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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联组织的历史实践、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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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性别关系处在性别意识与本土实践的强大张力之中。妇女组织在历经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共产党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历史发展阶段后，新时期妇联

组织存在“政治性”凸出、妇女问题“政治化”趋向、妇女工作性别“隔离”取向等问题，我们需要推动妇联组织的

“社会化”与“去性别化”、妇女问题“去政治化”、妇女权益保障责任“清晰化”、家庭事务“模糊化”，并以此努力影

响与改造男性，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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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性别场域下，性别关系处在性

别意识与本土实践的强大张力之中。从传统社

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性别关系经历了传

统伦理范式、集体主义范式、市场经济范式和后

现代范式四个时期。在传统儒家伦理规训下，中

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

模式，塑造了贤妻良母的家庭女性形象。随着妇

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政治口号被用来解构传统的性别关系，颠覆传

统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与此同时，

也用阶级斗争掩盖了性别关系。到了计划经济

和市场经济时期，女性被商业文化利用而迅速被

收编为欲望化的主体，被塑造为劳动者和消费

者，被鼓励从事以往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新时

期以来，性别意识继续从传统的牢笼中解放出

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先后

兴起使得性别关系平等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

发展。

作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组织，妇联

有着有别于西方妇女组织的特点，在本土实践

中，逐渐实现了从政治性部门向女性组织的转

变，从妇女运动向妇女发展的转变，从妇女解放

向社会性别平等与社会福利的转变，从妇女运动

与妇女发展向“保护妇女的生活福利”的转变［1］。

作为嵌入于历史时代背景的妇联组织，其转型也

在深刻地影响着性别关系。比如，在妇女解放运

动时期，妇联推动了《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出

台，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性别分工中解放出来，并

延伸到社区和农村，形成了社区妇联组织和农村

妇联组织等基层组织。随着西方性别解放思潮

的影响和激进女权主义的兴起，对性别平等关系

矫枉过正，使得在部分妇联组织中出现了妇女工

作性别“隔离化”“政治化”等问题，影响了婚姻家

庭和性别关系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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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妇联组织在处理性别关系时，应致力

于促进男女平等，而在本土实践中，往往是注重

“妇”而缺乏“联”，过多地强调妇女的权益，而相

对忽略了对男性权益的关注与保护，无益于平等

性别关系的构建。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妇联组织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逻辑，探讨妇联转型的路

向性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妇女组织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国内各种反封建主义运

动兴起，爱国主义情怀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空前

高涨。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解放对于

反抗封建主义传统和集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

日益引起关注，《新青年》上刊发了中华女界联合

会的改造宣言，“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

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的奋

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2］。1922 年以后的几年

间，中国共产党制定并通过了《对于妇女运动之

议决案》，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劳

动解放运动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3］。同时，在组

织领导层面，中共中央于 1922 年设置了妇女部，

并逐步在全国 8 个省 300 个县的范围内普遍建立

了妇女解放取向的妇女部、妇女工作委员会、妇

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及女工农妇代表会［4］。在不

同的解放区也成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妇女组织。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

期妇女组织，其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妇女解放运动同反抗封建主义运动相

结合。这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捆

绑在 一 起，共 同 形 成 了 妇 女 解 放 运 动 的 图 景。

1925 年发布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描绘

道:“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

的被压迫民族之中，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

阀的宰割。”在 1939 年发布的《中央妇委关于目

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将妇女

解放运动置身于抗战建国的巨大洪流中，“在坚

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 动员与组织更

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如果

把妇女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结合作为思想指导层

面的话，那么，具体实践层面则主要是妇女解放

同劳动生产的珠联璧合。在 1943 年发布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

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就明确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

