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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动员型的妇女解放
———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层结构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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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妇女解放运动相比，有着结构性的差异。推动这一运

动向前发展的动力，是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之间的重合。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革

命动员式的方法和路径起着主导性作用。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与革命动员有着根本的联系。从动因、
方法路径、后果三个方面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革命动员”是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最基础性的因素，这一因素支

配着运动的框架和方向，使之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这种革命动员型运动特征，对中国妇女社会角色变迁和中国社

会变迁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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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国民党政府、自由知识分子各自倡导
的两种妇女解放运动相比，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区
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鲜明的个性，其主导了此后
中国妇女与社会变迁方向的，正是这种发端于苏维
埃运动中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性，而不是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在城市知识阶层中流行的自由主义妇女
解放的特性。那么，该如何把握这种特性? 研究表
明，在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一种带有根本性、统
摄性的结构性因素，在运动过程中时刻起着决定性
作用。这种因素，就是革命动员。因为有了这种因
素，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就与国民党和自由知识分子
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了鲜明的区别; 这种因素，也
可以解释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和社会变迁的发
展方向。

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个性已在一些研究中
获得探讨，其中的政治因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钟
日兴认为，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通过政权的
推动而 展 开 的，因 此 将 其 概 括 为“政 权 主 导”模
式。［1］戴超、李永刚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妇女
革命动员的特点在于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二元互
动。一方面，女性解放依附于政治解放，另一方面，
女性解放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2］这两种观点
揭示了苏区政治权威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支配性。但
是，“政权主导”模式只谈到了革命动员的权力运作

特点，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与现实因素。事实
上，国民党的妇女解放运动亦是通过政权的推动而
展开的，这也说明仅从权力运作模式仍难以概括其
特征。同样地，国民党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是女性解
放与政治解放的二元互动。

近十余年来，关于苏区革命动员的方法路径的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对于思考苏区妇女解
放运动的深层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学者们在
研究中探索了动员的有效机制，包括心理情感、利益
驱动、意识形态教育、对动员对象性格特点的把握、
组织力量和组织策略等方面。黄文治认为，“情感
驱动”及“组织化动员”的策略是将民众动员起来的
重要方式。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众动员采取更多的是
情感驱动的策略，仇恨和愤怒是革命暴动的真正动
力源泉; 第二阶段是土改的型塑，通过组织化动员达
到组织资源的一元化; 第三阶段的重点是反富农的
再动员。［3］张宏卿、肖文燕认为，“边缘化”的动员是
苏区时期极其重要的一种动员方式。中国共产党人
从贫农、妇女、儿童这一边缘化群体入手，或利用他
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
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最迫切具体的利益、要求和
心理，将整个乡村社会纳入革命化的轨道。［4］邹荣
认为，“文化动员”是苏区时期动员的一种重要方

2020 年 赣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1
第一期 Journal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20

* 收稿日期:2019 － 09 － 14 DOI:10． 13698 / j． cnki． cn36 － 1346 /c． 2020． 01． 003
基金项目:2016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项目( JD16016) ; 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YG2018098)

作者简介:彭景涛( 1974 － ) ，男，湖北麻城人，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 苏区史，中国

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熊玥( 1995 － ) 女，江西抚州人，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17 级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 中央苏区史。
网络出版地址:http: / /kns． cnki． net /kcms /detail /36． 1346． C． 20200106． 0948． 004． html



法，通过文化动员唤起苏区民众的斗志，并将党的宗
旨与民众的利益有效地联系起来，在一定时间内二
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代表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观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灌输，并被一部分民众认同
和接受。［5］黄琨认为，农民群众对于革命的态度主
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存感受，即只有当革命组织能为
他们提供所必需的安全感时，农民才会投入革命当
中。所以，“利益驱动”的模式是将民众动员起来的
最重要的方法。［6］

一、理想与现实需要的重合:从动因看中

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动员型特征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迅
速，女性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社会地位等多个方
面取得成果，社会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当时的国
民党也曾致力于妇女解放，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妇女解放运动在效果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就效率、社
会变化的深度来说，远不如苏区。那么，造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理想要变成现实，需要一些条件的支
持。特别是，当理想中的内容很多时，那些得到较多
重视的内容，就更容易变成现实。马克思说过: “理
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
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苏区革命时代，革命动
员的紧迫性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现实需要之一。在有
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妇女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把这
支力量调动起来，就成为革命动员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这种现实的需要也正好符合革命理想中的妇女
解放、人的解放的追求。革命理想包含很多内容，在
当时特殊的条件下，妇女解放是最符合现实需要的
内容之一，因而获得格外重视。革命理想与革命动
员的现实需要的重合，成为推动苏区妇女解放运动
的源动力。

