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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妇女解放”口号的感召下，新中国女性成为阅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通过对 1949-
1956 年间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女性的阅读动机和阅读特点，分析女性阅读对新
中国女性自身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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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各阶层民众的阅读热情

都非常高涨。 在“妇女解放”口号的感召下，新中国女

性积极投入到各类阅读活动中。 为什么新中国初期

的中国女性热衷于阅读？ 她们阅读什么？ 怎样阅读？
阅读给新中国女性群体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 笔者对 1949-1956 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以期通过文献所传递的信息，管窥新

中国初期女性阅读的特点以及女性阅读对中国女性

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重要影响。
一、新中国的全民阅读

关于什么是阅读， 王余光先生给出了这样的定

义：阅读是阅读主体（读者）与文本（可以是一本书，
也可以是整个宇宙）相互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

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种体现 [1]。 由此可以看出，在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人们阅读的文本除了书籍

等印刷文本之外， 还有更为丰富的形式。 张仲民认

为，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

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图片等静态的书

写或印刷的形式,还可以包括声像材料如唱片、电影、
电视节目等，因为从阅读的本质和效果上看，阅读书

写文本和阅读声像文本所达到的效果， 实际上没有

太大区别[2]。 “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
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所处。 我们阅读以求得了解或

是开窍”，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认为，自身和世界都

是人类阅读的文本[3]。 根据以上学者对阅读文本的理

解，本文在论及新中国的阅读活动时，关注点为广义

的阅读行为，印刷文本、声像文本、实物文本等都属

本文考察的阅读文本范围。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

迫切希望借助于阅读推广工作， 向各阶层民众宣传

和解释国家政策以提升其对国家政策法规的理解力

和执行力， 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水

平，动员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

国民众也希望通过阅读更准确地了解新中国的时事

和政策，加强思想理论学习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学习科学技术以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 处于这样一

个新时代， 几乎人人都在自觉地更新旧知和学习新

知，新中国出现了人人阅读的场景。
（一）阅读书刊文本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重视书刊发行工作，
将其视为人民了解人民政府、 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学

习各地工作经验、反映意见和要求的一个重要平台[4]。
新中国初期书刊的出版量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1953
年，全国出版图书 18200 余种 74830 余万册，是 1950
年的 150%，约等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数字最高年

份 1936 年的四倍多[5]。 1956 年，全国图书发行 148 亿

册，销售金额 30189 万元，比 1952 年册数增长 90.6%，
金额增长 126.2%[6]。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初期，无论

是图书出版发行，还是图书购买和阅读量，都呈现出

逐年递增的趋势。 当时的读者热衷于阅读马列著作，
1949 年到 1956 年间， 马恩列斯著作共出版 241 种，
印行 2700 多万册， 毛泽东著作共出版 48 种， 印行

6200 多万册[7]。此外，生产技术类图书、政策宣传类通

俗图书、 文学艺术类图书和苏联图书也深受读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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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1953 年， 自 然 科 学 和 生 产 技 术 类 图 书 印 数 达

3900 余种 2950 余万册，通俗类图书 7300 多万册，文

学艺术图书 7000 多万册，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书籍

5100 余种[8]。 优秀文学作品深受读者欢迎，作品印数

动辄数十万册，《保卫延安》80 万册，《高玉宝》77 万

册，《三里湾》60 万册，《三千里江山》39 万册，《谁是

最可爱的人》28 万册。 《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

梦》、《西游记》、《儒林外史》 等 5 部古典文学名著自

1952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以来，不断再版，
到 1956 年底，发行总量累计达 129.1 万部[9]。 图书出

版以外，报纸期刊的发行量也逐年提升，1954 年各类

期刊共计 288 种， 一期发行总份数在 1100 万册以

上，其 中《学 习》杂 志 一 期 发 行 份 数 为 104 万 余 册，
《中国青年》140 余万册，《时事手册》110 余万册，《人

民日报》55 万余份 [10]。 上述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书刊的发行量逐年提升，民众对书刊的阅读

热情相当高涨，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新中国各阶层

民众的阅读状态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二）阅读声像文本

新中国成立时， 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

高，当时全国总人口为 5.5 亿，其中 80%以上是文盲，
农村的文盲率高达 95%以上[11]。 在国民文化素质普遍

低下的情况下，要让大部分中国人了解国家新政策新

法规，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光靠书刊文本的阅读推广

是远远不够的， 民众阅读的文本必须多样化和通俗

化。为了配合政策宣传和科学教育，新中国的幻灯、电

影、戏剧、大会、展览等声像文本和实物文本大量涌

现，成为印刷文本的必要补充。 据统计，1951 年，全国

各地共有 9943 架幻灯机，约 8000 万城乡居民观看了

幻灯[12]。 新中国初期，大批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

国家的电影在中国译制发行，同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还倾力打造了一批以《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