的妇女工作核心任务。

第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妇女早期联合组

织。1922 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妇女部，1928 年通过

的妇女运动议决案中要求“自中央直至支部，必

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

女委员会”，而且要求在农民组织中也要建立妇

女委员会［3］。在 1948 年发布的《关于目前解放

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妇女代表会议

是更广泛、更民主地联系妇女群众的最好的组织

形式，各地各级均应有此种组织。”可见，新中国

成立前，自上而下的早期妇女组织逐渐铺开，形

式也不断丰富完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计划经济时

期的妇女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进一步强化了

对妇女组织的顶层设计，一股自上而下的妇女组

织建设热浪扑面而来。1949 年成立了真正意义

上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

联合会。并于第一次全国妇代会上发布了《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将妇联定位为“争取废除

对妇女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

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

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妇女组织不同的是: 此时的妇联作为妇女组织

的政治性明显加强，妇女解放运动同国家政治运

动联系起来，将消灭封建残余思想作为解放妇女

的必由之路。如 195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旨在建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

平等的婚姻制度，并将这种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婚

姻制度的有力武器。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解

放又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再次

联姻，在第二次全国妇代会上，妇联的中心任务

调整为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

·55·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国家建设［1］。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妇联的发

展呈现出如下两大特点:

第一，妇女解放同国家政治运动结合起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将妇女解放运动

与继续反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到与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建设相联结，妇联作为发动妇女的一个政

治性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执

行者和得力助手［5］，妇联工作的政治化、组织化

特征凸出，保护妇女权益被置于较低层次，远没

有达到争取妇女权益的层面［6］。

第二，性别平等意识初露端倪。无论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妇

女解放运动的政治色彩浓重，以争取和维护妇女

权益为出发点的工作模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

不可否认的是，较之之前松散的妇女组织，这个

时期的妇联已经从结构发展、法规建设等层面开

始探索构建性别平等意识。如前面提到的《婚

姻法》的颁布和妇联章程的出台，均出现了意欲

实现性别平等的美好愿景，将性别平等意识的

追逐藏 匿 在 推 动 国 家 政 治 运 动 的 历 史 背 景 之

后。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妇联组织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妇联组织也进入了全面转

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如何处理国家、市

场和妇女的关系成为这个时期妇女工作的核心

问题。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寻求妇女发展成

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6］。1990 年，国务院妇女

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妇联组织建设进入

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妇联组织的性

质由单纯的“群团组织”转变为兼具“群团组织”

与“国务院行政议事、协调”双重身份的机构，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1］。

市场经济时期，妇联组织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特

点:

第一，妇女解放运动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设。这一时期的妇联组织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维护妇

女利益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6］。

1978 年，第四次全国妇代会工作报告确立了妇女

解放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把妇联组

织定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勤兵”［1］。在

之后的全国妇代会上，均把妇女工作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作为会议主题，通过提高妇女

素质解决妇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第十一

次全国妇代会上，更是明确提出了妇联组织的

“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的新职能。

第二，性别平等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实

践的长足发展。1988 年，第六次全国妇代会就妇

联的基本职能作了进一步明确，指出: “妇联应代

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把妇联重

新定义为具有女权主义性质的团体［7］。1993 年

第七次全国妇代会将“大力提高妇女素质，依法

维护妇女权益，全面提高妇女地位，以行动谋求

平等和发展”作为新时期妇女运动的内容。1998

年第八次全国妇代会进一步将贯彻落实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作为到 2010 年妇女发展的总目标。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性别平等

进入了具体实践阶段，妇联在广泛参与中实现了

妇女的进步。

第三，妇联组织实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的

转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城乡经济体

制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导致的妇女就业、收入

水平与 婚 姻 家 庭 等 社 会 结 构 紧 张 关 系 大 量 涌

现［1］，妇女问题被定义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议

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妇代会上将发展妇女儿童

事业、解决婚姻家庭矛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等社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第七次妇代会也

明确要求“各级妇联要在改革中探索群众化、社

会化的工作方法”，并印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指导性文件，工作

范式实现了从“妇女儿童工作”到“妇女儿童发

展”范式的转变［1］。与此同时，妇联组织的角色

也实现了从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向呼吁社会关注

妇女的转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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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期妇联组织存在的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妇联组织的雏形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联组织的建立，再到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它的发展壮大，可以清

