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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方面的论著参见畅引婷《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 3 期; 丁卫平《沦陷区妇女的抗

日斗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沈惠芬《抗日战争时期福建侨乡留守妇女参与革命活动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 年第 6 期等。这些关于抗战时期妇女的论著是从妇女群体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对于妇女组织尤其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在

战时活动的研究还是有待补充的。

②参见《中华妇女协会请由国宪法保持男女平等精神快邮代电》，《众议院公报》，1922 年第 3 期。

③参见《妇女周报》，1925 年 3 月 9 日，第 6 －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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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党在经历了国民革命时期对民众运动的支持之后，逐渐走向了政治压制。浙江的妇女组织分别经历 1928 年、

1930 年、1934 年的三次“整理”，从浙江省妇女协会、浙江省妇女救济会发展到浙江省妇女会。迨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放松

了对妇女运动的政治管制，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抗战; 妇女在支持抗战的过程，加速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觉醒，并上升成为要

求扩大参政权的妇女运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妇女会既是抗战的被动员者，也是呼吁妇女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动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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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时期，民众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妇

女工作也得到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视其为革

命的重要力量，将其纳入自身领导下的妇女组

织。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虽然多次

调整妇女工作的政策，但仍以妇女协会或妇女会

的形式力求掌握妇女运动的主导权。抗日战争

爆发以后，浙江妇女会在支援抗战的同时，对自

身参政权利的意识不断加强，不断介入战时政

治。以往对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研究主要侧重

于战时政治工作队或者一般意义上妇女运动①，

对于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则很少有较为全

面系统的分析。本文以抗战时期的浙江妇女会

为例，试图展现当时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的

活动情况及其社会影响。

一、浙江妇女会的产生

在国民革命之前，国内外就有一些“中华妇

女协会”组织存在。1922 年，有以“中华妇女协

会”为名的团体要求国会制订《宪法》时应“保持

男女平等精神”。②1923 年，中国留日女生也组织

了“中华妇女协会”，与日本的妇女团体相互联

络。1925 年 2 月 15 日，北京中华妇女协会在民

国大学正式成立。该协会纲领提出妇女在教育、
职业、法律等方面要实现男女平等，要求禁止纳

妾、买卖婢女、解除女工及童工的痛苦，并提出
“女子应参加民族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打倒

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 ③1926 年 1 月，中国

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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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 “本党为扩大革命势力

起见，应趁此时期猛进的跑入妇女群众中去组织

训练她们，并团结住此种力量在本党旗帜之下发

展而从事革命运动。”［1］( P． 87) 此后，各地的妇女

协会大都随国民革命的进行而不断组建。
1926 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浙江; 同年 3 月，成

立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浙江省党

部。次年，浙江省各地的妇女协会相继成立，作

为领导全省妇女工作的浙江省妇女协会也宣告

成立。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蒋介石等人于

1927 年 4 月在上海实行了“清党”，重点是“清

除”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左翼革命分

子。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改组委员会，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的“清党”。作

为浙江民众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省妇女协

会，自然就被列为了重点整理对象。6 月，受省党

部改组委员妇女部部长许宝驹的指派，毛彦文、
许碧筠、陆翰琴、张洁等 11 人组成浙江省妇女协

会筹备委员会，开始对全省妇女组织进行整理。
在该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先后有 22 个县再

次成立妇女协会。同年 12 月 26 日，宁波市、余

杭、武义、东阳、泰顺、崇德、平湖、上虞、黄岩等 17
县市代表，在杭州召开新的“浙江省妇女协会”成

立大会。
浙江各地妇女组织的成立，受国民党中央权

力分配及政策变化影响很深。在汪精卫集团“分

共”之后，国民党各派势力实行合流，但在中央权

力问题上存在分歧。1928 年 2 月，蒋介石通过二

届四中全会，掌握了“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大权，

排除了汪派势力。国民党中央派出党务指导委

员会前往接收各地的党务改组委员会，并通过了

《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对农

民、工会、商民、青年联合会、妇女协会五种团体

要分别成立“整理委员会”; 整理委员会代行该团

体委员会权力，办理团体登记，指导团体组织、活
动事宜以及筹备该团体的成立事宜。① 1928 年 9
月，由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指派冯兰馨、傅郁