英雄传》等为代表的优秀中国电影。 新中国的剧团也

顺应时代需要，排演了很多新戏并陆续上演[13]。 除此

之外，为配合各种群众运动的开展,基层组织也适时

举办宣传大会和主题展览,组织当地城乡居民听会和

观展。 新中国政权借助于以上各种形态的阅读文本，
向新中国读者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形式多样

的阅读活动既丰富了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成为塑

造国民的政治意识，引导各阶层民众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主要宣传教育方式。
二、新中国女性热衷阅读的原因

受几千年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的

受教育程度比男子要低得多，新中国早期，女性的文

盲率应该远高于 90%，农村女性的文盲率还会更高。

尽管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中国女性的阅读能力较低，
但她们仍然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投入到各种阅读活

动中。
（一）“妇女解放”语境下的政府号召

“解放”一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又极具

现代性。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革命

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妇女解放”为口号，动员中国女

性为了反对封建压迫、 实现男女平等而加入革命队

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新政权

的中心工作， 组织和动员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中国女

性投入到新中国生产建设中去， 是新政权的一项重

要任务。 但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性

别文化使中国女性普遍具有依赖心理、 保守思想和

自卑感，她们与社会严重脱节，将自己束缚于家庭之

中不敢越雷池半步[14]。 邓颖超指出：在妇女解放运动

中，要贯彻男女平等政策，必须要肃清中国封建传统

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残余， 必须要通过宣传

教育工作唤醒和教育广大妇女，报纸、杂志、书籍是

主要的宣传工具，学校、识字班是主要的宣传机构[15]。
为了将中国女性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其成为

自信、独立、爱劳动和能劳动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各

级政府组织和妇联以“妇女解放”为口号，动员中国

女性走出家门，参加识字班、冬学、民校和业余学校，
学习识字，学会阅读。

（二）“妇女解放”语境下女性的自觉愿望

新中国的主流媒体将“妇女解放”解释为:男女平

等和男女平权， 并将社会主义新女性的主要特征描

述为：能识字，爱学习，爱劳动。 深受几千年封建男权

压迫的中国女性渴望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家庭地位和

社会地位，渴望成为能识字、爱学习的社会主义新女

性，于是，出于对实现”妇女解放”的渴望,她们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扫盲和阅读活动中。 述及扫盲女性学

员的相关文献比较缺乏， 笔者仅在日本学者浅井加

叶子的《当代中国扫盲考察》中看到如下表述：北京

市郊外石景山区的识字班的学员中女性占有较大的

比例[16]，这种情况在全国城乡各地应当比较普遍。
三、新中国女性阅读的主要特点

新中国初期，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知识分子数量

极少， 她们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 大多偏好马列著

作、红色书籍和革命文学作品。 在中国，绝大部分城

乡妇女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因此，本文选取最能

体现新中国女性总体特征的普通女性群体的阅读活

动进行分析。
新中国女性的阅读特点： 阅读方式以集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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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以个体阅读为辅；以间接阅读印刷文本（听书

听报）为主，以直接阅读印刷文本（看书看报）为辅；
阅 读 文 本 既 包 括 印 刷 文 本 即 公 开 发 行 的 报 刊 和 书

籍，也包括声像文本如幻灯、电影、戏剧等，还包括大

会和展览等实物文本。
新中国初期， 由于中国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文盲居多，尽管在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后，中国女性中

