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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少数民族妇女解放理论在内蒙古的实践研究

连 新

(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乌兰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在领导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理论，分析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的途径、妇女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为发动少数民族妇女

参加革命，建立妇女组织，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乌兰夫自觉地把阶级解放

与少数民族妇女解放融为一体，在阶级解放的过程中达到妇女解放。他的思想在今天对我们解决内蒙古地区的

妇女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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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Ulanf's Ethnic-minority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in Inner Mongolia

LIAN Xin
(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010022，China)

Abstract: Ulanf，an excellent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roactively applied women' s liberation
theory of Marxism in leading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ner Mongolia to analyze the causes，solutions and
roles of women and ethnic-minority women，and he made deep exploration and thought on mobilizing ethnic-
minority women to join the revolution，establishing women' s organization，and training ethnic-minority women
cadres，etc． ，in the years of revolutionary war． He conscientiously fused the class emancipation with the liberation
of ethnic-minority women to achieve the ethnic-women's liberation． His thoughts still have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omen in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Ulanf; ethnic-minority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practice

1947 年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乌兰夫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

古第一代领导人，在内蒙古革命和工作期间，把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少数民族妇女解放运动

结合起来，开创了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妇女解放运

动，运用少数民族妇女解放理论指导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一、乌兰夫对妇女的伟大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52 年 12 月 19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妇联第四

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中国妇女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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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个革命运动中都参加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妇

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是分不开的。”［1］历史充分证

明了妇女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彰显了妇女的智慧和

才能，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内蒙古妇女在

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对积极支援抗战表现出前

所未有的勇气和热情。例如，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

据地，妇女们在妇救会的领导下，为八路军游击队

做军鞋、军衣。当时大青山游击区的部队和地方干

部 2300 人的衣服、鞋主要靠根据地的妇女制作。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上前线，

广大妇女担负起生产支前、维护后方生活的重担。

乌兰夫认识到，内蒙古各族妇女在中国共产党和各

级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农业区广泛发动劳动妇女

参加农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夏锄。同时还

要抓副业生产劳动。在牧区应发扬妇女劳动观念，

从实际问题中宣传劳动的真理，提高牧畜技术”［2］。

这个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各解放区还开展了

土地改革，“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满足无地少地

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要达到团结农村中百分之

九十的群众，必须动员妇女参加清算、诉苦、征购地

主土地、反恶霸及欺压妇女的各种斗争，并发动妇

女参加平均分配土地果实的运动。如果丢开了占

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众，那么团结百分之九十就没有

可能”［3］。由于妇女与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她们

的地位与过去完全不同。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逐渐做到了经济上自立。因此，乌兰夫说: “自从

‘八·一五’解放后，内蒙古各族妇女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之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两

条路线斗争以及在土改运动中，都表现很积极，起

了很大作用。这主要原因，在于内蒙古人民找到了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也说明妇女运动与

整个人民解放运动是分不开的”［4］。

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各族妇女以前所未有

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各项建设和各类运动中，成为

一支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正如乌兰夫

所说:“我们祖国今后的各项建设，规模是浩大的，

任务是艰巨的，如果没有广大妇女参加，是不可能

完成的。”［5］到 1957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工会

组织的女职工有 24929 名，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新生力量。内蒙古自治区机

关女干部为 15722 名，其中蒙、回、满、达斡尔、朝鲜、

鄂温克、鄂伦春等各族女干部约占 40%。农村和牧

区几乎 90% 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农牧业生产劳动。

牧区妇女热情投入爱国增畜保畜运动，出现了放牧

能手齐日玛、宾巴、杨吉玛等劳动模范。内蒙古各

族妇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自己的伟大

作用。

二、乌兰夫分析少数民族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工作期间，力求把马克思主

义思想同各民族妇女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乌兰夫

在几次的妇女集会上说: “内蒙古妇女的解放与整

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在民主革命胜

利之前，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正如毛主席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中国的男子，普遍受三

