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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华早期传播与
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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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定义了妇女，并

指出了妇女解放必须要与无产阶级解放相联系，这一科学理论能在华成功传播是历史的必然，

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历

史成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并为后

来中共开展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对妇女的革命热情起到了激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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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PC’s“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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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redefines wome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points out that women’s liberation must be linked to proletarian emancipation．
The successful dissemination of this scientific theory in China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in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Second National Congress”of the CCP，a series of
women’s work was initially carried out，and a certain historical achievement was achieved． It proves the scienti-
fic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and
provides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carried out by the CCP，which has stimulated the
women＇s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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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社
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与

概括，进而构建起无产阶级政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

的基本理论。”［1］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的起源和在华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

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体系建构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中

共早期开展的妇女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的认知与实践方式及其意义的研究并不深入。
本文试图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随着中共

“二大”前后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而传播的历史过



程，对早期中共对这一科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过程

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

及其在华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 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

1． 妇女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妇女一般泛指

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一个性别概念。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的妇女具有独特的阶级性意义，区别于资

产阶级女权主义将“争取法律对女性参与社会权

利的认可”作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2］，马克思主义

不仅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作

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旧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被重视

和保护的地位的实际情况，并认识到了妇女与男性

因自然性别不同而带来的各种特殊性，更通过阶级

的眼光分析这一群体，从而对妇女的概念进行了超

越性别化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妇女在观念

上的“去工具化”。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把自己

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而“问题正在于

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3］在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妇女实质上被视作了工厂或

家庭中的工具，随着劳动力的盈缺情况变化而被要

求在工厂工人和家庭保姆间转换角色，而资产阶级

女权主义思想只笼统地将处于这种处境的妇女当

成了缺乏合理报酬和合法保障的性别群体，却没认

识到无论怎么要求保障妇女的利益，在观念上也改

变不了妇女被视作“工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以

阶级分析法在观念上对妇女进行了“去工具化”理

解，将妇女的解放视作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

展”目标的内容之一，从而对妇女的地位进行了阶

级化诠释。基于性别特征而进行群体区分，而又超

越性别特征分析妇女这一被奴役压迫的群体，从阶

级观点诠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的妇女，是马克思主

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显著特点。
2． 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道

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

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

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将妇女的解

放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

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性质的判断向来是与阶级分析法分不开的，正是这

种坚持以阶级分析法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

将目光局限在妇女自身，而更进一步将妇女的前途

命运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从而使得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除了具有科学性和进步的

文明性，也具有了历史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特点。“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只可能、同时也必须

寄寓于以推翻阶级压迫、进而推翻一切形式的压迫

为目标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5］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的群体目标

和全人类解放的宏伟理想结合起来，认为使妇女不

受奴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而

要依靠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换言之，妇女解

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

程即是妇女逐步得到解放的历史进程。
3．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

度。妇女群体在数量上是人类的一半，因此妇女解

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妇女解放的程

度也就成为了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一方面，

人类的解放过程不是被剥削的男性获得解放的过

程，妇女的参与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

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

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6］343 正如马克思所说，“没

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

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

来精准地衡量。”［6］59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是普遍解

放内容的重要部分，人类普遍解放必然意味着妇女

得到解放，两者并不存在一个谁先谁后的关系，而

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历史过程。因此，妇女解放的程

度也是人类普遍解放的程度，这“两个程度”实质

上并无不同，两者存在性质上的共同性和时间上的

同步性，从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精确地看出普遍解

放的程度。
( 二)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

播的历史条件

1．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理论的早期传播的国际背景。十月革命之后，共产

国际在莫斯科开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
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向警予、杨子烈等

中共妇女干部在这些学校中系统学习到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这一科学理论的在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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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翻译了一批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列宁的

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中国社会得以广泛接触到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2．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以后，工

人阶级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为争取“从

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合理诉求而开展了大规

模的罢工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列罢工运动中

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争取全民族解放成为

了中共的目标之一，妇女解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共

的推动下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3． 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是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理

论的传播介质是文字和语言，而利用介质的人会因

自身的信仰喜好对多种理论进行有选择的传播介

绍，并可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而提出创造性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下

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

主体作用。李大钊在向国内介绍布尔什维克时，指

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对于妇女问题的主张: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

该组入一个联合”［7］; 毛泽东接连发表十篇文章从

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赵五贞自杀事件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利用各种社团创

办的刊物，研究宣传新思想，进行社会调查，进行新

村实验与互助生活的尝试”［8］。这一切，都为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推动作用。
4． 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早期传播的现实动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