兰、王薇、王璧华、钱匡权、林松经、诸华仙等 6 人

为整理委员会委员，同时派人赴各县指导妇女协

会的改组。经统计，当时有 34 个县正式成立县级

妇女协会。同年 11 月 20 日，浙江省再次召开成

立大会，第三次成立浙江省妇女协会。② 这是浙

江省妇女组织的第一次调整。
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民众运动发展

情况，国民党中央一度对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民

众运动实行压制政策。1929 年 2 月，国民党召开

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过去的民众

运动受共产党影响，国民党四中全会决议暂行停

止各种民众运动，并在各级党部添设民众训练委

员会，以致国民党领导的民众运动绝大多数寂然

无闻; 今后各种民众运动应受党部指导，以三民

主义为原则，“中国妇女受数千年历史之压迫，几

成懦弱无能，今后应唤起其自救与救民族之心

理，以济妇女于政治上、经济教育上、法律上之一

律平等，同时并竭力健全其思想，培植其能力，以

获社会一切平等之地位。”［2］1929 年 10 月，浙江

省妇女协会再次召集各县代表大会。1930 年，浙

江省妇女协会改为浙江省妇女救济会。这是浙

江妇女组织的第二次调整。
1932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通过了

《妇女会组织大纲》及《妇女会组织大纲施行细

则》，并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的形式加以颁布。
《妇女会组织大纲施行细则》第三条规定: “各地

妇女救济会与妇女协会改组为妇女会，须依《妇

女会组织大纲》第八、第九条规定之手续办理之，

至妇 女 会 组 织 成 立 后，即 将 旧 组 织 取 销。”［3］

1934 年初，由丽水、临安等 15 县发起组织浙江省

妇女会，由吕晓道、蔡云湄、章兴亚、何汇莲、沈湘

5 人任筹备委员。经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第

六十七次委员会议决议，同意其备案成立，并派

民众运动指导科主任姜卿云为组织指导员。1934
年 6 月 14 日，浙江省妇女会在杭州召开第一次会

员大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浙江省

妇女会。这是浙江妇女组织的第三次调整。
1934 年是国民政府时期妇女运动发展的一

个转折点。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妇女

组织。在上海，当地成立了妇女国货运动委员

会、中华妇女运动大同盟、妇女协进会、中华妇女

社等妇女组织; 南京也有妇女文化促进会、出席

泛太平洋妇女大会筹备会、首都妇女力争法律平

等同盟会等妇女组织; 南昌则成立了新生活运动

妇女服务团。同时，浙江、湖南、南京、镇江、汉口

等省市均成立了妇女会。各地妇女组织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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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浙江党务》，1928
年第 3 期。
参见《浙省妇女协会成立》，《申报》，1928 年 11 月 28 日，第 10
版。



