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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特金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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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妇女解放问题是无法忽略的一个话题。克拉拉·蔡特金作为国际妇女运动

的发起者和著名领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结合国际妇女运动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

法阐述了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观点，论证了妇女解放的条件、行动纲领和途径，形成了系统且逻辑清晰的妇女

解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价值从未终止于历史，其对于推进我

国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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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运动的发起者、

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精辟阐述者、俄国苏维埃政

权的热情拥护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维护者和

倡导者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不屈

战士。尽管蔡特金的一生充当过许多角色，但唯

有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是其终极定位。

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在汲取马克

思、恩格斯等人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

对妇女解放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系统论证妇女解放的条件

( 一) 妇女解放的经济条件

妇女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是妇女解放

的首要条件，有利于促进其他方面的解放。妇女

解放的经济条件具体来讲即私有制的消亡和公

有制的确立，以及妇女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

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伴随着私有制的出

现，家庭内部分工更加明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都被男性所占有，妇女被排除在了社会生产之

外，成为男性的附庸。这表明，妇女脱离社会生

产是其经济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因此，妇女的

解放，首先其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实现，即“妇女解放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

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经济条件的论述对蔡特金

产生了巨大影响。蔡特金在侨居巴黎期间，读过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摆

脱了那种实现形式上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束缚，深

刻地认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真正来自

于私有制。在她看来，长久以来妇女不平等地位

的根源蕴含在财产关系当中，无产阶级妇女的解

放之路从根本上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

和男工一样，才能享受到她们的充分权利。”［2］157

共产国际成立之后，蔡特金更是着重提出了共产

主义妇女运动的总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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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立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见，蔡

特金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推翻私有制、实现妇女解放的思想，使这一

思想在指导劳动妇女具体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更

加充实起来。在蔡特金看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必须具备的两个主要条

件除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外，另一个就是必须将

妇女的活动纳入社会生产过程。蔡特金指出，妇

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对于实现社会财富增长是

有必要的，“妇女劳动本身的问题不是由于同男

劳动力竞争而降低了工资，而是它受资本家的剥

削。”［2］152在论述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必

要性后，蔡特金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

角度论述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必然性。

她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改变了以往的

生产方式，大大促进了家庭生产，从而使妇女生

产家庭用品的劳动成为多余，摆脱了家务劳动对

妇女的束缚; 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减轻了体力

的消耗和沉重的劳动，这就为妇女参加劳动生产

提供了条件。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后，在经济上不

再依附男人，而是和男人平等了，他们都受资本

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价格本来低廉的妇女劳动

力还会被资本家用来降低男工的工资。“因此不

存在男工和女工之间利益的真正对立，但是在资

本和劳动的利益之间却真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

矛盾。”［2］155正是基于以上分析，蔡特金得出了一

个重要结论，即“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

样，最 终 必 将 是 劳 动 从 资 本 中 解 放 出 来 的 事

业”［2］157。这个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 二) 妇女解放的政治条件

第二国际成立以后，针对欧洲一些国家宪法

把广大工人、劳动人民和妇女排除在选举之外的

现实情况，国际工人运动把重心放在了争取普选

权的斗争上，但却并没有将争得妇女的选举权纳

入到运动中。于是，蔡特金强烈要求各国社会民

主党能够重视妇女选举权问题。在第二国际斯

图加特大会上，蔡特金系统阐述了她有关妇女选

举权的观点: 首先，关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意义，

蔡特金认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

分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

阶级的切身利益。这种斗争能够唤醒妇女群众，

帮助她们提高阶级觉悟”［3］。其次，关于妇女争

取选举权的目的，蔡特金认为选举权是妇女获得

经济独立的必要政治补充，受阶级斗争的影响，

不同阶层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的不同，作为无产

阶级妇女，只有不分性别地同一切剥削者进行斗

争才有可能争得选举权，要将获得妇女选举权作

为实现最终目的所要达到的一个阶段，而这个最

终目的必将是参加无产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

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次，蔡特金提出了

争取什么样的妇女选举权才是社会党应该为之

斗争的问题，她反对一切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

强调社会党必须只能为实现妇女普选权而斗争。

蔡特金的报告经大会讨论后通过了，意味着争得

妇女选举权将列入国际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中，

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奋斗目标。

在这之后，蔡特金于 1910 年召开第二次国际

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就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