( 一) 妇女解放的效果: 理想与现实的契合度

妇女解放是人的解放的理想的一部分。欧洲启
蒙运动使人的自由与解放成为一个重要主题。马克
思在批判各种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彻
底的人的解放理论。他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
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
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
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
正解决。”［8］而妇女解放则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占有
重要地位。“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
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革命。社会的
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

精确地衡量。”［9］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妇女解放意识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时期急剧上升，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追求。
然而，中国人在追求这一理想过程当中，往往会遇到
一定的困境，尤其当现实的需求不那么紧迫时，这一
运动往往进展缓慢。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等主题，

批判旧式家庭伦理，激发了女性群体对社会运动的
参与。但是，这些理念在当时难以变成现实，究其原
因，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妇女个性独立之间仍有
不小的差距。正因如此，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
在中国激起共鸣。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说
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0］显
然，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现实条件对妇女解放的制
约。鲁迅提出要实现这个理想，经济权是“最要紧
的”，而经济权的获得比参政权更难。事实上，一旦
社会需要大量妇女参加工作，也即意味着经济权的
获得，妇女解放才有了飞速的发展。

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不契合同样影响到国民
党的妇女解放工作。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要求“于法律上、教育上、经济
上、社 会 上 确 认 男 女 平 等 之 原 则，助 进 女 权 之 发
展”，①表明了国民党推动女权发展的意愿。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在中央及地方成立
了妇女部，开始系统地推进妇女工作，然而成效始终
非常有限。19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
运动”，也包含妇女部分，其侧重点在于教育农村妇
女读书识字、学会管理家务等较实际的内容。这一
特点也表明，国民党将妇女解放的理想淡化，妇女工
作的目标大为降低，向较现实的目标靠拢。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的妇女
解放运动则开展得有声有色，其原因正在于中国共
党在此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
学生运动，而妇女、特别是女职工、女学生在其中占
据了相当比例。“据统计，在 1922 年 1 月 ～ 1923 年
2 月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全国女工罢工的工厂共
60 多 家，罢 工 人 数 达 三 万 之 多，罢 工 次 数 为 38
次。”［11］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
议案》，指出中国妇女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

其强调:“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
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
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
中的主要成分。”［12］106 这为之后“五卅运动”中的妇
女工作奠定了基础。1925 年的“五卅运动”把妇女
运动推向了高潮，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到反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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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当中。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而纺织厂之类的产业中主要以女工为主。因此，发
动女工参与罢工是党领导“五卅运动”一个极其重
要的任务。据统计，“仅上海参加这次反帝斗争的
女工就达 10 万余人，参加各地政治示威的劳动妇女
全国约 200 万人，组织在全国工会和农会中的妇女
至少也有 50 万人。”［13］

( 二) 妇女在苏区革命现实中的重要性

相比较而言，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
运动与以往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
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无论从效率还是从社会变化的
深度来说，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究其根源在
于，在苏区的现实环境当中，妇女这一重要的资源对
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一现实因素也正好符合妇女解放的理想追求，这种
重合性使苏区妇女解放不仅具有理想主义上的正当
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1930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先后
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中央苏区长期
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当中。中央苏区虽然取得了第
一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兵力、物力、财力都有巨大的损耗。尤其到了第
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后，国民党对苏区实施全面的
封锁政策，苏区的革命战争资源则日显匮乏。人力
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是使苏区妇女的重要性
不断上升的两个主要因素。