而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被压迫的妇女群体选择这一

科学理论的现实动力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

的，还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理论。1923 年的《中国

国民党宣言》也提出过: “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

平等，并辅助其均等的发展。”［9］但是归根结底，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女权运

动所能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正如陈旭麓指出的

那样，“以超前愿望规划的改造中国的行动，没有

一次不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面前碰壁”，可以

说，“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

制了主观愿望。”［10］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

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已被证明不适合中国革命的

实际需要，而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

革命的潮流从俄国席卷至中国的时刻，中国革命必

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倡导妇女解放要

与无产阶级解放一起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理论的传播明显地表现出了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

的契合性。
( 三)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

播的历史历程

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

广泛传播。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已经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了，但相关

的译作太少、影响力太小，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大量

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被译介到中国时，这一科学

理论才被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妇

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不仅表现在相关的作品被

翻译介绍，更表现在国内的知识份子开始自觉地以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思想武器，抨击封建主

义妇女观、分析社会妇女问题、倡议保护妇女权益。

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向警予等纷纷撰写和发表文

章，提出关于妇女问题的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
2．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共成立到中

共“二大”前后被正式认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就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制

定了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事实上确认

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开展妇女

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上，妇女部在中共“二大”

上被设立，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具体指导; 理论上，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分析了妇女解放的重要

性，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目标; 实践上，中共组织领导

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如女工罢工运动等。这一切

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成为了中国共

产党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在这一时期被正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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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的

初步开展

( 一) 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理论探索

1．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视角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中共“二大”前后党开展

的一系列妇女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妇女问题实际相结合

的过程，从理论发展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从长期历史中妇女地位

的演进过程来看，不同阶段的社会妇女观具备不

同特征，总体上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体现出其内涵

中的文明的进步。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制

社会，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女性

经历了从地位至高无上到地位逐渐低于男性，再

到受到“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的束缚的过程。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变革期，制度的剧变

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广大妇女从奴性中逐渐觉醒，

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建构与宣

传者，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封建社会

的腐朽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质问，提出了一系列

要求保障妇女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权益的主张。
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

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

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1］而在资本主义剥

削制度之下，妇女是无法真正成为自由的生产者

的。中共“二大”的宣言中表达了希望能渐次达到

共产主义的宏远目标，而这个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

过程，就是私有制逐渐被废除、一切剥削和压迫都

逐渐消失的过程，自然也就涵盖了妇女逐渐得到真

正解放的过程。
2． 从横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论证了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可行性。在五四运动到

中共“二大”召开前后，中国社会上充盈着各种为

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而呼吁的声音，其中很大一部

分是涉及到了妇女的教育、经济和婚姻等具体问题

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女权活动家们为争取参政权

力而奔走努力的事件，但都没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

的结果。1921 年 2 月，广东女界联合会的妇女代

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国会，要求将妇女参政

条款写入省立宪法，保守的议员冯和清与林超南以

拳锤桌，大声斥责妇女们是自找麻烦，并向妇女们

扔墨水瓶以示恐吓，引发了一阵混乱，导致了多名

妇女代表受伤，一位叫曾素贤的妇女代表被椅子砸

中后不省人事。这一事件证明，把中国看作一个孤

立的社会，而不考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

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仅要想通过递交

请愿书、由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由上而下的政

策改革来推动妇女解放是不现实的。
( 二) 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实践探索

1． 设立妇女部，推动建立妇女解放联合路线。
中共“二大”的宣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

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

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

的联合战线”［12］115，以期实现工人和农民阶级的解

放，而妇女解放是这一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立妇女解放联合战线的前提是妇女群体自身成为

一个团结的可以被联合的群体。中央层面设立妇

女部是中共为领导妇女运动而进行的一个开创性

举措。封建主义制度下，保障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

统治者考虑的内容; 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

中国，妇女平等的口号虽然被有所提及，但资产阶

级政府并不能制定真正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

度。正如列宁所说:“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而不

把妇女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是不行的。”［6］315 在此

情况下，中共“二大”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的指导下专门设立了中央妇女部，任命向警予为部

长，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向警予 1922 年于

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中被选为中央

委员，她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女性中央委员，作为中

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妇女

工作，促进了妇女群体的团结。根据海伦·福特斯

·斯诺的调查，“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

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一些小型的

非政治性的资产阶级组织，例如基督教女青年会、
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联盟和一个节育联合会。”［13］

2． 开设女校，致力提高妇女马克思主义知识素

养。开设平民女校是中共“二大”前后的妇女工作

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二大”呼吁，要“废除一切

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
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2］13，但是，“就是全

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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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

