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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回国留学生在马克思

主 义妇 女 解 放 理 论 早 期 中 国 化 进 程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的角色。 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行

了介绍和传播，而且他们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对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新的阐释，在

其内涵和外延上有丰富和扩展，或在实践上有创造

性的运用，或在理 论 上 有 新 的 概 括，他 们 对 马 克 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做了重大的发展。 梳理回

国留 学 生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妇 女 解 放 理 论 早 期 中 国 化

进程中的主要思想和活动，一则有利于我们充分认

识回 国 留 学 生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妇 女 解 放 理 论 早 期 中

国化所做出的贡献；二则可以再现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被介绍、传播以及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其成果表现，从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早期中国化的某些规律和基本经验，为当代中国马

克思 主 义 妇 女 解 放 理 论 中 国 化 提 供 历 史 的 借 鉴 和

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

中国化中的主要留学生代表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具有留学生经历的知识

分子在中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 探索俄

国革命的真谛， 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进行了介绍和传播， 而且他们结合当时中国的实

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新的阐

释， 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中国化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

中国化进程中有这样一批杰出回国留学生代表：
李大钊（1889-1927），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

主义思想的杰出知识分子。 他于 1913-1916 年留学

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积极参加正在兴起

的新文化运动。1917 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长后， 大量扩充图书馆中有关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书籍， 把图书馆办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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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场所。 从 1918 年到五四运动初期，李大钊创办

和参加《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青年》等刊物的

编辑工作，积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动对马

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与宣传。 在宣传十月革

命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中，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也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

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现代

女权运动》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

级分析法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科学分析， 科学地阐

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与途径， 成为中国无产阶

级妇女运动的奠基人。
陈独秀（1879-1842），“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曾于 1900 年、1906 年两次留

学日本， 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学

习；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领导新文化运动。 在十

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并进而宣

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 他在《女子问题与社会

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和

《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中，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关

于婚姻、 家庭以及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思考中国妇

女问题，揭示了旧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贱的根源，论

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 阐述了妇女解放

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一性， 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做出了理论贡献。
李达（1890-1966），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宣传家。 1913-1918 年，在日本学习理科，十月革

命后改变了方向， 在 1918 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

读了大量的马恩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

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在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同时，
李达对妇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19 年 10
月，李达在《解放与改造》1 卷 3 号发表《女子解放论》
一文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提出了妇女解放的

办法，论述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为了总结近代以

来世界妇女运动， 推介俄国十月革命及妇女解放运

动的成功经验，1922 年 10 月， 李达在上海 《民国日

报》副刊《妇女评论》连载发表《女权运动史》一篇长

文，对近代以来世界女权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尤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妇女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给

予高度评价，指出，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结

合，才会有广阔的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李汉俊（1890-1927），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留日学生之一。 1902-1918 年，李汉俊在留学日

本期间，起初“最爱数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

时接受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

影响，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 年底回国后，带回

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

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 从

1919 年到建党前，李汉俊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

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等刊物

上发表了《男女解放》、《妇女问题的关键》、《女子怎样

才能得到经济独立》、《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女子

之过去与将来的地位》等系列译文和文章，对中国妇

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瞿秋白（1899-1935），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留

俄学生之一。 1920 年 3 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在北

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初步洗礼的瞿秋白，对妇女运动不断深入研究，对社

会改造和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 他在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 一文中指出， 要创造新社

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

改造”[1]。这样，瞿秋白的妇女观开始步入马列主义，认

定从阶级观点出发，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才是使

妇女获得自由彻底解放的出路。 瞿秋白到苏俄以后，
更加坚定了马列主义信仰，对妇女解放途径、社会地

位和作用、妇女权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总

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陈望道（1890-1977），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915 年到日本留学，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从

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1920 年春，
应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并参加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以研究女子“为一部分事业”的

陈望道于 1920—1923 年间，在《国民日报》副刊《觉

悟》和他自己主编的副刊《妇 女 评 论》以 及《妇 女 周

报》、《新女性》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妇女解放

的文章。 他不仅以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礼教、
道德进行抨击， 更为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

