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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何先成

提要: 中共在川陕苏区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

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使她们在扩红、生产、支前、
战勤和组织妇女武装方面发挥了作用。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妇女

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选

择，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

动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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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一种政治行为，指特定的政治主体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以宣

传、组织等手段，采取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措施，将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集起

来，使潜在的革命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的行为和过程。① 毛泽东对革命时期政治动员的

概念、内涵及方式作了精彩深入的分析:“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

军队和人民。……其次，怎样去动员?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

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②如果动员人民参加红军、拥护苏维埃只停留在口号上和理论上，

对于调动其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如果中共不采取符合农民习俗的政策并为农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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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斗争的话，他们就不会坚定地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持红军。① 对此，毛泽东对如何实

行有效政治动员有精辟的论述: “我们要……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 提高农民

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 保障工人的利益; 建立合作社; 发展对外贸易;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

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

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②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从争取民众支持，保证革命战争的

胜利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动员与革命动员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

的苏维埃革命，是中共通过革命动员来实现对政治体系的交流功能的控制。③

目前，学界对苏区时期中共政治动员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是以中央苏区为个案进行专题

考察，少部分成果涉及湘赣、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而几乎没有涉及川陕苏区。④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确立在农村开展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妇女

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革命意识，使其投入到巨大的革命洪流当中。川陕苏区广大妇女具有母亲、
妻子和女人的身份角色资源，显示巨大的能量。为使川陕苏区广大妇女走出狭隘的家庭圈子，使

其在与男性共同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解放，中共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选择普遍建立妇

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

径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然而，由于诸因素制约，学界对于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

路径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⑤ 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此进行具体而微的阐释。

一、“传动机构”———妇女组织的普遍建立⑥

川陕苏区大量党政军群组织中均设有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其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

是隶属于党的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 二是联系苏维埃与广大妇女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一

般设置于各级苏维埃政权系统内，比如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三是各种妇女群团组织，比如工

会里的女工部、青年团里的青年妇女部、农会系统的妇女委员会等。⑦

( 一) 隶属于党的工作系统、负责指导妇女工作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妇女部

川陕省委妇女部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所有受苦受难的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搞宣传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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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妇女组织，为前线打仗的红军做鞋、做衣、搬运粮食和弹药、抬送伤员等。① 县委妇女部

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力量，组织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同地主土豪开展斗

争，同时，还要做妇女工作，使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革命。② 区苏设有妇女部，乡村成立基层

妇女组织，配备妇女专职干部。③ 各级妇女部中的广大妇女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宣传保卫工

作，战时还要负责夜间在城门站岗、放哨。孙桂兰回忆: “我在妇女部的工作，主要就是搞后

勤，烧水呀做饭呀。……我们一有空闲时间，就走上街向过往的群众宣传，到老百姓家里宣

传。”④

各级妇女领导干部特别是妇女部长实行任命制且因形势发展需要先后在不同地方担任同

一职务。刘坚回忆:“川陕苏区各县的妇女部长人选，是由省委妇女部研究出名单经省委常委

研究确定的。……由于战斗频繁，各县的妇女部长变动较大，有的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在短短

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到几个县去担任妇女部长。”⑤

( 二) 联系苏维埃与妇女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下为广大劳

动妇女谋解放的一个群众性组织，⑥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咨询部门，与党组织的

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各群众团体妇女部的关系均为工作指导的关系。⑦ 下设青年部，宣传队、慰
红队、担架队、洗衣队等。其成员不脱离生产，大都是雇农、贫农、中农、小市民、小手工业者中

的妇女，年龄在 16 岁到 45 岁之间，其中青年妇女居多数。⑧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

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其性质和任务: “是劳动妇女斗争和教育的机关，要为

解放妇女各种生活上的痛苦来做斗争，从家庭婚姻、土地问题直到参加政权都可以提出来讨

论，并要组织读报、识字、唱歌来提高劳动妇女的兴趣。”⑨对此，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提出反映