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12］88

1922 年 2 月，上海平民女校在中共以上海女界联

合会的名义下创办，二十多名学生在学校中学习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学校

新思想的环境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

学习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

路，有的后来成为党的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14］。
出于各种原因，平民女校仅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

间，但其开创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办学培养妇女

干部，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经

验。”［15］并且，女校短暂存在的时间段里，也培养出

了一批具有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妇女

人才。
3． 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中共“二大”提出了要响应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

中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

一栏”［12］88 － 89的决议，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周报特

别开设了妇女专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声援各地的妇女运动。另外，早在 1921 年 12
月 10 日，中共就以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

《妇女声》杂志，中共的核心成员如陈独秀、李达等

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妇女声》
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达直接领导，以妇

女“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为标语，公

开宣称，妇女群体“应当抛弃过去的消极主义，鼓

起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精神，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

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

压迫。”［16］28《妇女声》于二大闭幕后不久停刊，但

共产党人并未就此停止为妇女解放而发声，其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主张言论在《新民意报》的

《女星》附刊、《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和《妇女

周报》附刊上均不断发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的社会影响。
4． 组织罢工运动，唤醒女工的阶级自觉意识。

在小农经济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帝国主义资本侵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稍有发展的境地中，中国面

临内忧外患，农民阶级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的一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了男女

同为工厂做工、一齐被工厂主剥削的状态，为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尊严目标的争取，中

国出现了若干次中共领导下的规模较大、影响深远

的罢工潮，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

工等，女工罢工也是罢工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1922 年上海日华纺织工人罢工中，据报道，“生手

女工颇有烦言”、“各部男女工人大愤”［16］37，均体

现了妇女对封建主义妇女观的唾弃和为追求自身

社会地位的合理认可的渴望。中共“二大”提出了

要倡导“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

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

绝对自由”［12］116。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爆发了

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等一系

列的罢工运动，这些罢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工认

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性，并鼓舞了她们为争取

自身解放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

传播与二大前后中共妇女工作的初步

开展的意义

1． 对古代中国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历史批

判。封建主义妇女观，是封建社会中将女性视为男

性的附庸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歧视和剥

削女性的腐朽思想观念，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

长期流行。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继承家产的经

济权利，也没有受教育和参政的政治权利，只能沦

为男性的奴隶，被视为可以随意赠送的器物和给男

子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帝国主义资本入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

发展，在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妇女不得不

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被资本家剥削。而接受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共因此主张“打破旧社

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2］88。封建主义妇女观中

的妇女并不被视作与男子平等的“人”，更多地被

认为是“牛马”，在法律层面，女性是男性的附属

品，在道德层面，“男尊女卑”被认为是绝对的铁

律。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传入中国，要

求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保障妇女与男性平等

的社会地位，对古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

完全的批判，初步重构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导

向为基础的妇女观体系。
2． 为日后中共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

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一方面是自戊戌变

法时期起的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参政权利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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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女权运动的延续和升华，一方面也是近代广

泛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肇始。江泽民概括近代

妇女运动时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

自己艰难而光荣的历程。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思想的传入，它曾一度在我国近代迸发出几束耀眼

的光芒，但很快就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

失败而归于低沉。只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

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

时候，才蓬勃发展，一往直前。”［17］近代中国的妇女

运动自维新变法时期就已零星出现，辛亥革命后，

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中具有相当

知识水平的妇女纷纷提出了要求妇女获得参政权

的主张，但其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得到充分实践。随着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初步传播，中共“二大”
前后党开展了一系列妇女运动，并在全国各个城市

集合包括妇女参政同盟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

盟”，使得“除了以往的中上层知识妇女外，小知识

分子女性和广大的劳工妇女也加入了革命，从而形

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全民性的妇女解放运动。”［18］

3． 对妇女群体的革命热情起到了激发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妇女群体即使意识到了自身受到奴

役和压迫的事实，并做出了一些局部的反抗运动，

但总体来看，妇女群体在未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只简单地为争取某些妇女权利进行碎片式发声时，

妇女群体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群体，没有坚强有力的

领导者，自然也无法取得预期的理想结果。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放到了阶级解放的

内容中，因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在最先进

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妇女群体才能伴随着

社会的进步而得到真正的解放。正如向警予所说，

“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

动; 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9］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初步传播，激发了一部分妇女的革命热情，

从而使她们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的妇

女运动。根据向警予的调查统计，1922 年，“女工罢

工的工厂共六十余个，罢工人数三万余，罢工次数十

八次”［16］89，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妇女群

体中得以贯彻实践的具象表现。在这之后，妇女群

体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参政热情也不断提高，为中

共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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