取选举权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规定

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具体行动原则和要求，并以

此设立了国际妇女节。这样看来，蔡特金在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原则基础上，

不仅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

无产阶级妇女享有平等选举权的思想，将此作为

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政治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

除了妇女的选举权之外，妇女享有平等的其

他政治权利也是妇女解放的条件，只不过蔡特金

并没有对此着重进行论述。
( 三) 妇女解放的文化条件

妇女的文化解放也可以说是妇女解放的一

个重要内容，妇女在文化方面的解放以政治解放

和经济解放为前提和基础，同时，文化的解放也

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产生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受教育权被剥

夺，在教育的问题上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对

此，蔡特金强调妇女接受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的

重要性，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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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男子享有平等文化权利的方面，但却不仅仅

局限于这一方面。她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要

同本阶级的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教育

权和自由就业的权利，提出妇女应该平等地进入

到教育生活当中，平等地参加学校教学和管理的

相关工作，甚至有能力者也可担任最高的教学与

行政职务。同时，妇女也要在青少年的教育中发

挥重要作用，使我们的后代也受我们的影响，力

争成为无产阶级的有生力量。妇女的受教育程

度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平等的教育

权有助于让妇女获得更多展示自我个性、发展自

己能力的机会。虽然蔡特金并没有大篇幅地论

述妇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权思想，但纵观其

整个妇女解放思想，妇女的教育解放也是其中比

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条

件，同时她的论述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这

个问题上的一个延伸与创新。
( 四) 妇女解放的其他社会条件

除了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外，在蔡特金看

来，妇女的解放也依赖于其他的一些社会条件，

主要表现在传统思想束缚的破除以及妇女享有

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利和社会管理权利等方面。

妇女想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打破男尊女卑思

想的束缚，挣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枷锁，这就需要

在全社会营造保护妇女权益的大环境，宣传进步

的性别文化，倡导两性和谐发展，使得男女平等

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位社会成员心中。不从思想

上消除对妇女固有的偏见和歧视，妇女解放也就

无从谈起。另外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全面参

与社会建设，享有社会生活平等的参与权，也是

妇女解放所应具备的条件。妇女应和男性一样

参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妇女解放来讲十分重要。

二、科学阐述妇女解放的行动纲领

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其中一个亮点在于

她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

为其制定了行动纲领，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进一步延伸。
( 一) 妇女解放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重要

内容

第二国际从它诞生之初，就高举为实现男女

平等和妇女解放而奋斗的旗帜，但它却存在理论

与实践、决议与行动相脱节的问题，导致它最后

放弃了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共产国际则非仅

仅是决议的生产者，它还要继续第二国际所背叛

的事业。因此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想要更好地开

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

标，提高妇女自身的觉悟，加入到共产国际中，加

入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加

入到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的

伟大目标，只有通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男女不分

性别地共同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

若没有信念坚定的劳动妇女群众的参加，无产阶

级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也

应当成为信念坚定的妇女无产者的事业。妇女

解放的实现是以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的，

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 二)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国际妇女解放运

动的重要任务

在反战的问题上，蔡特金主张广大劳动妇女

要勇敢地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妇女要

站在跟资产阶级妇女不同的立场上。罪恶的帝

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大大加深了大多数妇

女的贫困、操劳和负担，由于长时间饥饿，加上在

生产和家务方面过度劳累，战争带来的灾难让她

们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其健康状况不断地恶

化。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

和危机，它们只能够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

失。在 1912 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

大会上，蔡特金作为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演说，她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罪恶

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妇女所背

负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伟大使命。她指出无产

阶级妇女要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能为了资本主义

利益而兄弟间相互厮杀，同时要教育他们坚定为

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蔡特金的演说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她将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相联系，认为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无产阶级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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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蔡特金还将