广大妇女利益的政策口号:“( 一) 政治、经济男女平权; ( 二) 反对穿耳、缠足; ( 三) 反对包办婚

姻; ( 四) 反对三从四德。”瑏瑠

各地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为苏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长赤县下两区的 8
个乡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运输队 30 个、800 余人，担架队 5 个、70 余人，洗衣队 19 个、
200 余人，做鞋组 40 个、300 余人，童子团 40 个、180 余人，少先队 40 个、200 人，代队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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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余人，参加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 212 人。”①

( 三) 各种群团中的妇女组织

1． 农协或农民委员会中的妇女组织。在广泛动员下，广大农村妇女加入农协，组建农妇组

织。各级农协的领导机关设有妇女部、妇女代表大会、妇女小组。② 农协妇女部的职责是:“经

常召集妇女代表会，多吸引无组织的妇女来参加，讨论她们的特殊要求( 如帮人工资平等、反
豪绅欺压侮辱妇女等) ，领导她们的特殊斗争，但是党不应去启发农妇对农民的婚姻斗争。”③

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的地方，农协妇女部还负责“号召老幼男女大大小小的起来组织红军之

友、欢迎红军会、红军慰劳队、洗衣队等来讨论和进行关于拥护红军的各种工作”④。
2． 工会中的妇女部。川陕省总工会设女工部，部长 1 人; 县总工会设妇女部，部长 1 人; 区

工会设妇女部，部长 1 人。⑤ 为提高省、县、区等各级女工和劳动妇女社会组织的地位，川陕省

雇工总会规定省、县、区等级的妇工部领导人，由各级常委担任，常委可以不从事劳动生产而专

门管理会务，而且在必要时可以增加若干秘书和干事。⑥

另外，在“赤白对立”⑦区，为激发更多非苏区区域乡村中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中共还

动员组成公开合法的互助会、俱乐部、游戏班、青年男女识字班、农村妇女缝纫班等公开的妇女

组织，开展“五抗斗争”( 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 ，同时成立单独的斗争组织。⑧

中共通过发挥各类妇女组织的作用，保证了妇女工作的开展朝着有序的方向进行。这些

妇女组织是连接中共和广大妇女的极其重要的“传动机构”，在动员妇女巩固苏维埃政权，慰

劳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大大调动了妇女的革命热情。

二、提升妇女经济地位

川陕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区妇女没有土地权、财产继承权和支配权，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丈

夫的从属地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共在川陕苏区主要通过土地分配运动和保护女工特殊

利益来提升妇女经济地位。
( 一) 妇女享有土地分配权

黄道炫的研究指出:“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纛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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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①川陕苏区也不例外。川陕苏区各级苏维埃十分重视通过实施土地分配来解决广大妇

女的吃饭问题，以提升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
1933 年 2 月 12 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对不同阶级妇

女的土地分配原则作了若干说明。其一，提出改变“女子脚小不能耕田，就不分配土地给女子

的错误观念”，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土地分配权。其二，女子出嫁之后所分得土地可以带到

婆家自己耕种或留在娘家由其丈夫帮忙耕种。其三，贫农、雇农、中农出身的寡妇“可以分配

土地，或雇人耕种，或托人代种，或将土地出租都可以的”。若她们不愿耕种土地，苏维埃政府

可以酌量给予救济; 而地主寡妇则是不分配土地，富农寡妇可以分配坏土地。其四，富农妇女

“分最坏的土地，由他自己耕种。如果他万一不能耕种，他可与人家换工做，或他的亲戚帮助

他种，我们也不反对。”对于拥护革命，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地主和富农家属“可以按普通人一样

分得土地，但绝对不代耕”。② 其时，土地分配原则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

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足红军公田外，成分好的成年女子能分五背田③，未成年女孩子能分

三背田。④

同年，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签发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 土地法 ＞ 布告》以“川陕父

老兄弟姊妹们!”为抬头，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子女子多分一点”。⑤ 可

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承认广大劳动妇女享有土地分配权。
各地根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分配政策，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分田方案。现存的