1． 人力资源问题
在战争中，人力资源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南京

政府作为全国广大区域的控制者，人力资源丰富，可
以保证充足的兵力。然而，中央苏区由于地处偏僻、
人口稀少的山区，而且控制的区域相对有限，所以人
口资源相对匮乏。不仅如此，由于革命战争的现实
需要，使得大多数青壮年男子离开家庭走向前线，导
致中央苏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无论对苏区的
革命战争还是苏区的建设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大批的红军战士
伤亡，使得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毛
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 “长冈乡全部青壮年
男子( 十六岁至四十五岁) 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
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 79%。上才溪全部
青年壮年男子( 十六岁至五十五岁) 554 人，出外当
红军、做工作的 485 人，占 88%。下才溪全部青年
壮年男子 765 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533 人，也
占了 70%。”［14］330如此高的比例，可以看出革命战争
对人力资源的利用几乎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如
何将占有人口资源半数的妇女动员起来，就成为中
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认真
审视了妇女在革命战争当中的重要作用。1932 年，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
作大纲》指出，男子去参加红军后，劳动妇女在农业
生产以及扩红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该文件
还强调妇女对于革命需要建立深刻的认识，这样才
能使妇女“热烈起来宣传发动和鼓动他们的儿子丈
夫及兄弟去当红军以收到更好的效果。”［12］272

2． 物质资源问题
作为三省交界处的赣南、闽西地区，是紧密相连

的两大区域，被崇山峻岭所包围，交通非常不便利，
经济也相对落后，该区域的生活必需品主要靠农产
品换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对苏
区实行全面的封锁，有限的物质资源难以保障战争
及生活所需。

作为维持人们生存最基本的物资———粮食和油
盐，在苏区时期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一方面，随
着军队的增加，士兵们对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争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这就使得赣南、闽西地区的粮食供应日益紧
张。据记载:“1932 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
有正常年份的 60% 左右( 最高的新泉、长胜为 76%
和 75%，最 低 的 兴 国、瑞 金、万 泰、博 生 都 只 有
50% ) 。”［15］随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封锁，缺
粮这一现象日益严峻。为了保障粮食的供给，中共
不得已向群众发出了借谷的号召。“1933 年 2 月，
中共中央局号召全苏区借谷 20 万担……1934 年 6
月，中共中央要求全苏区紧急动员 24 万担粮食供给
红军，到 7 月底基本完成。7 月又开展秋收借谷 60
万担运动。”［16］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对苏区粮食资
源的挖掘已经达到了极致。

此外，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同样极其匮乏，食
盐在当时甚至成为了人们的“宝贝”。尤其在第五
次反“围剿”战争前后，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了严密
的经济封锁，这给苏区的食盐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困
难，食盐的价格也随之飞涨，许多贫苦人家是压根吃
不起盐的。王观澜在回忆中说: “由于敌人封锁，当
时盐、布、药品、烟等供应都很困难……粮食供应很
困难，为了保障红军供给，后方工作人员一天只有十
二两、十三两粮食( 十六两为一斤) ，其它没有。不
少本地同志自带干粮干革命，没有零用钱，一天五分
钱菜金，连鞋袜都在内。盐更困难，一块银洋只能买
三、五两，甚至更少。盐搞不到，有人就熬制盐，把厕
所底下的土，挖出了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
盐，以致中了毒。”［17］可见，在革命的特殊时期食盐
的珍贵性。

在物质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妇女
成为弥补物质资源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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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动员下，中央苏区妇女积极参与农业生产，积极参
与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广泛开展支前工作; 主动
为红军做军鞋，在军费紧张时，开展节省运动，将自
己的首饰进行捐卖，从而资助国家作战争经费。可
见，中央苏区妇女不仅保障了自己的吃饭、穿衣等问
题，更为革命战争资源的补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
们的社会价值在此得到了光辉的体现。正如张雪英
所说: “从承担战争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苏区客家妇女是一支没有军籍的红军后勤部
队。”［18］

二、因动员而解放:从方法路径看中央苏

区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动员型特征

世界各地妇女解放的实现方式各有不同，但在
组织形态上一般都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妇女解放理
念的推动者与接受者之间处于一种较为复杂的互动
关系。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与此有明显的不同。在组
织形态上，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处于完全的组织控制
之下，呈现有计划有目的的实施状态，组织者与运动
对象之间，是较为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
为重要的是，苏区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革命斗争状
态，妇女解放是革命动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妇女
解放所处的这种定位，使其实现方法和路径也只能
是革命动员的方式。

( 一) 妇女解放与妇女动员
尽管妇女解放是共产主义理想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土地革命中的妇女解放是作为党的革命动员工
作的一部分提出来的。1928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农民问题决议案》和
《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论述了妇女在农民运动和工
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
“在农民革命运动求得胜利的斗争中，吸收农民妇
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的意义。”［12］207之所以这么
认为，是因为过去的农民运动经验表明，“农民妇女
是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12］207因此，
“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
参加者。”［12］207