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必须联合无产阶级妇女这

个论断具体化，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广大劳动妇女。

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国际妇女解

放运动的重要任务。

三、深刻揭示妇女解放的途径

( 一) 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

序言中所写的: “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一

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 无产阶级) ，如

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

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

级( 资产阶级) 下解放出来。”［4］马克思、恩格斯从

妇女解放关系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高度出发，

将妇女解放纳入到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

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妇女的解放。马克

思、恩格斯对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

运动的考察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论证，对蔡特金产

生了很大的启发。蔡特金在《关于妇女鼓动工

作》的报告中指出，要想获得解放，只有不分民

族、职业和性别地团结起来，要将广大妇女吸纳

到其斗争队伍当中。之后，在《在阶级斗争的影

响下》中，蔡特金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广大妇女的觉悟日渐提

高，逐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争取全人类解放和

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了撰文论证

这一思想外，蔡特金还走到妇女群众中发表演

讲，鼓动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与到无产阶级的革

命中来。可以看出，蔡特金在继承马克思、恩格

斯将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的重要

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侧重于阐述吸收广大妇

女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将妇女解放运动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加强

妇女的鼓动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无产阶级革命

中的作用。妇女的解放之路从根本上只能是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无产

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 二) 教育和组织妇女积极投身于自身解放

运动

蔡特金认为，将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

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阶级的阶级使命

出发探索出的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从男女平

等出发，从劳动妇女的解放出发，要教育和组织

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自身的解放运动。无产阶

级政党要致力于帮助唤醒本阶级劳动妇女的主

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推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

从自发上升到自觉。

一方面，要占领舆论阵地，利用报刊等媒介

以及演说报告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

主义理论，从而激发广大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

引导妇女解放运动向深层次发展。蔡特金将《平

等报》作为教育、鼓动、引导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

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宣传工具和领导无产阶级妇

女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平等报》创立伊始，蔡特

金就明确指出，《平等报》的定位是无产阶级性质

的，面向先进的无产者，通过教育和启发劳动妇

女成为目标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核心原则

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保

护劳动妇女不受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的侵蚀。同

时，蔡特金认为，《平等报》也是反对修正主义、反
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在《平等报》之

后，蔡特金还担任过《莱比锡人民报》的妇女副刊

编辑、德国共产党妇女刊物《女共产党人》以及共

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妇女月

刊》的主编。此外，作报告和进行演说也是蔡特

金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妇女教育和鼓动的主要手

段，以此来传递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革命原则，

唤醒其自我解放意识。

另一方面，需要有成熟的国际妇女组织和领

导机构来联系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各国妇女

力量，通过制定统一的纲领性文件、统一的革命

原则、统一的行动策略，在深入推进无产阶级妇

女解放运动的同时，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

展。在蔡特金等人的努力下，国际妇女书记处建

立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有了一个专门

的机构和组织来直接领导。事实也证明，正是因

为国际妇女书记处对广大劳动妇女的组织与动

员，各国的妇女运动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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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度。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第二国际分裂，共产国际作为其对

立物成立，蔡特金开始领导共产主义妇女运动，

她一再强调建立从属于共产国际或各国共产党

的领导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专门机构的极端重

要性，勾勒出了一个国际妇女组织和领导机构的

大致轮廓，并不断细化具体的组织和领导。
( 三) 积极开展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改良

主义的斗争

蔡特金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

创造性发展体现在她根本区别了妇女阵营中的

两大对立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调无产

阶级妇女运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抵制资产

阶级女权运动的影响，反对改良主义倾向。

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兴起以前，欧洲范围内

流行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它仅仅诉诸于

打破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具有浓厚的改良

主义色彩。对此蔡特金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妇女运动之间在争取男女平等等一些方面

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无产阶级妇

女解放运动是革命而非改良的，是要在变革社会

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解放，这一点就与资产

阶级女权运动存在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制度

不可能真正保障广大妇女享有一切平等而充分

的权利与自由，只能是用表面上的政治平等掩盖

实质上的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针对德国资产

阶级女权主义者起草的《女权请愿书》，蔡特金写

了《关于女权请愿书》。她指出，请愿书只是一般

性地提出妇女要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与权利，但

却没有强烈要求议会通过实现妇女这些权利的

法案的意志。这种单单对集会和结社权利的乞

求并不是无产阶级妇女的性格、原则和立场，无

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实质在于它是无产

阶级运动，因此，即便请愿书与无产阶级妇女的

某些要求相符，但是无产阶级妇女也绝不能在请

愿书上签字。蔡特金的《关于女权请愿书》在《前

进报》上刊登后，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和支

持。

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发展进程中，其除了受

到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挑战外，还遭到了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部改良主义倾向的影响和干扰。蔡