的文盲人数有所下降，但是，能够进行流畅阅读的还

是少数，加之当时书籍和报刊发行数量有限，因此，新

中国女性阅读的主要方式仍以参加读报组的集体阅

读活动为主。读报组是普及于新中国城乡的参与人数

最多的阅读团体。 读报组人数规模大小不一，几人或

几十人不等，读报组定期开展阅读活动，阅读文本主

要是报纸和期刊，也会根据形势需要阅读图书。 除读

报员外，其他读报组成员均以听书听报的形式进行阅

读。《人民日报》曾报道了北京清河制呢厂读报组五一

前夕举行座谈会，工人们探讨开展五月竞赛，集体商

讨提高产品质量的办法 [17]，可见，当时的读报组兼有

思想教育、政治宣传和生产动员的多重作用。
除了读报组的集体阅读活动外， 新中国女性还

会参加观看幻灯、电影等集体活动。 新中国初期，文

化部重视幻灯片和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 [18]，各省的文

化管理部门将幻灯和电影的巡回放映作为丰富人民

文化生活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作。 当时，大量的幻灯

片和电影在工厂、 矿山或广大农村的公共场地无偿

为居民放映，观看者中往往女性居多。 幻灯机制作的

技术要求不高，放映条件易于满足，且易于携带，所

以，幻灯放映在城镇乡村比较多见。 幻灯片往往根据

生产和政治宣传的实际需要而制作, 内容简单易懂，
契合人民的生活和生产， 深受城乡居民的欢迎。 据

1951 年的统计， 当时全国各地共有幻灯机 9943 架，
城乡幻灯观众约达 8000 万人，仅由电化教育工具制

造所和南京仪器制造厂生产的幻灯片就多达 100 多

部[19]。 电影因其放映技术要求较高，所以巡回放映的

场次和受众人数和幻灯相比要低得多。 建国初期巡

回放映的影片中，既有外国电影如苏联、南斯拉夫等

社会主义国家的译制片， 也有新中国电影工作者制

作的国产电影。 国产影片《白毛女》成功塑造了喜儿

这一深受封建压迫和充满斗争精神的女性形象，因

其高超的艺术水准荣获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第一特别

荣誉奖， 这部农村女性题材电影成为城乡巡回放映

的重点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20]。 在艺术为大众

服务的指导思想下， 许多地方的剧团纷纷排练上演

了很多具有时代感和教育意义的新戏， 苏联著名话

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歌舞剧《小二黑结婚》、现代

剧《小女婿》、歌剧《白毛女》、话剧《妇女代表》等，都

深受观众欢迎[21]。大会和展览也是新中国女性集体阅

读的文本。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贯彻婚姻

法运动、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的开展，基层组织一般

会以召开群众大会和举办主题展览的形式， 向群众

进行宣传和动员工作，以期获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

积极参与。 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很多地区都举办了婚姻问题展览室， 展览室通过陈

列有关婚姻问题的图书、照片、模型、图表和残害妇

女的凶器等实物，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宣传新

婚姻法带给中国妇女的幸福生活[22]。
通过对上述声像文本和实物文本的阅读， 广大

女性读者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

深了对新政权和执政党的认同和热爱， 接受了社会

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这些文本所传

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广大女性观众具有思想塑造

的意义。
四、新中国女性阅读的主要内容

广大妇女在参加听书听报、 观看幻灯电影和参

会观展等集体阅读活动时， 其阅读的内容一般以政

策宣传、科学知识普及和生产动员为主。 参加集体阅

读活动之外， 女性的个体阅读活动在历史文献中也

随处可见。 在个体阅读活动中，新中国女性往往会根

据自己的需要和诉求选择阅读文本， 女性阅读的独

特性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个体阅读活动中。
新中国女性阅读较多关注与自身生活和成长密

切相关的内容，新婚姻法、女模范事迹、育儿知识等

内容的文本都很受女性欢迎。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的颁行，使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和漠视

子女利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基本摧毁，中

国女性在婚姻中的卑微地位和悲惨命运宣告结束，
新婚姻法的颁布对广大女性来说不啻于拯救其于水

火的福音。 新中国女性对宣传婚姻法的书刊表现出

了强烈的阅读热情。1951 年春，在婚姻法颁行一周年

之际，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婚姻法图解通俗本》，
该书着重阐述了贯彻婚姻法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婚姻

法的基本精神，解释条文分析透彻，语言通俗，图文

并茂。 该书出版一年间，印行 1836.2 万册，仅在福建

一省就发行了 54 万多本[23]。有记者统计，在福建闽侯

潘墩乡，购买该书的读者中 70%以上都是女性。 妇女

郭赛英买得此书后，请人为她讲解，听得入神竟忘了

做饭。 她说：“婚姻是我们的大事， 不可让我一知半

解。 ”妇女王桂花说：“过去我们妇女在旧婚姻制度下

难做人，今天有了婚姻法，有了撑腰人，这本书我饿

肚子也要买一本。”[24]除《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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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新婚姻法的通俗读物、宣传画册、连环画等也同

样深受女性读者欢迎。 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1 年

出版的通俗读物《婚姻自由歌》销行 4 万册[25]，人民美

术出版社 1953 年出版的宣传画册和连环画如 《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图解》（洪波等绘）、《婚姻自己做