《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记载了当时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情况，颇值一读，节录如下:

赵李氏( 子参加红军) ，五十六岁，男丁四女二，贫农，七背八升，又佃胡会诗田二十背，

……进刘姓公田三十背，地六升。
……
向林秀，四十五岁，男三女一，自田三背，地二升，……进胡坤益四十二背，一人劳动，三人

不能劳动。⑥

这份花名册显示，苏区政府落实了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土地分配权的规定，但会考虑到

有获得土地资格的家庭是否为红军家属、劳动力状况等因素，人均所分的田地背、升数并不完

全一致。
但是，川陕苏区各级苏维埃在土地分配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贯彻了过“左”政策，存在一些

错误意见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为了有效落实土地分配政策，周纯全在川陕省第四次全省

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好好分田地。分田地组织土地委员会、工会、贫农团、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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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张力与限界: 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 － 1934) 》，第 351 页。
《怎样分配土地?》( 1933 年 2 月 12 日) ，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

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7 － 128 页。
“背”: 是川北一带特有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背相当于二斗( 约 50 公斤) 谷子的产量。(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
( 1933 年)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204 页。)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8 页。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 土地法 ＞ 布告》( 1933 年)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81 页。
《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183 －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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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协会都要参加，要想分好田地，一定要把苏维埃组织好。”①

其时，土地分配与动员妇女支援革命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周光坦在《平分土地与消灭刘

湘战斗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妇女个个要到沿途去优待彩病号，妇女要到沿途去捉侦探，妇女

要组织侦探队去肃反，要坚决把富农多余的粮食农具征发出来”，“妇女要送自己的丈夫参加

红军”。②

( 二) 保护女工特殊利益，提倡同工同酬

中共在川陕苏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始终关注女工的切身利益，针对女工的生理特

点和身体素质，制定一系列特殊措施以维护其经济权益。
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强调: “坚

决执行劳动法令……保护女工……女工不得做重活路。”③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妇女斗争

纲领》，提出保护女工的举措，比如男女同工同酬，反对轻视女工，女工产前产后、生理期、哺乳

期的优待问题( 工资待遇问题) ，女工再教育问题等。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女工与男工应得同样工资!

二、女工不做粗重、妨碍身体的工作和夜工!

三、反对虐待女工、轻贱女工!

四、女工产前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给，另给补助费、医药费!

五、女工月经五天内停止工作，工资照给!

六、雇主要为女工设置婴儿院等，哺乳时间至少一小时，每次距离不得过三小时，停工时间

工资照给! ④

中共通过上述各项法令和举措，赋予妇女享有和同阶级男性相同的土地分配权，保证女工

特殊利益，满足了广大妇女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提升了妇女经济地位，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必

备的条件。

三、发展妇女教育事业

中共对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的目的是帮助实现战争的动员和夺取革命胜利。为

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苏区的妇女教育主要包括妇女干部培训工作、识字扫盲运动、思想

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
( 一) 重视妇女干部培训工作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需要大批妇女干部，而广大妇女大多没有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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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 1934 年 10 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 1127 页。
《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员会议中报告》( 1934 年 1 月 1 日)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

献资料集成》中，第 944、945 页。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1933 年 8 月 12 日)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135 页。按: “重活

路”系四川方言，意为重体力活。
《妇女斗争纲领》( 1933 年 9 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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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文化素质亟待提高。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分别成立省委党校和省苏维埃学校，加

强对红军和地方政权中妇女干部的培训工作，提升妇女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创办于 1933 年 2 月，主要任务是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干部。学生 300

余人，其中女学员有 150 余人。党校学员按班、排、连编制，最多时有 5 个连，分高级班、初级班

和专业班。高级班主要是培养县委和区委的干部，初级班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做支部工作和组

织工作的干部，专业班的任务是培训专职搞宣传工作的干部。川陕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肖志