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

子，除受以上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

配。’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妇女，除受以上‘四条极

大的绳索’束缚外，还要遭受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痛

苦。”［4］在旧社会，中国妇女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

而少数民族妇女所受的压迫却更为深重。蒙古族

妇女在社会中没有地位，在家庭中也处于被奴役的

境地，像奴隶般被人指使，甚至在婚姻生活中，有的

蒙古族妇女随便和一种什物结婚，如与马鞭子、马

槽子等物结婚。因此，妇女要改变自己悲惨的地

位，必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把妇女自身的解放融

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之中。“内蒙古地区各族

妇女不能离开整个国家和自治区的斗争任务而孤

立地求得自身的解放和提高社会地位，整个国家和

自治区的斗争任务的完成，也是包括妇女解放在内

的。”［4］为此，乌兰夫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

导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激烈武装斗争，驱逐了

帝国主义，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个

伟大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内蒙古

地区的各族广大妇女也是从这个革命胜利中获得

解放的”［4］。妇女要真正在社会中站起来，除了消

灭旧制度和私有制以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

有对农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私有制，妇女

们能参加社会劳动，经济上才会完全独立”［4］。这

样才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妇

女人身依附现象，从而使妇女不仅在经济上享有独

立自主权，并且在政治上、文化教育和婚姻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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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享有充分的权力。只有这样，妇女自身的彻底解

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能实现。

乌兰夫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指

出妇女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阶级

压迫和民族压迫及民族歧视，同时妇女要参加到社

会各项政治活动及生产之中去，这就是内蒙古妇女

解放的必由之路。

三、重视妇女工作，积极促进妇联组织的创建

和发展

( 一) 内蒙古妇女组织不断发展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

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妇女救国会; 1947 年开始，在

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妇女会，牧

区建立了牧民委员会。

1949 年 1 月 12 日，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召开

了内蒙古妇联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民主

妇女联合会。乌兰夫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

讲话中，明确了内蒙古妇联成立的任务，即“内蒙古

妇女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内蒙古妇女很好地动

员、组织起来，和内蒙古各种工作统一起来，配合全

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召开的”［4］。同年 9 月 16 日

在丰镇召开了绥远省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1953 年 10 月绥远省妇联与内蒙古民主妇联合并统