后，都积极推进“国货运动”和“法律平等运动”等

工作，浙江各界妇女在刚成立不久的省妇女会领

导下掀起了“参议员竞选活动”，这一年被称为是

中国“妇运低落的抬头年”。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省妇女会理事会从杭

州迁往兰溪，1938 年又迁至金华。1939 年春，国

民党浙江省党部战时推行民众团体工作委员会

举办省妇运干训班，抽调浙江省妇女会负责人前

往，理事会办公地址随之迁往方岩五峰路。国民

党浙江省党部为加强妇运工作，要求“战时推行

民众团体工作委员会”拟订《浙江妇女会调整计

划草案》，在 1939 年 7 月 6 日召开整理员会议，成

立浙江省妇女会整理员办事处。浙江省妇女会

的会员大会于 1939 年 12 月 28 日在永康方岩举

行，会议选举了黎沛华等人组成的浙江省妇女会

第二届理事会。

二、浙江省妇女会与抗战动员

浙江妇女会经过 1939 年的整理之后，全省

75 个县已有 50 多个县建立了组织，而且有少数

县级妇女会下面已成立了区、乡级的妇女支会。
由于战时后方经济困难，国统区的一些地方相继

发生了裁撤女职员的事件。1937 年，福建省政府

为了节省开支，裁撤了在省政府服务的仅有的 10
余位女职员。此后，各地也先后宣布裁撤女职

员。1941 年，福建省政府下令贸易公司、运输公

司停用女职员，政干团停止招收女学员; 同时还

要求省立福建农学院停止招收女生。② 社会上也

再次兴起了要求妇女从“走上社会”转向“回厨房

去”的思潮。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省份，浙江省的

妇女运动在省妇女会的努力下，倡导反对妇女

“回厨房去”的社会主张，在抗战动员中扮演积极

的角色。
为了适应浙江战时形势的发展，浙江省妇女

会以多种形式在妇女群体中进行战时教育，宣传

抗战。当时，许多县妇女会都编印小型的妇女刊

物( 或附在报纸上的周刊) ，宣传抗战、提高妇女

政治觉悟。青田妇女会出版的《青田妇女》报，既

有针对抗战形势提出工作方向的论文，也有描写

前方悲壮故事和后方热烈动员的文艺; 为了吸引

读者，还设置了对于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学习问

题的问答栏，有时还插有通俗漫画。宁波妇女会

借用宁波民国日报编的周刊创办《战时妇女》，期

间曾一度因沿海敌机骚扰、海口封锁等情况被迫

停刊。后来，借用国民党鄞县动员委员会出版的

《迅雷》周刊，出版非定期的《战时妇女》。此外，

诸暨妇女会组编了《诸暨妇女》，内容有短论、专

栏、妇运消息、书报介绍等。新登妇女会也编写

报刊《火线上》，积极宣传抗战和妇女运动。除了

妇女会直接编印报刊资料外，还有一些妇女会在

当地日报的周刊上设置专栏，例如永嘉县有“妇

女阵地”、平阳县有“妇女园地”、瑞安县有“瑞安

妇女”等，这些都是由当地妇女会负责主编的专

栏。
浙江省的各级妇女会还在当地纷纷开展了

文盲妇女的识字教育。1939 年 3 月，安吉妇女会

成立。该会在各行政区区域的中心设立区分会，

区分会下设乡妇女分会。安吉妇女会印发教育

材料，举办妇女识字班，先后建立了 8 个，第 1 期

人数总共有 300 余人，分高低级二班; 第二期结业

人数也有 200 余人。安吉妇女会在开展识字扫盲

的同时，积极宣讲抗战知识、妇女问题。③ 同年成

立的湖州双林妇女会，也举办了妇女识字班; 仅

余姚一县同时存在的就有 40 个识字班。
浙江妇女运动除积极推行识字教育外，还组

织各种募捐活动、慰劳前线抗战官兵。1940 年，

崇德县洲泉镇妇女会响应“七七总征募运动”，自

6 月 27 日起，发起刺绣义卖活动，制作书袋手帕

等物，并绣上抗战文字或图画，进行义卖。由于

崇德经历敌军“扫荡”，洲泉镇妇女会便在当地县

工作员的帮助下，将筹得的款项交给省妇女会，

通过永康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汇至重庆中国妇女

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充作前线官兵的慰劳

金。④ 金华各界妇女“三·八”节义卖公演等各项

收入，除开销外尚存的款项通过全国捐募寒衣运

动委员会浙江省金华支会交给总会。截至 1940
年，浙江省各界妇女征募寒衣代制金为 2 万元⑤，

征募活动主要是以各地妇女会为主进行的。此

后，浙江省妇女会又将当年“三·八”节征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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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0 元用于佣工赶制鞋袜慰劳抗战将士。①

1941 年的“七·七”纪念日，临安妇女会协助国民

党县党部，打破义卖队的纪录，得到 129 元，用于

慰劳抗战官兵; “八·一三”纪念，又再次举行义

卖运动，各会员自动捐出义卖品，义卖所得用于

慰劳当地驻军。② 浙江籍的两位女参议员吴曼

倩、毛彦文也参加捐赠活动。吴曼倩将她的川费

捐给浙江省妇女会作为事业费，毛彦文以自己的

费用来补助江山妇女会。
1939 年，金华妇女会在成立妇女歌咏队、妇

女征募队以及妇女先锋队、妇女剧团等组织外，

积极进行义卖运动。由于该会工作的开展，不少

基督 教 女 青 年 参 加 进 来。湖 州 双 林 妇 女 会 在

1939 年的“七·七”纪念日，在发动劳动妇女参加

纪念之外，还宣讲纪念“七·七”的意义，妇女会

会员及识字班同学参加“七·七”提灯并在群众

纪念大会演出一个剧本。8 月 5 日，日军飞机轰

炸双林。正在举行歌咏训练的妇女会成员，立即

赶往帮助急救，后又分组到遭轰炸的民众家中去

慰问，调查其经济状况与经济损失情况。同年的

“八·一三”纪念日，双林妇女会成员连续三天下

乡宣传，到各地征募钱物。③ 安吉妇女会在筹备

成立时，就开始动员妇女募集了五六十斤年糕慰

劳当地驻军，此后又募集物资前往慰劳抗战前线

的军队与野战医院伤病官兵。安吉县南区妇女

会将六麻袋日用品和水果糕饼，直接送至前线;