鉴于妇女在革命动员工作中的重要性，“六大”
还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其中论述了妇女解放
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决议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
的胜利能彻底解放妇女。”［12］208“女权主义的妇女
运动，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
放妇女，这完全是空想、幻想。”［12］209这些论述意味
着，妇女解放的重点是动员妇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决议案还特别强调，要把农村妇女组织
到统一的工会或农民协会中，“不必组织独立的妇
女协会。”［12］212

“六大”的这一系列决议案提出了影响整个苏
区革命时期的妇女工作基本思路，即: 妇女群众是一

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应当重视对这一群体的动员; 由
于妇女所受压制较多，她们有较大可能性被动员起
来; 妇女解放可以作为一种动员妇女群体的方法，但
是妇女的真正彻底解放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妇女从传统家庭伦理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应当立即将其纳入土地革命、武
装夺取政权的轨道。这一思路意味着，在苏区革命
的现实条件下，妇女解放同时也是在对妇女进行动
员，妇女解放是妇女动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苏区的
形势日益紧张，这也意味着将工农群众动员起来的
任务更加繁重紧迫，妇女动员的重要性随之不断上
升，因而妇女解放也得到更多的重视。1932 年 6 月
20 日发布的《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
( 第六号) 》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承认妇女在革
命战争中有力的作用，过去苏维埃政府对妇女的权
利，很少注意，且表现出轻视妇女的倾向。”［12］281显
然，重视妇女权利与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是联
系在一起的。妇女动员之重要性就在于妇女在革命
战争中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什么? 该训令的
开头部分作了简要的论述，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
一，从 数 量 上 看，“妇 女 占 劳 动 群 众 的 半 数。”
［12］281第二，妇女可以参加游击队、义勇军、赤卫队、
少先队等。第三，由于在革命战争中，“多数劳动男
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及参加前线的工作，”［12］281那么
后方的工作要由妇女来“担当”。

妇女解放与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斗争之间密不可
分的联系，源于当时苏区的人力资源紧缺和紧迫的
革命战争形势。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联系显示出
不断加强的趋势，使苏区妇女解放在妇女动员的过
程中得以实现。

( 二) 全控模式下的妇女动员

就妇女动员的方式方法来说，苏区的做法也和
通常的妇女运动中的做法不一样。苏区妇女解放在
方式方法上显示出领导者、组织者对运动的极强的
控制力。中国共产党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
者，不仅对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而且
对苏区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实行强有力的全面领导。
这种极强控制力，不妨称之为“全控模式”。全控模
式下的妇女动员，显示出比其他模式更高的效率。
在全控模式下，组织者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地思考对策，从权益、情感、观念等三
个方面作用于妇女群体。

1． 以保障妇女权益为方法的权益动员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从保

障妇女的基本权益入手，保障她们的人格独立，提高
她们的家庭地位以及社会地位。妇女得到了实际的
利益之后，由衷地感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好。因此，
当党及苏维埃面临革命的现实困难时，苏区妇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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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将对苏维埃的感激之情化为革命动力，积极地投
入到苏维埃革命的洪流中去，为苏维埃的革命与建
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女子被赋予与男子同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并广泛参与到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实际工作当
中。“1933 年，江西苏区 16 个县，就有县一级的妇
女干部 27 人，兴国一个县有 20 多名妇女担任乡主
席。还有很多妇女当选为优待红军委员会、教育委
员会、卫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部门的委员，在苏
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有的还被选为
苏区中央政府的委员。”［19］240

妇女还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权利，特别是获得
土地的权利。苏维埃政府首先根据平均分配土地的
原则，保障女子与男子一样能够获得土地。对于女
子参与分田的规定，最早可见于 1928 年的《井冈山
地区土地法》。随后，苏维埃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兴
国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
地法》等。这些土地法都秉持着“男女老幼平均分
配”的原则，从法律上保障了妇女拥有土地的权利。
此外，中央苏区女子还拥有对土地的自行处置权。
无论是出嫁、改嫁还是离婚，女子都能够带走属于自
己的土地。1932 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
分配土地的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凡妇女出嫁时，土
地由本人自由处理。”［20］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中
央苏区女子逐渐摆脱了对男子的经济依赖，有了独
立的经济地位，她们的社会价值也随之而得到体现。