称内蒙古民主妇女联合会。至此，内蒙古各族妇女

有了统一的妇女组织。

( 二) 关于妇女工作的重要性

乌兰夫认为: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工作历来就

是很关怀与重视的，因为中国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

问题之一。”［5］因此，“应当承认中国也好，内蒙古也

好，解放妇女是妇女自己本身的任务”［5］。妇女工

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

分，妇女问题带有自身的特殊性，妇女在生理、心

理、利益要求、社会地位和作用方面，都有与男子不

同的特点和特殊利益，需要制度、组织的保护。因

此，乌兰夫非常关心妇女工作。在他的领导之下，

内蒙古比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较早建立了内蒙古民

主妇女联合会。通过建立妇女自己的组织，使妇女

组织成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只有广

大妇女参加到自己的组织和斗争中去，才能使广大

妇女自身解放的斗争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性

运动，才有强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乌

兰夫特别强调“妇女在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

线、总任务的斗争中是具有伟大作用的，妇女工作

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各级党委都必须经常地注意领导与检查帮助妇女

工作，各级妇联也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经

常主动地向党委报告工作情况，共同努力把工作

做好。”［4］

( 三) 乌兰夫强调在妇女工作中要克服一些错

误偏向

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内蒙古妇联各级组织中的

一些干部对妇女工作认识模糊，没有很好地理解妇

联组织的存在是由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妇女解

放运动的任务来决定的，因此出现了一些错误偏

向。如 1949 年《内蒙妇联根据各盟的报告提出的

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目前干部中主要是思想作

风问题，如不愿做妇女工作或有的地方妇女干部打

人，摆太太架子，处理问题不恰当; 有些妇女干部对

一般的革命工作和任务，还算是积极，但对于妇女

工作却不大有兴趣，怕麻烦，认为这一工作没有前

途。”［6］还有一些妇女干部认为妇女是人口的一半，

妇女工作既然这样重要，就有权利处理本身的一切

问题，不需要政府去管，把妇女工作看成是孤立的。

甚至有的地方妇联，开会只限青年妇女参加，壮年、

老年不要，这种现象削弱了妇女本身的力量。

针对妇女工作中存在的这些模糊认识和一些

错误做法，乌兰夫指出:“把妇女工作和其他运动孤

立起来，这也不对。我们今天主要反对不重视妇女

工作，同时也反对大女子主义思想，要把妇女工作

在革命工作中适当地摆起来”［5］。“有些干部不重

视妇女工作，甚至有的妇女工作者也不重视，不安

心妇女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她( 他) 们不是以马列主

义的观点来看妇女工作，因而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

是因为她( 他) 们还残存着封建思想———也是重男

轻女的思想所致。这是封建的‘三从四德’的腐朽

观念，要进行批判教育。我们人民革命事业的任何

工作都是光荣的、伟大的、高尚的，都是革命事业中

的重要环节。妇女工作也同样。”［7］从而克服妇女

工作中存在的偏向。

( 四) 乌兰夫注重蒙汉各族妇女干部的团结

乌兰夫认为在民族地区工作中，一定要加强蒙

汉干部的团结，这是蒙汉人民团结的关键。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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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乌兰夫在内蒙古妇联第一届代表大会的讲话中

说:“蒙汉妇女干部的团结问题很重要，应认识到，

我们在革命道路上是不分民族的，只有大家团结在

共产党的周围，妇女解放才有保障，才会搞好内蒙

古人民革命事业。”在乌兰夫思想影响下，内蒙古各

级妇联组织在具体工作中，把蒙汉妇女团结问题列

为重要任务来抓，加强了蒙汉妇女干部的团结，使

内蒙古各族妇女团结一心，为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

事业尽心尽力，彰显了内蒙古各族妇女的力量。

乌兰夫关于蒙汉妇女干部团结的思想体现了

党中央所一贯倡导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

谁”的原则。这正如乌兰夫所说的: “加强各族干部

的团结，团结各族人民推进各项工作。内蒙古民族

在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中，离不开也不应离开先进

兄弟民族———汉民族的帮助，尤其是汉民族干部的

帮助。”［8］

四、培养妇女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是事业发展的基石

乌兰夫为了内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蒙古

民族的发展，为了更多地发动妇女参与到我党的各

项事业中来，在革命实践中始终注意培养和选拔妇

女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早在抗战时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一批蒙

汉女青年，远离家乡，长途跋涉，奔赴延安，走上了

革命道路。后来这批人成为自治区早期的妇女运

动骨干力量。建国后，乌兰夫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

的多次讲话和指示中。1949 年在内蒙古妇联第一

次代表大会上，乌兰夫指出:“过去由于妇女干部非

常缺乏，是工作未能搞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

我们应以最大的力量来培养大批妇女干部，开展妇

女工作”。1952 年，在内蒙古妇联召开的第四次执

委扩大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大量培养妇女干部，

健全各级妇联组织并不断输送到各个部门，各种岗

位上去，以适应祖国建设需要”。

内蒙古妇联根据乌兰夫 1949 年提出的妇女干

部要通过妇联来培养的指示精神，以及一贯重视培

养提拔民族干部的思想，把妇女干部及少数民族妇

女干部的培养、训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主

动承担起培养和输送妇女干部的重任。

内蒙古妇联通过创办自己的学校———内蒙古

妇女干部学校，培养和训练了大量的汉族和少数民

族妇女干部。同时，还不断地输送妇女干部到全国

妇干校及其他党校、干校学习，提高她们的政治理

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文化知识，有计划地把妇女干

部放到工作第一线，使她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不

断增长才干。对培养、训练、输送女干部做详细的

规划，各级妇联组织都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

妇女干部，并争取各级政府在配备干部时尽可能配

备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这些措施使少数民族女

干部的成长有了制度保障。到 1961 年，全区少数民

族妇女干部由 1949 年的 1942 人，增加到 1961 年的

26474 人，占干部总数由 11. 7% 提高到 14． 4%。这

些少数民族妇女干部为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和妇

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妇幼卫生工作关系到民族生存

内蒙古各族妇女是生产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广

大农牧民妇女是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内蒙古各

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兴旺，有赖于妇女的身心健康

和新的婚姻制度的建立。因此，关心妇女的切身利

益，解决她们的特殊问题，是调动妇女参加农牧业

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条件。

解放初期，受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医疗

卫生条件差，封建迷信和落后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广大牧区的妇女常被各种疾病特别是性病所困扰，