珍、吴朝祥都曾在省委党校高级班学习过。①

川陕省苏维埃学校成立于 1933 年 9 月 15 日，分为初级及专门科，培训时间在 1 － 2 月，主

要培养各部门工作的中下级干部。第一期学员人数超过 500 人，学员包括具有斗争与学习精

神且不抽大烟的乡苏、区苏、县苏委员以及工会、贫农团、妇女、青年、赤卫军分子。② 课程主要

是学习《党章》、《党员须知》、时事政治、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法、土地分配政策和方法。③

( 二) 开展大规模识字扫盲运动，提升妇女文化水平

川陕边区大多数女孩子或者妇女基本上都是文盲。中共意识到识字扫盲教育是川陕苏区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基础。因此，中共要求通过广泛的识字教育使群众能够达到认识标

语和路条并能写信、看各种文件的水准。
1933 年 4 月 13 日，中共川陕省委颁发的《关于红五月工作决议案》指出川陕苏区文化工

作的任务:“第一发展社会教育，创办读报班、识字班、讨论会、俱乐部、工农演讲所、蓝衣剧团

等，加紧识字运动，使苏区工农大众能识字。”④妇女工兵营把不识字的同志分成班，开展“识

五”运动，要求每个同志每天利用工余时间会认、会讲、会写、会用五个字。⑤ 在总医院缝衣连，

设有专门的识字班长。金秀英回忆:“每天连的识字班长把两个生字贴在织布机上，大家只要

一休息就在地上画。”⑥

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与识字扫盲运动，中共还编写了《识字歌》: “要消灭青年中文盲，我

来读宣言，你来读捷报。……大家来，努力识字学文化……”⑦

川陕苏区妇女的识字扫盲运动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教育意味并贯穿

于各种教育形式之中。识字班教材的编排注重与现实结合，多用当地方言和口语，使其在识字

过程中深化对革命的理解与认同。
( 三)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妇女的思想觉悟

为提高广大妇女的政治意识、阶级觉悟，宣传动员广大青年妇女参与游击战争和后勤保障

工作，中共在川陕苏区要求有关工作人员用时局政治、苏维埃宪法、土地法令、劳动保护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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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优待条例及游击战术等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部分。①

总医院政治部内设组织科定期举办党团员训练班，对于学习优秀、成分可靠的妇女则给予

提拔任用。② 宣传队对女队员进行培训时，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刘桂芳回忆: “上午听宣传

队的队长给我们讲苏维埃的各种政策法规。”③妇女工兵营要用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被服厂

的任务等内容对之进行阶级教育，教材由杨文局和林月琴等人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课本及当时

的形势、任务、战斗口号、前方捷报编写而成。④ 刘华被服厂平时政治学习主要是上政治课，讲

无产阶级、穷人革命，讲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的意义、作用等。⑤

( 四) 进行军事教育，提高军事素质

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女工需进行队列、瞄准、投弹、爬山等军事训练。林月琴回忆:“头一

天傍晚，刘百兴就将红旗插上山头。第二天出早操，她便领着大家练爬山，开展争红旗竞赛。”
在刘百兴的严格训练下，工兵营“站起队来一条线，走起路来一阵风，唱起歌来又整齐又清

脆”。⑥ 女童子团队员要参加军事训练。屈际珍回忆:“天天在东门那个大操坝下操，走了要报

数，回来也要报数，报了才去洗脸吃饭，吃了饭就开会，会开了就休息。偶尔也做游戏，就到大

操坝去丢手帕儿。”⑦各级政治部中的女战士同男同志一起进行军事训练。赵楚碧回忆:“最初

当兵在政治部里就是学习，学习下操啊、打靶呀等等。”⑧各级宣传队要对女队员进行军事训教

育。刘桂芳回忆:“每天早晨要集体出去爬山，看谁先爬到山顶。爬山不仅仅是锻炼身体，还

是磨练耐力，因为宣传队每天要上街下乡到处跑。”⑨

由于战时局势紧张，川陕苏区始终没有建立军事学校，军事教育、军事训练没有持续性，且

每次训练时间很短，广大妇女主要是在后方从事后勤保障工作。但不可否认，她们的军事素质

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高。
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的妇女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教育，主要