主张， 登记回来喜洋洋》（武德祖绘）、《小二黑结婚》
（洪波、丁鱼、苗地等绘）、《婚姻自主的故事》（祝融、
徐燕荪等绘）、、《模范夫妻》（幼苗、任率英、杜牧野编

绘）、《儿女亲事》（新电影杂志编辑部编）等都深受女

性读者欢迎[26]。
通过阅读，中国女性懂得了新中国的婚姻政策，

懂得了追求自身幸福、 追求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是

受法律保护的正当行为。 福建莆田二区芳山乡女青

年方珍玉虽不满意父母选择的对象， 但一直不敢反

对，她在冬学中学习了《婚姻法图解通俗本》以后，认

识到父母包办婚姻是与婚姻法精神相违背的， 于是

她大胆地拒绝了这门婚事。 福清县一区洋浦乡一对

青 年 男 女 因 自 由 恋 爱 受 到 当 地 守 旧 村 民 的 无 理 指

责，他们读了《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后，知道自由恋爱

结婚是合法的，便鼓起勇气去见区长争取支持，区长

批准了他们的结婚请求， 并拿这个事例教育了很多

群众[27]。
五、新中国女性阅读的作用

（一）促进中国女性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的提升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男权意识使中国女性沦为封建

家庭的附庸，女性被禁闭于家庭之中，她们存在的意

义仅仅体现在家庭之中， 相夫教子是社会赋予她们

的天职，“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她

们只有家庭角色，没有社会地位，政治与中国女性群

体无关。 尽管在中国阅读史中也出现过些许饱读诗

书的才女佳人，但那也只是封建主义性别文化的“意

外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以政府干预的形式

组织广大女性参加扫盲识字运动和阅读实践活动，
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 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对女性群体的文化启蒙教育和政治意识启

蒙教育运动。
阅读就是塑造。 在“妇女解放”口号的鼓励下，中

国女性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在阅读中，中

国女性开阔了眼界，她们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国内外

大事。 在阅读中，她们懂得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的

主人翁地位，懂得了中国妇女依法拥有婚姻自主权、
政治参与权和土地所有权。 阅读使中国女性获得了

争取解放的勇气和信心，也让她们懂得了参加劳动、
学习文化知识对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的重要意义。 阅

读使中国女性认识到几千年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在

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结束， 也让她们懂得是人民政

权 以 政 治 运 动 和 行 政 命 令 手 段 使 中 国 女 性 获 得 了

“翻身”和“解放”。 阅读活动使中国女性从文化素质

低下， 政治意识淡薄的家庭附庸变成会识字、 爱学

习、能劳动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使中国女性从自卑、
怯懦的家庭角色变成了自信、乐观的社会建设者，阅

读使中国女性迅速成长起来。
（二）提高中国女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新中国初期， 中国女性活跃在中国工农业生产

各个部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统计

数据显示，1953 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

农村妇女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有的地区

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28]1956 年,全国约有 1.2 亿中国

农村妇女从事农业、牧业、副业生产[29]。中国女性之所

以被成功地动员起来积极参加社会生产， 与她们的

阅读活动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阅读使中国女性更清

晰地认识到今天的婚姻自主、 男女平等之现状来之

不易，饮水思源，中国妇女由衷感激共产党、拥戴新

政权，“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成为中国女性的集

体政治意识， 她们把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认同感转化

为满腔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其次，在阅读活动中，各种形式的阅读文本都在传达

这样一种观念：“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

伴侣。 ”[30]“参加生产是促进男女平等、彻底解放妇女

的关键。 ”[31]为了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为了成为进步

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中国城乡女性积极投身到生产实

践中,成为新中国城乡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六、启示

阅读的过程就是对文本所蕴含思想的接受和吸

收的过程。 阅读的文本有多种形态，静态的或者动态

的，印刷的或者影像的，无论是哪一中形态的文本，
它的存在都是为了传达意义， 而阅读就是为了生成

或获取意义。 通过阅读，文本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得到

传播，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着读者的思想和行为，从这

个意义上讲， 阅读具有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的

作用。
在考察新中国初期中国女性的阅读活动时，我

们发现，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初期，为了传播社会主

义新思想， 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投入到社会主义各

项建设中去， 人民政权重视各种形态阅读文本的生

产和制作，重视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阅读推广工作。
通过全民阅读实践活动，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得以深

入人心，新政权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全国

上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在全民

阅读活动中， 新中国女性通过阅读认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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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在的意义，通过阅读去理解身处的社会和时代，
阅读培养了中国女性的政治意识， 阅读使她们迅速

成长为爱学习、爱劳动的社会主义新女性。 今天，中

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 在机遇与挑战

共存，发展与矛盾同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在总

结新中国全民阅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立足时代特

点，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制作有益于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多形态阅读文本， 大力进行阅读推广

活动， 调动各阶层民众的阅读积极性， 推进全民阅

读，以全民阅读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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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man's 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Woman's Liberation(1949-1956)
Wang She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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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Chinese woman's reading interest was arous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under the slogan of

"woman's liberation". Chinese women had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reading activities. Therefore，the article puts Chinese woman's
reading from 1949 to 1956 under the huge social background, explores the Chinese woman's reading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es the great influences of woman's reading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ew regim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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