造成许多妇女不能生育，民族人口数量下降，严重

威胁着民族生存。据统计，当时牧区的性病发病

率，一般都在 40． 4%，最高的地方为 59%，低的地方

也有 34%。自治区建立以前，根本谈不上妇幼卫生

工作，广大农村牧区妇女生孩子全是旧法接生或自

产自理，产妇产褥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十分

惊人，如遇到难产，接生婆就用冷水浇产妇，揪头

发，用鞭子抽打。许多牧区妇女不能在蒙古包里生

孩子，生了孩子几天后就外出干活。产妇、婴儿死

亡率很高。据调查，当时婴儿死亡率高达 340‰，产

妇死亡率约在 20‰以上; 人口逐年下降，人口增长

呈倒金字塔形［9］。1949 年 1 月，乌兰夫在内蒙古妇

联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妇婴卫生工作应作

为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求妇联组织给予高

度重视。他讲:“妇女的卫生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

社会问题，民族的存在问题，例如游牧区的妇女，生

小孩在草地里，因而死亡率超过生育率，所以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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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妇女工作中是很重要的。做妇女工作的同

志，应认真关心这个问题，成立妇幼保健机构，切实

给解决一些具体困难”［4］。1954 年，乌兰夫在归绥

市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又进一步讲

到:“牧区妇女除应积极参加牧业生产外，尤其特别

重要的是，应在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的基础上，积极改进妇幼卫生工作，保护妇

女和儿童的利益，减少婴儿的死亡，防止幼儿疾病

的发生，并设法逐步增进儿童的身体健康，以达人

畜两旺的目的。”［4］1958 年他又根据全区工、农牧业

生产高速度发展需要大批牧业劳动力的情况，提出

从区外移入一周岁以上的婴幼儿童，以繁荣兴旺民

族人口，满足牧民渴望子女的需求，促进生产的发

展。乌兰夫的这些指示，使妇联干部进一步从思想

上认识到妇幼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进而更加自觉地

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从 1952 年开始，内蒙古妇联积极配合政府开展

“免费驱梅”的工作，并组织专门力量，抽调许多人

员下乡、下牧区，向妇女群众讲解什么是性病，性病

的危害，性病的检查办法及政府治疗性病的措施。

然后，卫生部门负责检查，妇联派干部组织有性病

的妇女进行集体治疗。经过几年的普查、治疗、防

预，到 1960 年初基本消灭了性病。

内蒙古妇联协助卫生部门开展妇幼卫生工作。

一是进行妇幼卫生知识和新法接生、科学育儿的宣

传; 二是训练了大批新法接生员; 三是建立了妇幼

保健站。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和卫生保健措

施的实施，妇科病大幅度减少，婴儿死亡率也大大

降低，妇女在生育方面的痛苦也大大减轻了。从而

保护了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妇

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六、把贯彻《婚姻法》提高到落实“人畜两旺”的

高度

1950 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婚姻法》颁布后，

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贯彻《婚姻法》的运动。乌兰

夫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对内蒙古妇联的工作进

行了具体的指示和指导。

( 一) 贯彻《婚姻法》，关系到民族的兴衰

1952 年，乌兰夫出席了内蒙古妇联召开的第四

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深刻地指出: “婚姻制度

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生命的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畜

两旺的问题，但是只有建立在正确的婚姻制度之

上，民族生命才能健康。所以在内蒙古地区认真贯

彻《婚姻法》，建立正确的婚姻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他要求内蒙古妇联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

领导内蒙古广大妇女群众正确地、积极地参加进

去，这是内蒙古妇联与妇女干部的责任。”［4］乌兰夫

的讲话，使妇联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婚姻制度问题，

不仅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民族兴

亡。这次会议后，内蒙古妇联及时召开了妇联工作

扩大会议，对乌兰夫讲话精神进行了认真布置和落

实，广大妇联干部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贯彻《婚姻

法》的运动中去。

( 二)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特点贯彻《婚姻法》

《婚姻法》是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但是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生活方式

不同，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不同，如何从民族地区特

点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这是在贯彻《婚姻

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乌兰夫根据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内

蒙古自治区是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根据内蒙古具体

情况，照顾民族特点，在要求、方法、步骤上应各有

不同。不能搬套，又不能犯强迫命令。农、牧区情

况不同、要求不同，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也不

应一样。如: 民族关系问题、民族通婚问题，如果没

有一套具体办法来处理是会影响团结的。”他又讲:

“宣传《婚姻法》，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

动，是根本摧垮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树立男女平

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严重斗争，

但它又是各阶层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土地改革、镇

压反革命不同，宣传教育是主要的，绝不能采取粗

暴急躁态度与阶级斗争的办法。”［5］乌兰夫的这些

指示，给内蒙古妇联及各级妇联具体宣传贯彻《婚

姻法》，提供了政策界限和方法，避免了“一刀切”，

使他们既能坚持《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又照顾到少

数民族婚姻家庭关系的特点和风俗习惯，把《婚姻

法》的原则性同贯彻执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如对

严重损害妇女利益、侵犯妇女权利的落后的习俗，

像“指婚”和没有儿子娶媳妇，让女性和柱子、斧头

结婚等恶习坚决禁止。对一夫多妻的情况，考虑到

这是历史造成的，在宣传中就要注意历史条件，使

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损伤民族感情，引起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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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成事实的一夫多妻家庭，不一定马上强制他们

离婚或分家。对直系血统五代内通婚问题，不能太

强调，因牧区人稀地广，亲属间婚姻关系较多，因

此，只做一般性的宣传，照顾民族风俗。对于结婚

年龄的问题，1950 年《婚姻法》规定女 18 岁、男 20

岁，群众普遍反映《婚姻法》规定的年龄较高。妇联

考虑到由于过去少数民族有早婚的习惯，一时难以

改变，再加上牧区家庭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的具

体情况，一方面在工作中不是一律强求牧民必须按

法定年龄结婚，而是从生理上、民族发展上宣传晚

婚的好处; 另一方面把群众的要求及时向上反映，

以便政府统一考虑。由于妇联在贯彻《婚姻法》的

过程中，认真执行了乌兰夫的指示，注意到民族地

区的特点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而使工作开展

得比较顺利。经过几年的宣传和贯彻，逐步改变了

旧的婚姻习俗，使妇女享有了充分的婚姻自主权，

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族妇

女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广大农牧区的人口也得到了增长，畜牧业发展迅

速，实现了乌兰夫提出的“人畜两旺”的目标。

七、乌兰夫关于少数民族妇女解放理论对当代

妇女解放的重要启示

乌兰夫作为共产党优秀的领导人在领导内蒙

古革命和建设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对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

的途径、妇女的作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

思考。乌兰夫自觉地把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融为

一体，在阶级解放的过程中达到妇女解放。他的思

想在今天对我们解决当代内蒙古地区的妇女问题

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乌兰夫妇女

解放思想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内蒙古地区各

族妇女解放是同整个国家革命事业和推行区域自

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离的”［5］。主张妇

女解放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中，获得物质基础和精神解放，为妇女的全面解放

奠定基础。当前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为构建

和谐社会不断推进妇女的全面和谐发展，对于妇女

发展而言，良好的外部环境、自身的创新能力的提

升和社会性别意识的普及能够促进妇女精神解放，

使内蒙古各民族妇女共同发展与进一步解放。

( 一) 内蒙古各民族妇女解放离不开国家的解

放与发展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制造舆论阶段，激发妇女的解放意识，使革命从

自发到自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

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随之成为中

国妇女解放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也影响着乌兰

夫等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后来指导内

蒙古革命的过程中正是运用这些理论，使内蒙古的

妇女解放运动快速发展，各族妇女积极投身新中国

的解放和建设中。第二阶段是夺取政权，打碎旧的

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确立新的政治、法律

制度。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 年自治区就

召开了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乌

兰夫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在谈到妇女受压迫的根

源时，他指出: “中国妇女受四种权力压迫，这四种

权力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在内蒙古地区的蒙

古族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除受以上四条绳索

束缚外，还要受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痛苦，民主革命

的胜利，把这些束缚和压迫都打翻了”［4］。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颁布新的《宪法》，保障妇女

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与男子

享有平等的权力。这一制度保障，为建立新型的男

女关系，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提供了根本保证。

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妇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身

心地投入到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成为劳动大军

中的主要力量。第三阶段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消灭

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在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实行了按

劳分配原则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机制，这是实现

男女平等的关键一步。第四阶段是发展生产力，实

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解

决妇女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

文明与进步，营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2011 年 10 月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结果表明，在 18 ～ 64 岁的女性中，64. 2%

的健康自评“良好”，比 10 年前提高了 9． 2 个百分

点。60% 的女性心理健康良好。最近 3 年内，有

42． 2%的女性做过健康体检，54． 9% 的女性做过妇

科检查。18 ～ 64 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8

年，比 2000 年提高了 2． 7 年。女性中接受过高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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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及以上教育的占 33． 7%，城乡分别为 54. 2% 和