析的方法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即“第三阶级女人运

动”）和无产阶级劳动妇女运动（即“劳动阶级妇女运

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妇女运动的重心应该

移到“劳动阶级妇女运动”，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

明了方向。

陈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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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895-1928），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

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1919 年底，在新民学会“要女

界同时进化”的影响下，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

国，她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

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开始抛弃教

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于共产主义”。 1922 年回国后，
向警予在《前锋》、《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妇

女声》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较为深刻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意义、目

的和方法， 并利用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了妇女运动中

的主力军和领导者问题，明确提劳动妇女是“国民革

命之前卫”。 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堪称中共创建

初期妇女解放学说的一个典范， 引导了中国妇女运

动汇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总而言之， 在五四前后至中共建党的一段时期

内，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回国留学生担当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传播、译介及其中国化的重任，为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

二、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早期中国化中的主要贡献

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为代表的留学生群

体，他们不仅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而且开始尝试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在中国这

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开展妇女运动、
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初步形成了

较完整的妇女解放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深刻地阐明

了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根本途径、根本力量，对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做了重大的贡献。
1．深刻揭示了妇女社会地位形成的历史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客观规

律。 妇女社会地位属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因

而也由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更来决定。 根据

这一理论，李大钊、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透过

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 直接从生产力、 经济基础着

手， 分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经济基础的变化同妇女

地位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妇女社会地位形成的历史

原因。 李大钊深刻指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

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

而为变动”[2]442；旧中国妇女卑贱的社会地位，必将随

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 特别进入近代

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农业经济组织的

动摇，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既必将陷入“崩颓粉碎

的运命”，其结果，“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

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2]182。妇女解放已成为时代的

潮流，任何人和任何旧思想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 李

汉俊认为，人类在原始共产时代，生产是男女共同实

行的， 男女在经济上是平等的， 表现在社会地位上

“男女是一样自由独立的”[3]64。 甚至在有些部族，女子

在生产领域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政治上相应地占据

领导地位。 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男子渐渐侵到了

向来女子所从事的主要产业的领域驱逐了女子，人

类社会渐渐由母系制度过渡到父系制度， 产生了私

有制和阶级对立，“生产者阶级以隶属于生产品所有

者阶级为常”，妇女就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成为“这

隶属阶级里面的更隶属的分子”、“劳动者中的劳动

者、奴隶中的奴隶”[3]159，被排斥于社会劳动之外、关进

家庭之中，丧失了人格独立权，成为男子的附属品，
沦为“娼妓或奴隶的地位”，依靠出卖节操来获取生

活之资。 显然， 李汉俊已经认识到经济地位决定社

会、家庭地位。 妇女社会、家庭地位的变迁直接取决

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是“随时的经济状态而推移

的”[3]150。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

社会现象， 是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逐步降低而逐渐

产生的一种阶级压迫形式。 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来

揭 示 妇 女 地 位 的 演 变 及 两 性 不 平 等 地 位 形 成 的 根

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妇女观的特色之一。
2．深刻阐明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有自己的既定目标，从事

妇女解放运动，也必须首先解决目标问题，这是关系

到运动性质及其成败的关键问题， 诚如向警予所指

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决问题”，“就是我们应朝

个怎样的方向走”[4]14。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上对妇女解放的目标问题，

可说是诸说纷呈，出现了争取社交公开、教育平等、
经济独立、婚姻自主以及参政等思潮。 这在当时主要

是反映知识妇女的要求， 属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范

畴。 如何引导人们认识这些主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指明一个正确方向，亦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以李大

钊、陈独秀、向警予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坚持唯物史观， 运用阶级观点来引导人们认识妇女

解放的目标问题， 明确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早期中国化

17



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剥削制度， 建立公有制的

社会主义制度。
李大钊在对西方各种妇女运动流派的主张进行

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虽然使

妇女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但“中产阶级妇女的利

害不能说成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

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由此他得出结论：“我

以为妇人问题彻底的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

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

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

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5]640。 到那时，“生产的方法由

私据的而为公有的， 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而为公平

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

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2]144。 很明显，李大钊已明确

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

制的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陈独秀

在题为《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6]104-107 演讲中，通篇贯

穿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相联系的基本思想，详细地

论证了“女子问题，离不开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
他总结道：“讨论女子问题， 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