晰地发现，妇联的发展总是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

合，妇女的解放被裹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潮流

中，具有独特的历史时代特性。在新时期，随着

妇女群体的日益分化、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兴

起，妇联组织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出。

第一，妇联组织“政治性”属性凸出。纵观国

内妇联组织的发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松散的妇女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的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再到更名为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妇联一直以国家行政组织的角色呈

现，“政治性”属性凸出，尽管在市场经济时期其

性质逐步转变成为非政府组织，但政治性色彩依

然浓重，妇联工作的内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均

是围绕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工具性职能，

而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属性始终处于弱化地

位，从“解放妇女”到“劳动妇女”，再到“消费妇

女”，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妇女群体的需求日益多

元化、多样化，妇女问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而

一致性较强的妇联组织治理手段针对性较弱，不

利于妇女群体诉求的有效解决。

第二，妇女问题存在“政治化”趋向。有别于

国外自下而上发动的妇女组织工作，国内无论从

妇联组织的建立，还是从妇女工作的开展，均形

成了自上而下的生成模式和工作模式。在工作

内容上，从最初的反对封建主义传统，到后来的

同国家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建设相结合，均将妇

女解放作为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政

治工具。无论在妇联组织定位还是国家实践上，

都有较强的政治性色彩，在处理妇女问题时有较

强的“政治化”趋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

期，虽然妇联组织实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的转

型，但处理妇女问题时的路径依赖明显，妇女问

题政治化而非社会化的问题依然突出。

第三，妇女工作有性别“隔离化”取向。从妇

联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性别平等实现了从意

识形态到政策实践的缓慢嵌入，并在反抗封建主

义传统、推动国家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得

以推进，形成了包括《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婚姻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有益的国家尝

试。但妇联组织成员多由女性组成，很少有男性

加入，且妇联的主要领导清一色由女性担任，使

得妇联所维护的不仅是女性利益，而且妇联也变

成了纯粹的女性成员组织，将男性排除在了政策

和制度制定之外，不利于性别平等和两性关系的

和谐。

五、新时期妇联组织发展的路径建议

如前所述，新时期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在消

费主义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催化下，妇联开展妇

女工作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不仅不利于女性的

发展，更不利于性别关系和婚姻家庭的和谐，需

要在推动“社会化”“去政治化”和性别平等实践

等方面不断努力。

第一，妇联组织的“社会化”。前已述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妇女群体的内

部分化更加剧烈，传统的“政治性”属性较强的妇

联组织已无法满足妇女日益多样和复杂的需求，

不同妇女群体的自我意识有较大增强，但又不完

全同步，谋独立、求发展的主动性显著增强，但又

存在较大差距［8］。在此情形下，构建“社会化”的

妇联组织已迫在眉睫。要逐步建立多元性妇联

组织，针对不同利益群体逐步建立如农村妇联组

织、基层社区妇联组织、医院妇联组织、学校妇联

组织等多元组织，开展独具特色的妇女工作。同

时，要根据多样性的工作内容，及时调整工作重

点、思路和方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多样需求。

第二，妇联组织的“去性别化”。男性与女性

的思维方式不完全相同。男女在很多问题上的

认识差异有些是源自于性别歧视，有些是源自于

男女间沟通交流不够。在性别隔离逐渐消解与

性别融合不断增进的今天，单一性别组织本身导

致的事实上的性别隔离，不仅不利于男女两性取

长补短，而且不利于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要意

·75·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识到妇联不仅仅是做妇女工作的，也是做家庭工

作的，还是做与女性相关联的工作的。因此，要

对妇联组织进行去“性别化”改造，努力吸引男性

加盟妇联组织，特别是在妇联领导职位上要配备

男性领导干部，努力改变目前妇联领导干部清一

色女性的状况。

第三，妇女问题的“去政治化”。妇联组织孕

育于早期的共产党妇女组织，历经国家政治运动

时期和经济建设阶段，在处理妇女问题时存在

“政治化”趋向，将妇女问题界定为政治问题，而

在消费主义和新技术革命的催化下，这种粗犷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给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和谐