是为适应革命环境和苏区建设需要，以智力和劳力均衡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以妇女干部培训

工作、识字扫盲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军事教育训练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作为

中共政治动员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与实践，这种战时教育体现了中共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广大妇女在教育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她们在党的领导下，以

其胆识和智慧，积极投入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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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妇女参政度

为切实从政治层面保障妇女参政地位，体现妇女的尊严与主人翁地位，中共在川陕苏区采

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 一) 引入选举机制，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重妇女参政运动。先后颁发各种决议、纲领、布告、通告，用以保障

广大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加省委、省苏以及下属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的权利，例

如川陕省委颁布《妇女斗争纲领》提出:“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①

川陕苏区召开的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女代表均达到或超过总代表的五分之一。
如 1933 年 8 月 1 日，在巴中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160 余人，其中女代表

340 余人。② 其时，各县、区、乡、村的妇女代表人数更多，仅南江、长赤两县，女工农兵代表有

5600 人，女委员有 1560 人，女干部有 2500 人。③

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川陕苏区专门召开了三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省委、省苏以及红

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均亲自或派代表出席。如 1933 年 9 月 15 日在通江召开

的川陕省委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区、乡和部队的参会代表共约 300 多人，其中得胜、江口两地

就有 10 名妇女代表出席。④ 省委、省苏领导袁克服、熊国炳、余洪远、傅钟、张琴秋等同志出席

大会并讲话。⑤

广大妇女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加深了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度与休

戚感。在被选进省委、省苏机构工作的女代表中，刘坚在川陕省工农兵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

员，在川陕省委党代会上被选为省委常委，担任妇女部长。⑥

为改变妇女干部严重缺乏的状况，加之由于历史条件、环境和当时中共建政思想的限制，

川陕省苏维埃的选举并不完全实行苏区民众直选制。其时，党对于苏维埃的委员选举有拟定

名单权，但不直接干预选举结果。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经过组织推荐或提名的候选人要经过群

众选举才有效。⑦ 这实际上说明苏维埃政府具有合法合理性。
( 二) 吸收妇女积极分子入党

为加强党对广大妇女的领导，鼓励妇女积极参政，扩大妇女党员十分重要且必要。川陕省

委多次强调要吸收劳动妇女入党，并建立支部，参与政权建设。例如 1933 年 7 月，川陕省委在

印发的《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 草案) 》中强调:“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在反帝反日及拥护红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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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斗争纲领》( 1933 年 9 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155 页。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月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 页。
《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第 237 页。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 1921 － 1949) 》，第 56 页。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丛书之五: 女兵回忆录专辑》，第 183 － 184 页。
《刘坚———在艰难中磨砺自己》，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3 页。
《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 1934 年 10 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 1127 页。



2019 年第 6 期

动中，必须□积极勇敢的……劳动妇女介绍加入党，建立支部，逐渐形成这些地方的区委及县

委组织。”①当时发展党员的方式、程序以及批准权限为“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

育吸收( 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 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

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

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②。
由于中共的重视，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妇女群众越来越多，妇女党员数量得到迅速发展，妇

女参政的骨干成员和核心成员均为党员。比如 1933 年 1 月，张庭福经袁克服加入中国共产

党。③ 1933 年初，肖志珍经陈光国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 三) 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

川陕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川

陕苏区政府机关中妇女干部将近占 25% 的席位。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省苏( 常执

委员) 妇女委员、省府各部委的所有委员会干事等大小职员有 150 多名。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内

务、婚姻登记和文教部门，特别是在乡、区两级，妇女是占绝对优势席位，而且多为相应机构的

负责人。例如张庭富、姚明善、肖成英等先后担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吴朝祥、肖成英、李
玉兰等先后担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李远清任省工会妇女部长，杨文局、雷明珍、赵映兰先后担