络”，“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
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

方针才对”。 为此他 “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

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 也就是说，全社会

都必须全部努力，而且只有联合起来，推翻旧的不合

理的社会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使

妇女摆脱压迫，获得独立人格。此外，李汉俊、向警予、
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

为女子解放的唯一道路，他们指出，“女子解放的根本

问题是在私有制度的打破。 私有制度不打破、女子是

绝对不能解放的。”[7]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阶级斗

争打破私有经济制度，建立一个“公共财产和完全的

平等与友爱”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新道德，实现阶级解

放，才真正具备妇女彻底解放的社会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解放

妇女的理论阐述， 不仅为妇女解放指明了正确的目

标， 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

影响。 这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社会主义一

词在中国大地上还比较陌生的历史背景下， 具有重

大意义。
3．深入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妇女解放的目标确定之后， 如何去实现这个目

标呢？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就是实行社会革命。
李大钊是最早提出通过社会革命运动来实现妇

女解放的。 他认为妇女同无产阶级都处于被压迫地

位，命运紧密联在一起；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

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 如前所述，早在 1919 年 2
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通

过社会革命途径打破专断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妇女解

放的主张。 其后，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更

明确的表述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要同社会革命结合

起来的思想，认为，“现代社会有两个最大问题，就是

妇女参政问题与劳工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由经济

不平等而来”，都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

灭阶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2]586。这实际上是提出了

妇女解放必须与劳动解放结合在一起， 是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思想。 陈独秀也明确地提出了妇

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摧毁

私有制社会。 1920 年 9 月，陈独秀在《答费哲民》的信

中指出， 如果妇女解放运动只把妇女从家庭里解放

出来，是远远不够，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制度中解放出

来，才算作真正的解放；妇女的人格才能成了真正独

立和自由的，妇女的地位也才能提高。 他说：“因为照

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 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

隶，一面便做了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

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 ”所

以，他主张“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

可”[6]17]，否则妇女解放运动就失去其意义，妇女也不

能获得真正解放。 为此，他极力鼓动和号召广大妇女

起来，“积极参加政治革命”，并且要求她们：“要在参

加革命运动中， 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

们自己， 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

束缚的一切锁链”[6]114。很明显，陈独秀已经提出了“妇

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统一”的思想，这在当时具

有进步作用。 向警予主张中国妇女效法俄罗斯妇女，
通过参加社会革命，铲除压迫、剥削的根源，以实现

自身的真正解放。 她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就是实行政治革命，“时至今日， 社会需要再没有比

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若“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

永远不能解放”[4]126。因此，中国妇女不能“如若死板地

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 [4]157，只

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这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一

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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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根本途径就是

实行社会革命这一思想的论述，其意义是深远的。 一

方面把妇女解放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

部分， 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作

用； 另一方面， 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妇女解放的前

提， 则又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

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从而壮大了革命阵营。 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极艰苦的环境里，始终关怀

妇女问题， 而广大妇女对党的事业的坚决拥护乃至

不畏生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无一不说明了李大钊、
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与无产阶

级革命高度统一这一理论的现实性。
4．深刻揭示妇女解放的根本力量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阶级分析法， 对我国

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 正确提出了

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主张， 从而正确

解决了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问题。
李大钊是较早关注劳动妇女解放的。 他在对资

产阶级妇女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进行对比分析

时，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关心的是“都是与

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 与那些

縻有财产、 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关”，
其“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5]639。而且在

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 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必然同无

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相决裂， 不可能为劳动妇女获

得最终解放而斗争。 相反，无产阶级是彻底觉悟的阶

级， 其目标是使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的

地位。 而且，若“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
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