18． 2%，18 ～ 64 岁女性的在业率为 71. 1%，城镇为

60. 8%，农村为 82. 0%。调查表明，在非农业户口

女性中，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为 73. 3%，享有

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为 87. 6%。92. 9% 的女性关

注“国内外重大事务”，54. 1% 的女性至少有过一种

民主监督行为，18. 3%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

和村提过建议。83. 6%的农村女性近 5 年来参与了

村委会选举。被调查者中有 83. 5% 的人认同“女人

的能力不比男人差”; 88. 6% 的人同意“男人也应该

主动承担家务劳动”; 86. 7% 的人赞同“男女平等不

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10］。第三次妇女

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社会的进步推进了妇女社会

地位的提升和发展。

(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自治区各族妇女

的发展

乌兰夫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是让广大妇女参

与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当中来，

在实践中促进妇女自身的成长，提升妇女的管理能

力、创业能力及其自身心理素养。内蒙古自治区与

全国一样，正在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

此发展机制的影响下，内蒙古各族妇女就业和参政

的 比 例 在 逐 年 提 高，“2005 年 全 区 就 业 人 员 为

1241. 1 万人，其中女性 439. 9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

人员总量的 42. 25%。妇女就业总量不断增长的同

时，就业结构逐步得到改善，女性劳动力从第一产

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2005 年全

区妇女干部人数达到 33. 43 万人，占干部总数的

42. 52%，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女干部人

数分别为 4. 31 万人和 29. 12 万人，占干部总数的比

例分别为 26. 32%和 46. 77% ; 全区少数民族女干部

有 9. 07 万 人，占 全 区 少 数 民 族 干 部 总 人 数 的

45. 73%”［11］( P624)。这也印证了乌兰夫的妇女发展

必须要与国家发展相一致的理论的正确性。

因此，乌兰夫认为少数民族妇女要参与政治，

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越多，男女平等实现的程度就

越高。这一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无产阶

级思想家们的思想一脉相承。1868 年马克思在给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妇女的伟大作

用，马克思说: “每个了解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

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社会的进步

可以由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12］。马克思恩

格斯在研究妇女解放的进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实践的角度

分析了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妇女受压迫的

根源，阶级社会的产生是男女不平等的实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男女不平

等，是以性别等级为基础的，女性政治从属为重要

表现形式。权力领域是否有妇女参加，及参与的程

度如何，都是衡量男女平等地位的重要标志。李大

钊在《妇女解放与 DEMOCＲACY》一文中，从民主社

会的本质出发，阐明了妇女享有政治权利的意义，

他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

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这里

所谓的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的”［13］。恩

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

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妇女的解放只有

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

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时，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

现代的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

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

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

中。”［13］这实际上是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

获得经济独立，继而获得政治权利的基本前提。因

此，乌兰夫在 195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内蒙古妇联

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指出，“妇女们积极劳动，

提高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上，不论春耕、夏锄、秋

收等，妇 女 们 均 发 挥 了 劳 动 热 忱，在 东 部 地 区 有

85%的妇女参加了各种劳动”［5］。因此，让妇女走

出家门，促进妇女就业，是妇女具备职业自主和人

格独立的经济条件，政治上确立妇女的合法权利，

使妇女和男性共同享受公共社会生活的主导权。

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从事政治管理工作。妇

女参政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

且能为妇女提供一个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机

会，继而促进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1922 年 7 月中

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

女运动的决议》，提出了妇女运动的目标: “帮助妇

女们获得普通的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力与自

由; 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

俗的束缚”。1949 年《共同纲领》和 1953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都赋予妇女和男子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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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

举法》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 “凡年满 18 岁之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

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

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5］在此条之下，又设

专款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14］进一步强调了妇女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对

于选民资格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原则，

有利于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参加选举，

充分享有和行使公民权。“1953 年内蒙古东部区 8

个旗县 开 展 普 选，参 选 妇 女 人 数 占 到 女 选 民 的

90. 6%，东部牧区参选妇女占到女选民的 96% ; 内

蒙古西部 20 个旗县参选妇女占到女选民人数的

80%以上。这次普选结束后，内蒙古第一次出现了

女旗长、女市长、女法院院长、女审判长、女书记员。

到 1954 年，全区女干部人数为 8278 人，其中妇联系

统女干部 1587 人。”［11］( P128) 乌兰夫在 195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内蒙古妇联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