带来了阵痛。新时期妇联组织在处理妇女问题

时要树立性别平等意识，尊重不同性别的合法权

益，实现男女双方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要做

好处理问题的有序“入场”，在调节婚姻家庭和性

别关系矛盾时，放弃妇女问题“政治化”处理的立

场，以协调解决男女双方的诉求和矛盾。

第四，妇女权益保障责任的“清晰化”。性别

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不仅牵涉到男性，更牵涉到

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在内的多个责任主

体，因而需要明晰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

在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责任定位与

责任边界。妇联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维

护工作中不仅要敦促男性、用人单位等履行相应

的责任，更要进行政策倡导，努力推动国家尽责，

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是建立在国家尽责的基础之

上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需要国家财政来保

障，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妇女权益维护中类似的

“国家请客，企业买单”等现象，应该尽早走向终

结。

例如，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在妇女

生育中的责任定位与责任边界问题。把生育与

养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国家与社会，或者完全推给

家庭与个人，实际上都是不合适的。生育的受益

者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与宏观层面的国家。

本着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家庭与政府都应该承

担在妇女生育与养育方面应尽的责任。而市场

恰恰因女性生育而受损，要求市场承担部分生育

与养育的责任是不合适的。国家通过公权力把

生育与养育的部分责任转嫁给用人单位特别是

企业也是不合适的。中国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

临的各种歧视部分带有制度构建的成分，如果女

性权益保障方面的国家责任继续缺位的话，性别

歧视现状将难以改变。

第五，家庭事务的“模糊化”。婚姻与家庭属

于“私领域”。家庭内部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讲

理的地方，而是一个讲情的地方。因此，婚姻与

家庭内部的很多事情不能分得太清楚，更不能斤

斤计较，而是要模糊化处理。目前，有学者反复

量化并不断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贡献，暂且不论这

些结果的科学性，笔者也不否认女性对家庭的巨

大贡献，但仅就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而言这可能会

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两性之间要更多地

相互理解与支持，而不是相互指责与埋怨，只有

这样，才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第六，性别平等的工作重点同时影响男性和

女性。男女平等的过程实际上是男女不平等状

况被打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的权力与权

利在某种程度上被消减，同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

包括育儿与家务劳动在内的责任等，这自然会遭

致部分男性或明或暗的抵制，而女性的权力与权

利却在不断增长，自然地会受到女性的欢迎。因

此，男女在性别平等促进中的态度不完全相同，

男性可能相对消极，而女性则可能相对积极。鉴

于男性在当今世界上仍处于主导地位的客观现

实，妇联在促进男女平等工作中，不仅要去努力

影响与改造女性，更要积极地去影响与改造男

性，只有男性在思想上认同并在实践上践行性别

平等，男女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第七，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式。传统

的妇女工作有着女性弱势地位的理论预设，长期

以来形成了保护女性而非维护性别平等的实践

范式，随着性别意识的觉醒，这种传统的“性别隔

离”的工作手段影响了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和

谐。新时期妇联工作应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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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新制度建设，明确国家在性别平等关系构

建中的责任，为推进性别平等建设提供必要的人

力保障、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组织

结构转型，实现从“妇联”到“男女共联”的转变。

传统纯女性组织的“妇联”往往将男性排除在政

策和制度制定之外，不利于建立全面的维护性别

平等和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的政策制度，因而应当

吸纳更多的男性加入妇联组织，强化不同性别群

体在政策和制度制定过程中的互通有无、互补交

流，在男女共联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和政策建

设。要将男性与女性的解放共同纳入性别平等

的实践之中，要实现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的共生

共荣，在社会政策、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不断推

动性别关系的平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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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Practice，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XIN Ye，CHEN You－hua
(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the gender relationship is under the powerful tens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localized practi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he period of
early Chinese women's organizationof Communist Party，the initial period of China's foundation and planned e-
conomy，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is paper finds that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is
facing problems of overemphasis on“political nature”，“politicization”of women issues，“gender segregation”
of women's work．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al“sociali-
zation”，“de－politicization”of women issues，and to construct a practice model of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gender relations; problem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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