统一（毛泽东，１９９１：２６１）。

在组织群众生产以及动员妇女参与纺织的过程中，中共妇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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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动妇女走出家庭转向鼓励妇女回归家庭，从消解男女的性别差异
转为照顾女性的生理特性，从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转向了经济生产领
域。１９４３年２月，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指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
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
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必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中央文献
研究室，２０１１ｂ）。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转向并非是一
步到位的事件，而是持续数年的过程。它萌芽于毛泽东１９４０年２月写
给中央妇委的信，完成于中共中央１９４３年的“四三决定”；它首先发生
在革命党的机构内部（党政军学“公家部门”），然后才扩展到群众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不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全
然回归，更不是对传统习俗的全然将就。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
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而延安时期妇女纺织的发展却是政治动员下商品
经济的结果，妇女纺织所需的原料、工具、技术以及纺织产品的收购都
有政府的介入，妇女纺织的劳动成果可以精确地货币化，女性对家庭的
贡献无法被抹杀，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也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晋绥边
区妇女工作联合会，１９９１：８１５）。妇女回归家庭生产也不是回归传统的
家长式家庭，而是在回归中“建设新式家庭”，实现家庭生活的民主化和
平等化。２７妇女在新式家庭中通过参与合作社的纺织劳动实现了经济
独立，获得了家庭事务的发言权和更为平等的家庭地位，不再是男性的
附庸。２８

２７．吴殿甲．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８月９日）．
２８．《解放日报》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５日）．

六、结论与讨论

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
色彩，但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由于中国革命的小农社会背景，中共
的妇女解放政策淡化了性别平等与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联系。中共所
领导的革命虽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但在性别问题上受意
识形态的束缚更少，妇女政策调整的余地也因之更大。中共妇女政策
温和化是革命党适应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动态变化的策略调整。中日
民族矛盾的尖锐化首先推动了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阶级矛盾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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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性别关系的变化。性别问题在中国革命情境中不仅受到阶级问
题的影响，更受到民族问题的形塑。民族因素稀释了阶级因素对性别
关系的影响，性别政策需要更加尊重民族的传统习惯。这是中共１９４０
年代妇女政策温和化的客观基础。

实际上，因为早前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并不具备现代化工业大生
产的物质基础，所以动员女性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是其重要的现实支撑。
苏区时期，中共通过激化有地者与无地者、多地者与少地者之间的矛盾
来推动革命的发展。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经
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尖锐对
立，而是中国农民群众普遍的贫困化和无产化以及苛捐杂税的繁重。
中共由此得以在政治上建构阶级矛盾并激化阶级冲突。在开展土地革
命、进行阶级斗争的逻辑下，推动“扩军”即是为了解放群众，解放群众
要求推动“扩军”，中共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是同一的。面
对被“围剿”的战争压力，大量男性劳动力要么牺牲在战场上，要么在战
场上无法脱身，需要动员女性群众承担通常由男性承担的工作。因此，
苏区时期激进的妇女政策是革命党推动土地革命的有力举措，而阶级
关系的紧张也掩盖了性别之间的分歧。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止了土地革命纲领，其妇女政策的激进性
失去了现实基础，党群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苏区时期，革命目标的
推进依赖于革命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革命党的群众路线即是阶
级斗争的路线，群众路线虽然使阶级关系更加灵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
斗争的原则属性。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因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纽带而由
紧密走向松弛，因汲取战争资源的压力而由松弛走向紧张，中共解放群
众的原则性目标与“扩军”的中心性目标发生了裂变。革命党的群众路
线失去了阶级斗争的载体，作为群众路线延伸的激进妇女政策已经不
合时宜。不过，一项重要政策大都有路径依赖，中共的妇女政策并没有
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自动改变其激进性。直到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
使中共革命形势恶化，打破了既定政策的路径依赖，中共妇女政策才发
生温和化转向。