任中共绥定道委妇女部长，彭玉儒担任中共红江县委妇女部部长。⑤

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妇女参政的前提，为保证广大妇女更好的履行参政权，提高参政议

政水平，中共十分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明确提出“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政治水平线，热烈来参

加苏维埃政权”⑥。
我们看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共在川陕苏区推出的关于妇女参政的诸多举措实际上

是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而展开。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中国妇女史研究专家李木兰所言:

“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更广泛的党的政策中。”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川陕苏

区妇女参政运动对于调动妇女的革命积极性，激发妇女的政治自觉、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具有

极强的促进作用。

五、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

川陕地区的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是劳动的主力，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婚姻家

庭生活各方面，深受“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因此，自从红四方面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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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 草案) 》( 1933 年 7 月 2 日)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97 页。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148 页。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 132009。
肖志珍:《我的回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第 141 页。
《川陕革命根据地省、道、县妇女部长名单( 部分) 》，《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第 77 － 78 页。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 草案) 》( 1933 年)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201
页。
［澳］李木兰著，方小平译:《性别、政治与民主: 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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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通南巴，建立川陕苏区后，川陕省委、省苏顺应民意，践行推进妇女解放的政治承诺，将妇女

解放问题列为社会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翻印并下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有关实现男女婚姻自由的婚姻法律制度。
1933 年 4 月 24 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婚姻条例》提出男女婚姻的原则:“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

的婚姻制度。”在结婚条件方面，《婚姻条例》第四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

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

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在离婚上，《婚姻条例》确定离婚自由原则，但男女离婚需向

所在地苏维埃登记，这在《婚姻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有明确规定。关于离婚后的义务和责

任，体现了对妇女和小孩的保护。比如夫妻离婚后小孩的抚养方面，《婚姻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到十二岁为止，其

支付办法，或支付现金，或代小孩耕种分得的田地。”第十五条规定:“女子再行结婚，其新人愿

养小孩的，小孩的父亲才不负小孩的生活费之责。”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处理方面，《婚姻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结偿。”第十九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均

不愿意离开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赁给女子居住。”第二十条规定:“离婚后，女子

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若男女未在苏维埃进行

结婚登记而生育孩子，孩子的抚养费、生活费由男子负担三分之二，这在《婚姻条例》第二十一

条有明确规定。①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条例》提倡男女婚姻自由，但是为激发红军将士向上进取、献身部

队、建功立业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通过法律条例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体现

了苏区对红军将士婚姻权益的高度重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红军伤亡抚恤条例》第十

八规定:“凡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同意，政府得禁止之。”②

中共在川陕苏区构建的新式婚姻制度，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的束缚，得

到广大妇女群众拥护，极大地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徐向前对川陕苏区的婚姻制度及其

作用作了全方位评价:“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

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

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

前列。”③

虽然川陕苏区广大妇女的婚姻自由在法律上、文件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但由于所在区域农

村传统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宗法观念、地方观念浓厚，其长期耳濡目染的习惯礼俗仍然影响

着他们的选择。因此，广大民众并非毫无保留地拥护苏区政府提出的婚姻自由政策，包办买卖

婚姻并未能完全禁绝。1934 年 2 月，在中江县委给省委的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

总结报告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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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1933 年 4 月 24 日)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 57 －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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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妇女群众自小即已订婚( 包办的) ，今年已订期要结婚了，她因为对方是一土劣，同时

不满意包办，即提起反对。县委对于这一斗争的策略路线是站在争取群众观点上，决定动员该

地群众起来认识这一斗争，一方面是反封建，一方面是反豪绅，并极力援助，使这一斗争扩大起

来。由于女子的母亲( 是一同志) 的反复不定，致婚期已迫近而无具体办法，女子只得自动走

出来找组织帮助。县委即决定去一同志，召集群众，解释这一斗争的意义，并鼓动起来援助，一

直走到杀豪绅的道路。殊因该地群众大都与豪绅及婚姻对象是同族关系，一方面宗法观念的

浓厚和为封建思想所蒙蔽，只赞成反捐税，而不赞成反包办婚姻反豪绅，并且与组织形成对立，

要求组织上把女子交出，交与别人接亲，否则破坏组织亦不顾惜。①

该案例充分说明，其时部分农村民众对于包办婚姻、婚姻自由以及《婚姻条例》的态度与

反应。因此，为尊重风俗习惯，团结广大穷苦劳动人民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中共在川陕