婚姻自由权利的获得，使妇女摆脱传统家庭伦
理的压制，有了更多的自由与独立。1931 年 12 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
例》，该条例明确提出“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
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
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2］26 针
对《婚姻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苏维埃政府对其进
行了完善，并于 1934 年 4 月 8 日正式颁布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新的婚姻制度体现了现代
制度的核心价值观: 平等与自由。新的婚姻制度使
得苏区女子挣脱了旧式婚姻家庭的束缚，获得了独
立与自由，因而受到了苏区女子的大力拥护。

2． 以诉苦、控诉和集会为形式的情感动员
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中指出:“村的群众

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
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
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14］353可见，群众大会在教
育与动员群众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妇女作为群
众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自身的经历以及性格
特点使这种动员方式发挥更强烈的效应。

一方面，中央苏区大部分的妇女都有着共同的
悲惨经历，都深受“四权”的压迫，处于社会的底层，
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没有地位。因此，把

妇女集中起来进行诉苦运动，能够引起她们之间的
共鸣，唤醒她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从而激发她们的革
命情绪，使其融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去。另一方面，
妇女本身的性格就更为感性，相比之下更容易受到
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苏维埃政府经常采用妇女
诉苦大会、节日表彰大会、批斗大会等方式对妇女进
行教育，以此来激发她们对于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
憎恨，使她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苏维埃的革命与建
设当中。

3． 以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为方法的观念动员
列宁曾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

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
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21］在革命战
争年代，教育就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因此，保障妇
女的教育权利，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促进
妇女的解放，还有助于让她们接受一套意识形态观
念。意识形态观念一旦被接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就会成为她们内在的要求。

1932 年 6 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六
号训令》中指出: “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
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
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
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要
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
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
女到各机构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
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
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战争。”［12］282在苏维埃政府的
推动下，以识字运动为核心的扫盲教育得到全面展
开。通过识字教育，许多妇女摆脱了文盲的桎梏，开
始能慢慢看报，并讨论国家大事。中国共产党在苏
区开展各式各样的教育，使尽可能多的妇女参与到
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文化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教
育作为普及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拓宽了妇女的视
野，其思想也变得更有深度。

文化媒体也是一种观念教育的手段。报刊、革
命标语、漫画、红色戏剧等都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妇女
解放，激发妇女的革命热情提供了媒介。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据不完全统计，从创刊到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为止，共出了 240
期，其中刊登有关妇女文章 202 篇，刊登提及妇女的
文章 308 篇。”［22］212 例如，《红色中华》第 76 期第二
版就刊登了劳动妇女送郎当红军的文章: “攻略新
区冠山随垇乡的妇女指导员( 李六英) ，是一个团
员。在本月十五日鼓动了他自己的老公并群众共二
名去当红军了，她还自动的做了套鞋，背包袱雨伞，
送丈夫当红军，这是劳动妇女扩大红军的模范。值
得每个同志学习的。”［23］苏区报刊正是通过刊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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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解放以及妇女参与革命之类的文章来鼓动妇女加
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

苏区时期，“凡红军经过的地方，墙壁门板上统
统写满红军标语; 因此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个
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24］当时的革命标语中有
关妇女解放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 “实现男女平
等，打破包办婚姻”“禁止童养媳”“反对老公打老
婆”“男女平权”“女子要读书写字”“女工工作与男
工平等的须 得 同 等 工 资”“废 除 压 迫 妇 女 的 旧 礼
教。”［25］由于革命标语书写于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可以起到耳濡目
染的作用，使妇女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为其参与革命
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这三个方面是在全控的环境中实施的，因此也
没有与之不同向的信息造成干扰。妇女作为动员的
对象，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较易被所获得的权益
所感动，被革命的情感所感染，被意识形态观念所熏
陶。

三、从家庭伦理到革命伦理:从后果看中

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动员型特征

从历史后果来说，解放运动通常包含两个方面:
破与立。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破”是从传统的压
制女性的家庭伦理中走出来，“立”是走进革命伦
理。前者是当时中国各类妇女解放运动的共同目
的，而后者正是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独特的地方。