的。 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

以提高”，因此，“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

底运动”[5]513。 在这里，李大钊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妇

女解放运动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领导力量。 李

汉俊也注意到了产业女工的实力，他明确提出:“给万

人以同等的生活及教育底保障、 给万人以同等的适

其各人之性及才能的地位，这种社会底实现，除了等

待第四阶级底奋起之外，再无别法”[3]153。显然，在李汉

俊的心目中， 劳动阶级妇女才是妇女解放乃至人类

解放的一部分中坚力量。 向警予对劳动妇女也非常

关注，她明确指出，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劳动

妇女是“最有团结心”、“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精

神”[4]87，她们是妇女解放的“主力军”，是真正可以依

靠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

去找群众，只有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

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 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

女运动真正的基础”[4]205。 在这里，向警予充分肯定了

劳动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基础。 这一结论指导

妇女运动实践，必然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运

动中心的理论阐述， 对于当时那些把妇女解放运动

限于知识妇女的运动和贵族式的妇女运动的理论来

说，是一种质的飞跃。 而且，这一理论也从根本上解

决了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究竟依靠谁的问题， 开创

了在党领导下妇女运动的新纪元。
由此不难看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回国留学生，

不仅仅是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
剩余价值理论代替资产阶人权学说作为分析妇女问

题的理论武器， 深刻阐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开展妇女运动、 如何实现妇女

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妇

女解放思想体系。 这一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妇女

运动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行将到来的

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们对推动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 是不

容抹煞的。

三、历史的选择：留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早期中国化的主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 其传播与发展也

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前提。 在极端

专制、愚昧和封闭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

说既不可能产生，也无法生存、传播和发展。 资本主

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对立面， 也是它产生

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西方文化

的输入，打破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没有西方文化培

育出来的一批新式分子， 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及其

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难以设想马克思主

义学说会在满脑子帝王思想和纲常伦理观念的封建

知识分子和文盲中产生反响。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

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是西方

文化熏陶和培育出来的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当

时， 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作为西方文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早期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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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最新鲜、最具吸引力的内容来学习和传播的。 可

以说， 掌握西方文化的留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

女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与早期本土化的主要力量。
留学生对中国命运和妇女问题的长期关注，也是

他们宣传、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内

在动力。“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追

求。自 20 世纪初年以来，留学生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过程中，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

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黑暗。 于是，对中国革

命的未来进行了重新设计，产生了“要采用欧洲的生

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弊端”的思想，开始了

“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的民生主义

的探索。 在学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中，马克思

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也被介绍到中国

来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也是留学生在反思英美民主制度过程

中介绍和传播中国的。 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他们也洞

察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弊端，“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

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女子参政权均操

于少数贵妇人之手，而广大劳动妇女除受政府和男子

的压迫外， 还要受制于那些获得参政权的少数妇女，
增加了一层新的压迫。他们在期待一种新的革命模式

的同时，也期待着一种新的妇女解放模式能使妇女获

得真正解放。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加深了对

西方文化的怀疑和对新的革命模式的期待。陈独秀的

认识很有代表性， 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

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什么公理， 什么永久和

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

的空话”[8]。 在这种怀疑中，人们在民主问题和妇女解

放问题上批评资产阶级代议制、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
要求改造资产阶级代议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都

是自然的。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的“放

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对华宣言，使中

国人坚信：法国革命已经过时，代表 20 世纪新潮流的

俄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人士

反复比较确立起来的信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

是一场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9]。 “五四运

动”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回国留学生开始领导

革命，由于历史条件和承担变革的主体力量的变化，
中国社会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真实

深刻的需要，回国留学生不负时代使命，勇于担当起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宣传和土本

化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及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历

史命运从此掀起了新的一页。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在十月

革命影响下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

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主观努力传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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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inicizing of Marxist Feminism
CHEN Wen-lian

(College of Polit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overseas students, such as Li Da-zhao, Chen Du-xiu, Qu Qiu-bai,

Li D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ing of Marxist theory of women liberation.
They observed and studied Chinese women’s issues from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and meant to take chang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society and breaking the private system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to take setting up socialist system as
a fundamental goal ,to take the social revolution as a fundamental means, to take the working women as a fundamental re-
lying force, and to take all women for the liberation object. They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women liberation
system, which points out a clear way for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Their exploration provided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sinicizing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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