苏区虽然极力提倡婚姻自由，但同时又规定了党领导农村妇女婚姻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界限，做

出“党不应去启发农妇对农民婚姻斗争”②的指示。可见，对于中国长期的习俗传统的改革，不

是单纯政治力量的推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成功。

六、政治动员的效应分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川陕苏区高度重视妇女这支力量，十分关心和支持妇女

运动。黄道炫的研究表明，苏区的建立，中共对妇女采取种种政治动员举措，妇女权利、地位发

生极大变化，是中共最受广大妇女拥护的重要原因。③ 在残酷战争环境下，中共发挥政权的主

导作用，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
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使其无论在扩红、
生产、支前、战勤方面还是直接组织妇女武装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向世人展示

了巾帼风采。
其一，推进扩红运动。
川陕苏区的广大妇女是扩红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

和扩大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需要不断扩充兵源。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下，广大妇女通过政治

上、组织上的宣传动员，召集红军家属开联欢会，加紧优待红军家属等方式进行扩红运动。例

如罗显德的母亲罗王氏是刘坪区尖包岭乡的妇女代表，她积极宣传党的“打富济贫”政策，动

员 15 个妇女参加红军或苏维埃地方工作。④ 苏区妇女都把动员亲人参军参战作为头等光荣

的大事，她们将丈夫、父子、兄弟送到前线，有些是把全乡全村全家勇敢的男子都一齐送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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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并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报效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当时在苏区区域内出现了妻送郎、母送

子、兄弟争当红军、父子同参军的动人场面。
其二，做好生产、支前工作。
随着战争的加剧，中共十分重视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在农业方面，妇女们在男劳动力缺

乏的情况下，成了农村劳动生产的主力。她们积极参加春耕、秋收运动，担负起替红军家属代

耕的任务。正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苏区广大妇女的艰苦努力，川陕苏区夺得了农业生产的

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从而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报告中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① 显而易见，川陕苏区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

大的成绩，广大妇女功不可莫。
战争的消耗巨大，红军的供养主要靠苏区人民提供。在中共的领导下，川陕苏区妇女广泛

参加革命斗争的各种组织，从政权机构到群团组织，从战斗组织到生产组织，参加的人数多、规
模大。新剧团、医院、运输队、担架队、被服厂、地方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中女同志占有相当

比例。省、县、区有妇女部，乡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后改为女工农妇会) ，村里有妇女协会

小组。各种各级妇女组织努力动员，把苏区广大妇女联系在一起，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

队。广大妇女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前线，担负着侦察、站岗放哨、向导、兵运、宣传、运输、武装交

通、担架、救护、后方警戒、巡逻、策反瓦解敌军士兵等各种工作。她们还为红军赶制军鞋、袜
子、衣服和被褥，组成洗衣队、补衣队、慰劳队为红军战士们服务。

其三，积极参军参战。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组建的妇女独立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第一支独立且规模最大的正规妇女武装。关于这支妇女武装，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此处不

赘。②

因此，从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战勤工作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川陕苏区妇女是

“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但是，在充分肯定中共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效果

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断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进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导致川陕苏区地域的

“变定不居”，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必须围绕着支持战争这一中心

任务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直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时，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

行进，成了中共在妇女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虽然提出关于

妇女工作的各项主张和措施，也采取了多种形式对妇女进行动员，但川陕省委对妇女工作的重

视程度还不够，妇女工作开展的并不尽如人意，实质进展缓慢，川陕省“党的领导表现了落后，

不能适应各种的方式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斗争，党的妇女部没有系统的工作。”③为巩固苏区

和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的进攻，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对妇女工作进行了反思，号召川陕