指出:“培养干部赶不上工作需要，女干部仍然缺

乏，希望今后大量培养妇女干部，健全各级妇联组

织，不断输送女干部到各个部门、各种岗位上去，以

应祖国建设之需。”“1962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5

周年时，已经有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

春族女干部 4400 余人，其中担任旗县委书记、旗长、

社长等职的少数民族女干部 100 多人。在生产大队

担任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女干部有 500 多人。”［5］

“自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始起，内蒙古自治区

少数 民 族 女 代 表 所 占 内 蒙 古 女 代 表 比 例 为

81. 81%，到第六届这个比例回落为 30. 77%，而后

到第十届这个比例又开始回升。”［11］( P325) ( 见表 1 )

这表明 这 些 少 数 民 族 妇 女 谱 写 着 妇 女 参 政 的 新

篇章。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女干部、少数民族女干部人数、比例情况表

年 份 干部总数 女干部数
占总数

百分比( % )

少数民族

干部数

少数民族

女干部数

少数民族女

干部占少数民族

干部比例( % )

1949 16885 1942 11． 5

1977 230144 61709 26． 81 30249 8999 29． 75

1987 588903 184385 31． 31 130994 42953 32． 97

1997 736538 272338 36． 98 174321 67689 38． 83

2005 786000 334300 42． 52 198338 90700 45． 73

资料来源: 陈羽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妇联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53 页。

“从 1950 ～ 1964 年内蒙古妇女干部学校承担了

全区妇女干部的培训任务，这十四年间共举办各类

妇女干部培训 16 期，共培训妇女干部 1118 名。其

中蒙语授课妇女干部班 2 期，培训牧区妇女干部 94
名。”［11］( P254) 乌兰夫作为妇女运动的领导者，非常注

重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和培养，通过创办妇女干

部学校，提升少数民族妇女的文化素养和参与公共

事务的能力。这对于唤醒她们的民族意识和权利

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击破了妇女的

自卑感和依附性，增强了其自信心和独立意识。乌

兰夫所推动的这些实践活动，就是为了使少数民族

妇女从思想观念层面认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人，与

男子一样拥有权利和义务。现阶段妇女教育也应

如此，防止旧思想回潮，并抛弃“男尊女卑”、“男强

女弱”等旧观念，积极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

传和教育，扭转现阶段某些大众话语倒退的现象，

进而构建性别平等的人文环境。此外，内蒙古军政

学院、自治区学院、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以及多种培

训班，都举办过妇女干部培训。内蒙古大批妇女及

女青年经过培训学习，分赴内蒙古各地开展工作，

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自己培养的早期妇女干部。乌

兰夫的这些思想和实践都为少数民族妇女和大众

妇女解放、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组织

和人员条件，为少数民族妇女更好地参政议政，并

为广大的少数民族妇女服务，提供了坚实的人员保

障和思想保障。
( 三) 促进妇女主体意识的不断发展

1． 要更新观念，摈除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的遗

毒。乌兰夫在 195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内蒙古妇

联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指出: “内蒙古妇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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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各种建设上有很大贡献，但是还没有发挥出应

有的力量，这主要是由于封建残余思想所压制。因

此扫除封建思想就成为目前发动广大妇女积极参

加祖国各种建设工作的头一件大事了。”乌兰夫深

刻认识到旧观念对人们所起的桎梏作用，因此，从

思想观念中消除封建旧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要。他

认为，正是妇女承担了人类再生产的任务，人类才

会繁衍生息。妇女为人口的再生产、为人类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

方面，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正是有了妇女的解

放，男子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因此，人们

应当认真贯彻并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妇女解

放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

的全面进步。
2． 实现妇女解放首要的任务是妇女自己解放自

己。马克思曾用“剧作者”和“剧中人”来形象地说

明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问题，认为人是历史的主

体，离开了人的意识性和自觉性，社会的一切活动，

无论实践活动还是精神活动，甚至人类社会的进步

和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作为历史主体的每一个

人的自主活动，这当然不仅包括男性，还包括女性。
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高扬主体意识，从

自我做起，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这是因为当人们

产生某种需要时，并且这种需要较为强烈时，就会

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即动机，并能促使人为趋

向一定的目标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满足需要。在

一定范 围 内，人 的 动 机 强 度 越 高，对 行 为 的 影 响

越大。
对于女性来说，在社会领域发挥其才能，需要

其形成主动参与社会、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动机。
而只有树立了明确的主体性意识，正确认识到自身