特金并不反对和否定改良，认为改良对于争取无

产阶级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觉悟是有益的，但她

强调争取改良的必要前提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

不能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不能用它代替无

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改良所取

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妇女的根本要求。在这方面，蔡特金主要利用

舆论阵地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引导和教育，使广

大妇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力求清除党

内的错误观点和改良主义倾向。

四、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当代启示

蔡特金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

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蔡特金妇女

解放思想的价值从未终止于历史，而是实现了超

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妇女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我国仍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都有待进一步

完善与健全，仍然存在有碍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

因素。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

展，各类文化激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风靡，带来

了思想的混乱。针对妇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妇女理论的个别结论没能正确指导实践抑或是

走了弯路，有些人就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过时”了。蔡特金妇女解放理论对于我国

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

问题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实践指导

力，对顺利开展妇女工作、清除现阶段存在的一

系列妇女问题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 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在蔡特金看来，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

源，私有制的消亡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因此，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实现。
2013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我们党“领导我

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

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

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正确道路。”［5］这一论断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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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必

要意义和重要价值，这既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也是广大中国妇女群众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从中国妇女建设事

业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妇女运动发展的基本规

律，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起

来。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

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结合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来开展妇女工

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发挥劳动妇女的

伟大作用。
( 二)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蔡特金站在她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妇女解放

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阐述与总结，实现了对马克

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妇女工作和妇女事

业的发展作了一系列深刻论述，提出了诸多新观

点、新论断、新目标、新要求，推动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新时代中国

妇女事业创新发展的思想武器。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妇女建设实践和时代

的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不是封闭、

僵化、停滞的，而是开放、创新、发展的，它深刻把

握和揭示了立足中国实际的妇女发展的内在规

律，表明我国现阶段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时代主题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本质特征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战略目标是实现男女

平等; 基本路径是推动妇女全面参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中国妇女运动

和妇女事业发展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为鲜

明的中国特色。
( 三) 推进被赋予新时代内涵的男女平等事

业发展

“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6］习近平

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

谈道:“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

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5］，从

权利的平等、集会的平等、结果的平等三个层面

丰富了新时代推进男女平等事业的内涵。在蔡

特金看来，只有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等领域的平等，实现妇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

终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上述“三个平等”，可以说

是实现妇女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为了

推进新时代男女平等事业，就要进一步切实推进

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建设，有效提升妇女社会地

位; 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政治建设，积极保

障妇女权益; 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文化建

设，引领妇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

积极作用; 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建设，

努力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推进妇女

全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妇女发展的生

态环境。“事实表明，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我们

付出巨大努力。我们要不懈努力，为妇女事业发

展开辟广阔道路。”［6］

( 四) 加强妇女工作和妇联组织建设

蔡特金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需要

有成熟的妇女机构组织和领导。在我国，妇联是

团结教育广大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推进妇

女解放事业健康发展的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工

作和妇联组织建设，指出: “做好党的妇女工作，

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关

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

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5］，并就我

国妇联的地位作用、当代使命、工作要求、目标任

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充分凸显了中国

在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关键节点上做好党的妇女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

“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7］

“要通过立体化、多层面的组织体系最广泛地把

广大妇女吸引过来、凝聚起来”［5］，不断改善和加

强党对妇女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妇联

的积极作用，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 五) 发挥新时代妇女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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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特金的妇女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了妇女在革命

和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妇女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度评

价，他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 “妇女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重要力 量。没 有 妇 女，就 没 有 人 类，就 没 有 社

会。”［6］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 “我们要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

梦想启航的地方。”［8］基于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

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注重发挥妇女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

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

独特作用。这并非刻意强化妇女的传统家庭角

色，而是充分重视和认可妇女对于家庭生活、家

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力量。他主张两

性平等，强调“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

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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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tkin's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ENG Z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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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women's emancipation is a topic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As the initiator and famous leader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combining Marx's class
standpoint and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Klara Zetkin elaborates views on women's emancipation with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viewpoints and methods，demonstrates the conditions of women's emancipation，the
program of action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the paths of women's emancipation，the systematic，helps to
shape logical and clear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finally enriches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Marx's
women's liberation．The value of Zetkin's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never ends in histor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ause in the new era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Klara Zetkin; women's emancip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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