75

①
②

③

《我们的经济政策》( 1934 年 1 月)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1 页。
关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研究，参见何先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详考》，《苏区研究》2018 第 2 期，第 91 － 104 页;

何先成:《匹妇有责: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63 － 70 页; 何先成:

《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32 － 36 页。
《关于妇女工作》，《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 1217 页。



2019 年第 6 期

省委所辖各级党部“注意争取妇女特殊利益，从斗争中扩大党员中的劳动妇女数量，并注意吸

收积极的劳动妇女参加各种领导机关工作。”①1933 年 12 月 11 日，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

会特别将妇女运动单独作为讨论的议题，并提出党要健全妇女部的工作，加强对劳动妇女的领

导工作。② 1934 年 10 月，周纯全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直接指出，川陕省委在党的

群众工作包括妇女工作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并强调重视妇女组织在分田分地、苏维埃选举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苏维埃要重视妇女的诉求。③

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争，更是政治战争，而这种战争的胜负主

要是由正确的政治策略与广大的民众力量来决定。这就决定了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必须服从

并服务于苏维埃运动的总目标。④ 对广大妇女自身而言，她们参与中共革命的初衷和动力是

获得自身解放，中共提出的男女平等为她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机会。然而，我们若从政权利

益建构范畴来审视，就会发现，在国家和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妇女运动“可能只是政治宰

制和纪律化身体的重复操作”，“同时也是一次对身体的刻意雕琢和宰制。不管在战略和战术

上，这种雕琢和宰制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⑤

由于传统乡村社会对革命活动的制约，加之，中共选择的上述政治动员路径的时间是短暂

的，导致了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离文件上的宣言其实还有一定距离。在西达·斯考切波看来，

“乡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变革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因此共产党也就无法最

大限度地调动经济源泉和农民的人力资源。因为苏维埃的行政机构比较初级，从未直接深入

到地方基层去取代地方精英。”⑥特别是传统习俗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婚姻

习俗的彻底改变，仍需要逐步渐进，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消融才能实现。
另外，川陕苏区肃反扩大化也对川陕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产生一些阻滞作用。在党内，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全党、各个苏区都

在搞肃反并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开展了针对外

部敌人的社会镇反运动和反对“右派”、“托陈取消派”、“AB 团”等为主的内部肃反斗争。在

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妇女工作者和革命者被认定为反革命而被关押、审查、批斗或被杀害。如

杨文局( 也作杨文菊) 因在一次党代会上为一位川北地下党同志辩护作证而几乎被清洗。⑦ 史

群英因读过书被认定为“AB 团”分子，差点被处死。⑧ 从而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后果，影响了

妇女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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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总之，在战时条件下，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选择总体上看还是

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在较短时间里获得解放，在经济上有了更多

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在文化教育上得到了与男子同等享受教育的权

利，在组织上有了自己的团体，在法律上婚姻自由有了保障。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 川陕苏区

妇女“得了完全的解放，分得了田地，找到了活路，当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他们有开会、
结社、说话、婚姻的自由权。他们不受丈夫的气，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①。文件内容不免夸

大之辞，但大体能反映苏区妇女精神风貌、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实质性转变。正如有学者研

究表明:“苏维埃时期所有的社会变化中，妇女地位的改变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②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川陕苏区妇女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良性互动，成为地位

上升最快的群体。

Path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Women＇s Movement of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He Xiancheng
Abstract: In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the CPC mobilized the majority of women through
the five paths，including establishing women ＇s organization，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developing women＇s education，increas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exploration of
marriage freedom，so that women could play their potential in expanding Ｒed Army，production，

supporting，war service and women＇s armed forces and so on． Through rethinking repeatedly，explo-
ration of experience and gradual progress，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political mobili-
zation of the CPC 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In general，the
paths choic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women by the CPC in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cor-
respond to the position of relying on and mobilizing the masses of women． Women in the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realized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liberation and Sovie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o a great extent．
Key words: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women＇s moveme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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