( 一) 从“家庭中人”转变为“革命的伟大力量”
在传统家庭中，妇女的经济地位通常不能获得

认可，她们一生都只能依附于男子。此外，女子很难
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无法享受与男子平等的
权益。苏区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妇女获得
了解放，投入革命工作当中。她们积极地参与农业
生产、扩红支前以及生产慰劳，为苏维埃革命而奋
斗。

1． 农业生产的主力
随着反“围剿”斗争形势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

的男子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留守在家的主要是老
人、妇女和儿童，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人力资
源。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妇女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作
用，动员她们承担起后方生产的重要责任。

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参与面极其广泛，
“从犁田、耙田、下肥、换种、开荒、修池塘、筑河坝、
添修农具，一直到割禾打稻、担谷收粮、修桥铺路，无
一不与，无时不在。”［26］181 即使承担了重任，苏区妇
女却依然热情满满。“农业生产几乎全由妇女承
担，她们学会农田耕作全套功夫，包括维修水利，建

房打铁修桥铺路。年老的妇女也被组织起来，编织
箩筐，晒垫，修扁挑，锄头等，支援农业。生产搞得很
好，年年增产，不但保证了自己的七饥八饱，还保证
了红军的给养。”［19］258 － 259

2． 扩红工作的主要力量
在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宣传下，中央苏区妇女的

思想发生了质的改变，她们不再只顾于自己小家的
利益，而是懂得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光荣的责任，懂
得了战争胜利与自身前途利益的关系。于是她们在
热烈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上前线的同时，还
积极动员其他的青年男子上前线，成为扩大红军的
主要力量。

1933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创
造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央局的号召下，瑞
金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十五天内就有四千多人加入
红军，创造了瑞金模范师。”“砂心区在六月一日至
四日短短三天中，就动员了一营模范营( 人数四百
六十三名) 全体加入瑞金模范师”; 云集区坪山乡曾
来英、谢来发娣和谢玉英三位妇女，积极主动动员自
己的丈夫当红军，还亲自送到区苏维埃来报名……
一时间很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
子上战场”的动人场面。① 1933 年 11 月 29 日，《红
色中华》报道:“博生梅江区的劳动妇女在动员扩大
红军方面确实是起了伟大作用，特别是该区七里乡，

赖珍秀同志，一个人宣传了七个男同志去当红军，并
且还做了十双布草鞋欢送这七个新战士。其他如黎
玉秀同志等也送老公当红军，所以引起了其他女同
志都宣传老公当红军，共有二十四名男同志都是妇
女亲自到乡苏报名的。”［27］1934 年 3 月 8 日，《红色
中华》还报道了瑞金妇女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的光荣
成绩:“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决定瑞金妇女在
‘三八’节前要扩大红军五百名，现在一月底已经完
成了七百零七名，超过了二百零七名。”［28］通过这
些报道，可以看出中央苏区妇女在扩大红军方面倾
注了较多的热情。

3． 支前慰劳的重要参与者
苏区各地成立了各种慰劳队以广泛开展支前工

作，如洗衣队、宣传队、担架队、运输队等。1932 年
10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周月林在江西各
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中说: “兴国、公
略、万太、宁都等县的妇女共计推销公债票一万九千
一百二十元。各县妇女慰劳红军及地方武装，计有
布草鞋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七双、麻草鞋九千九百零
四双，鞋子四千一百九十四双，其他如毛巾、洋袜、用
品、食品不计其数”。［29］661933 年的“红五月”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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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女继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在生产慰劳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草鞋套鞋慰劳红军特别是
慰劳模范师，就兴、永、公、万、赣、雩、乐、宜、信九县
说，就有三万八千四百九十双。”［29］93

( 二) 从礼教与宗法束缚下的女性转变为组织

引领下的女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苏区妇女挣脱礼教
与宗法的束缚，获得了解放。然而，这种解放并不同
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它有着其自身的
特点。该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国家命运、社会变
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获得解放后的妇女实际上进
入了另外一种体制，成为国家和党组织引领下的女
性。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性与党性是第一位的，个性
解放实际上是从属于政治解放的。