的价值，才能使其将动机转化为实践，女性与整个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才能实现。
3． 优化妇女解放的外部环境，把我国国情与内

蒙古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新中国妇女和内蒙古

妇女解放的实践表明，在妇女发展和妇女赋权的过

程中，政府的积极干预和社会制度的保障，可以推

进妇女解放的进程，使广大妇女在生产、生活方面

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切实的保障。政府要积极引导

社会形成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妇女解放营造健康向

上的氛围。尤其是媒体应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在

影视作品的把关、广告的制作、播出方面，严格审

查，带有性别歧视和宣传男女不平等及传播落后文

化的作品，应一律修改或禁止播出，净化媒体环境。
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妇女的解放，而人类

解放受社会客观条件进步程度的影响。目前，我国

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

几千年以来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妇女解放受到了

一定的限制，许多妇女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在

内蒙古也同样存在。因此，结合内蒙古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优化妇女发展的内外部环

境非常重要。
( 四)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和尊重少数民族妇女

乌兰夫认为，内蒙古的各民族妇女要深刻认识

法律的重要性，要结合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宣传法

律知识和运用法律武器，把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平等

地参加社会劳动的合法权益切实落到实处，并解决

她们自身的实际问题。在落实 1950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时，乌兰夫在 1952 年 12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次执委会上指出: “内蒙古

自治区是个民族地区，必须根据内蒙古的具体情

况，照顾民族特点，在要求上、方法上、步骤上应有

所不同”。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内蒙古自治

区在宣传新《婚姻法》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少数民族

妇女认识到，妇女享有了婚姻自主权。当今我国在

婚姻家庭中，出现了一些无视《婚姻法》的行为，针

对这种现象，应该运用乌兰夫所倡导的，以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结合内蒙古的地区特点、民族

特点和妇女特点，在妇女中普及《婚姻法》和开展法

律援助，尤其是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让妇女知

法、懂法、守法，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经过建国后 60 多年的发展，我国颁布了许多有

关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法律法规。根据我国《宪

法》的相关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家庭

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

酬。1988 年，我国又颁布实施了《女职工劳动保护

规定》，2005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男女平等作

为一项基本国策正式写入我国的法律。尽管法律

及政策给了妇女平等的劳动权及受教育权等权利，

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存

在，主要是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曲解法

律的状况。
( 五) 要正确地理解男女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

上的平等，要尊重生理差异，同时倡导妇女自尊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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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法律以及各项政策规定两

性平等，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的发展在某

种程度上依然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

期，妇女的地位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人们却

一味地强调男女平等，忽视两者的生理差异。正是

由于这种狭隘性，妇女解放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因此，在领导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

理解男女平等，它不是指男女两性绝对的平等，不

能把男性作为女性解放的对立面，要在合作、互助

中和谐发展。由于女性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

任务，与男子有着不同的生理特征，男女平等首先

要承认两者的差异，只有将男女平等建立在生理差

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实现性别公正。
妇女自立是一个老话题，乌兰夫在建国前就多

次强调，要让妇女参加到生产劳动中来，获得自立，

使妇女成为经济上独立的人。当今在一些旧思想

回潮的影响下，一些妇女主动退回家庭，靠男人养

活，再次成为家庭中人。面对这种现象，乌兰夫的

思想对今天的管理者或大众都具有启迪意义。
总之，乌兰夫关于少数民族妇女解放的理论，

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对我们分析

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问题，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大力发展社会

生产力，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丰厚的经济基础，又要

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内蒙古的实际状况，使内蒙

古的妇女解放运动符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对于内蒙古的各族妇女而言，要实现自身真正的解

放，就是要突破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

色模式，摆脱人格依附，实现人格独立，勇敢承担社

会责任，树立积极的主体意识。女人不能只局限于

家庭的小圈子，应当在商业、艺术和政府领域中发

挥积极作用。只有敢于挑战传统，树立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的新思想，才有可能获得基于性别平等的

新认同，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

中获得一席之地。从解决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完善公共服务，强化社会管

理，加强制度建设，维护民族团结，完善社会保障，

全民开展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教育，营造和谐

的性别关系，走出性别歧视的瓶颈，赢得妇女发展

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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