为打破因革命目标裂变而遭遇的瓶颈，中共的政策重心从汲取性
向生产性转变，赋予了群众路线以非阶级斗争的新意义。在阶级关系
缓和且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为继续推进革命中心性目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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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实现，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在发动群众生
产的运动中，中共通过强调性别分工增加总产出，既可以减少对群众的
汲取，又可以让妇女重新回归家庭。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既减少了
男性群众对妇女走出家庭抛头露面的疑虑，又提高了女性群众的经济
地位，还可以促进劳动总产出的增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调整革命
党、男性群众、女性群众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关系和谐，并重新平衡革命
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总之，革命党妇女
政策的温和化是在阶级关系变动之后通过赋予群众路线新的意义来调
整性别关系，创造性地实现了家庭手工业劳动的社会化，积聚了革命动
力，化解了革命阻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１９４０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对价值主
张与现实环境要求之间冲突的调适。一方面，在这种调适中可以看出
革命党的价值主张对现实环境要求的退让；另一方面，调试后的政策尽
管在价值主张的具体内容上（从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到号召妇女回归家
庭）不乏逆转，但是在价值主张的方向上（妇女赋权）却更进一步。从中
可以发现，革命党调适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重新平衡价值主张与现实环
境的要求，将其张力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让价值主张脱离现实，
也不能让价值主张完全将就现实，以实现价值主张对现实环境的有力
引领。需要强调的是，革命党调适政策领域价值主张与现实环境要求
失衡的目的是更有效地推进中心性目标的实现。因此，政策调适服务
于党的中心工作，具有派生性意义。

１９４０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从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转变为全
面执政，延安时期一些成熟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整体上，新
中国成立后，温和化的妇女政策在价值层面和策略层面基本得到了延
续。从价值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价值引领仍然是不变的，妇
女政策推动妇女家庭内赋权的方向得到了坚持，全面贯彻了反封建礼
教的进步倾向（废止童养媳、买卖婚姻、一夫多妻制等）；从策略层面来
看，中国欠缺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现实继续得到尊重，一方面正视了妇
女在小农家庭生产分工中的相对次要性，另一方面鼓励妇女在经济领
域承担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妇女经济权能的提升逐渐消弭男女在政治
上、文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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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６篇 财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编．武汉：长江文
艺出版社．

苏华．１９９１．获得民主权利的陕甘宁边区妇女（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Ｇ］／／中国妇女运动历
史资料（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绥德分区．２０１３．绥德分区专署的报告（１９４１年７月５日）［Ｇ］／／红色档案———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文件选编（第４卷）．朱鸿召，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孙芳芳．２０１３．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的性别议题［Ｄ］．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田秀涓．１９９１．１９４３年前晋察冀妇女工作的初步估计（１９４５年）［Ｇ］／／中国妇女运动史料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王建华．２０１７．权利抑或责任———革命情境下妇女解放的行动逻辑［Ｊ］．江海学刊（４）：
１６０－１７０．

王里．１９４０．妇女与生产合作社［Ｊ］．中国妇女（２）：１３－２４．
王奇生．２０１８．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１９３５—１９４５）［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１）：９７－１０４．
吴永．２０１０．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Ｊ］．中共

党史研究（９）：５５－６５．
萧劲光．２０１３．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１９３８年１月）［Ｇ］／／红色档案———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汇编／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朱鸿召，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萧军．２００６．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谢觉哉、左建之．２０１６．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Ｇ］／／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２篇 农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３３－４２．

谢觉哉．１９８４．谢觉哉日记［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星光、张扬．２０１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菁．２００２．试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政策［Ｊ］．党史研究与教学（４）：４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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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２００８．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敏玲．２０１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研究［Ｄ］．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应星．２０１６．“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Ｊ］．社会３６（４）：１－３９．
于耀洲．２０１５．由“积极抗日”向“抗日”与“反共”并重的转变———再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

会 ［Ｊ］．学习与探索（３）：１５５－１６０．
张憬玄．２０１８．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及实践研究［Ｄ］．华侨大学博士论文．
张静、曾晓丽．２０１８．“四三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调整研究［Ｊ］．南开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１）：２１－２９．
张文灿．２０１３．解放的界限———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１９２１—１９４９）［Ｍ］．北京：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张闻天．２０１１．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８日）［Ｇ］／／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１４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下册）［Ｍ］．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２０１１．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１９４２年２月３日）［Ｇ］／／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第１９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西北局．１９９４．西北局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８日）［Ｇ］／／中共中

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央档案馆，编．内部出版物．
中共中央组织部．１９９１．妇女工作大纲（１９３７年９月）［Ｇ］／／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华妇女联合会．１９８９．中国妇女运动史［Ｍ］．北京：春秋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０２．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１１ａ．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１９２２年７月）［Ｇ］／／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１１ｂ．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４日）［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０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１１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Ｇ］／／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３６９－３７１．
周恩来．２０１１．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３日）［Ｇ］／／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１４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锦涛．２０１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生产运动［Ｊ］．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４４－５１．
周蕾．２０１５．妇女运动新方向的确立［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４）：１４－１９．
邹谠．２００２．中国革命再阐释［Ｍ］．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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