1． 舍小家，顾大家
刚从礼教与宗法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妇女，积极

投入到苏区革命当中。其中有不少妇女直接参与到
革命战争当中，并且跟随中央主力红军走过二万五
千里长征，成为了令人称道的女红军战士。作为一
个女革命者，她们的革命热情相当高。然而，作为一
个女人，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她们也具有细腻而丰
富的感情。在革命的特殊时期，繁重的革命任务以
及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得女革命者没办法兼顾家庭与
革命。这个时候，她们就要面临两难的抉择，承受常
人难以理解的心理煎熬。

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党中
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重要决定。因此，谁去谁留就
成了当时红军革命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
女红军战士而言，等待她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去留
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孩子的抉择问题。然而，
在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当中，党组织有着明确的纪
律规定，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行进，谁的孩子都不允许
带在路上，即使是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孩子也逃脱不
了被寄养的命运。

贺子珍，毛泽东的夫人。“在刚下井冈山那段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们就不得不把刚刚生下的女
儿，寄养在老乡家里，后经多方寻找，得到的却是早
已夭折的信息。”［30］20 之后，在苏区较为安定的时光
里，贺子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毛毛，毛毛的到来使得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生活更加地欢乐。然而，这段时
光只持续了两年多。由于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
利，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时，中央已经批准贺子珍
跟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并要求其在出发前把毛毛安
顿好。经过一番心理挣扎之后，革命的信仰压倒了
一切。这一结果表明，对于贺子珍来说，她的首要身
份是革命者，其次才是母亲，革命的信仰让她作出了
“舍小家，顾大家”的抉择。“毛泽东十分理解妻子
贺子珍的艰难抉择。在追随毛泽东十年的岁月里，

仅从一个女人和妻子的角度，贺子珍先后为他怀孕
10 次之多，大小产共有 6 个毛性儿女出生，但因条
件和环境的限制，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李敏一个女
儿。”［30］27

贺子珍只是众多女革命者当中的一个，她的命
运是那个时代女革命者的一个小小缩影。邓颖超、
王泉媛、康克清……数不清的女红军战士在“小家”
与“大家”的利益冲突中，都坚定着对革命的信仰，
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最终作出了“舍小家，顾大
家”的决定。

2． 革命意识形态下的爱情观
家庭与婚姻伦理的变化，使妇女获得了择偶的

权利，这意味着个性化的择偶标准的产生。在传统
伦理下，择偶标准往往掌握在父母手中，获得解放后
的择偶标准则掌握在妇女自己手中。爱情则成为新
择偶标准中的重要内容，而苏区的爱情观来源于共
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如前
文所述，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必须参加阶级革命，实
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使自身获得彻底解放，
因此在当时，爱情也必须服从于革命，革命的价值观
是爱情观的基础。在这种新型观念模式里，女人把
对丈夫的爱投入到革命事业的爱，“将对红军丈夫
的爱扩大为对红军的爱。”［26］2

为了革命利益，女革命者有时候还需要接受党
组织安排的婚姻。如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
军事顾问、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和萧月华的结合就是
这样的个例。尽管他们的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有
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萧月华接受了
这样的安排。这一个例体现了苏区妇女在获得解放
后的革命爱情观。革命既是理想，也是现实，从革命
的理想与现实中寻找爱情的表现方式，成为获得解
放妇女的新的生活习惯。

四、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革命动员是中央苏区妇女解放
运动中各种作用因素中的最基础因素，在这一运动
的动因、方法路径与过程、历史后果等三方面的结构
中，均发挥着最基础的作用。正是这一因素支配了
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各项特征，塑造了这一运
动的个性。革命动员能够支配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
动深层结构的原因在于，苏区革命时代，革命动员的
紧迫性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现实需要之一。在有限的
人力资源条件下，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从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说，革命动员
型妇女解放不仅使苏区妇女地位和苏区社会发生根
本的变化，而且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深刻
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同时，妇女在革命的
过程当中，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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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自由主
义的妇女解放理想相比，这种类型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是最有效的方式，其以最快的
速度使女性在组织引领下获得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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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Liberation of Ｒ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Typ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NG Jingtao，XIONG Yu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Ｒ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Ｒesources Ｒesearch Center，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Abstract: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as structural differences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women
＇s liberation movements of the same perio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is movement i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reality of revolution-
ary mobiliz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process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played a leading role． The actual consequences of this movement are also fundamentally linked
to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method path and consequence，it can be found that "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or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is factor dominates the
framework and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making it show distinct personality． This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movement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hanges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Key words: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women＇s liberation; Soci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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