北区妇女会动员了 200 多名妇女为抗战部队缝

制、清洗衣物，募集谷物和炒米粉慰劳出征军人

家属。同时，安吉妇女会还举办了救济训练班，

成立军民治疗所，编制布、草鞋供应驻军需要。④

天台育青中学的女生在校长阎振玉的带领下，绝

大多数加入了妇女会，并组织参加欢送志愿兵入

伍活动，发动家庭妇女参加火炬游行。⑤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封锁了浙江沿

海，原先的海外贸易往来被断绝，后方普遍发生

物资短缺和生活困难。一些地方的妇女会为解

决当时妇女的生计问题，开始组建妇女合作社。
1941 年，黄岩茅畲妇女在当地妇女会的推动下，

成立茅畲妇女草帽产销合作社，合作社有七八十

人，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岗位。⑥ 余姚梁弄镇妇

女会以会员认股集资的方式，成立了妇女合作

社。除了妇女会组织成立的生产经营团体外，浙

江省政工队、地方组织也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妇

女合作社。对于组织妇女参加各种生产经营活

动，当时就有评论指出: “妇女合作运动的推行，

不仅是一项具体的抗建工作，而且是求得妇女解

放的一个重要有力的手段。”⑦组织当地妇女参加

生产活动，既有力地支援了浙江的抗战，也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了妇女的经济地位，推动妇女解放

运动的开展。

三、浙江省妇女会和战时参政

抗战的爆发使各地妇女运动不能再限于自

身的解放，而要从支持抗战的附属地位进而转入

直接参与战时政治。这一期间，浙江妇女会许多

干部接受了政治训练。1939 年，永康、云和等县

普遍设立妇女干训班，丽水、义乌等县成立妇女

工作队，国民浙江省党政当局开办省妇女干部训

练班，培训时间为两个月。这些妇女原先都是各

县的妇女工作者，共有 100 位干部。1940 年，浙

江省军管区司令部招考录取了 200 多名妇女干

部，经过 4 个月的训练，将其分派至省内各县工

作。随着军管区的改编，妇女训练便改属于政治

部负责，各县的负责机关也由社训总队改为国民

兵团。1940 年 5 月开始，将 1939 年分派出去的

妇训员重新加以调训，同时也扩大招收新学员。
教育方面有军事学科、政治学科、军事术科、救护

常识等。⑧ 1940 年全省妇女干部训练部有 208 名

学员，训练结束后分配至各县负责督导当地的妇

训工作，一等、二等的大县安排 4 名妇训员，二等、
三等小县是 3 名妇训员。她们用训练班的方式培

训县妇女干部，之后开始组训当地青年妇女。
1938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抗战

建国纲领》，成立国民参政会。吴贻芳、史良、邓

颖超等 17 位妇女当选为参议员。同年，设于金华

的《浙江潮》发表了《浙江省参议员妇女竞选委员

会为竞选省参议员宣言》一文，针对即将成立的

浙江省参议会，提出“对省参议会的诞生，我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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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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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浙省妇女会制鞋祙慰劳将士》，《江西妇女》，1940 年第

3、4 期合刊。
参见《一年来的临安妇运》，《浙江妇女》，1940 年第 2 期。
参见《四个月来双林妇运工作的总结》，《浙江妇女》，193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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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妇女工作在浙西前线》，《浙江妇女》，1940 年第 1 期。
参见《活跃在天台的女同学们》，《浙江妇女》，1940 年第 2 期。
参见《黄岩茅畲的妇女》，《浙江妇女》，1941 年第 1 期。
参见《抗战中的妇女合作运动》，《浙江妇女》，1940 年第 3、4 期

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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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拥护与庆贺致敬以外，在这里特地唤起全

省女同胞的注意，赶快起来要求这一民意的参议

会，必定要有我妇女自己的代表参加，希望全省

女同胞，以一致的努力，来促成这一运动的实现，

同时更希望党政当局暨各界人士予以深切的同

情及有力的协助。”［4］ 1939 年 4 月，浙江省临时

参议会成立。参议员名额规定 40 名，在国民政府

颁发的名单中，浙江女性参议员 4 名: 吴曼倩、毛
彦文、郑企因、沈景英; 候补参议员名单中女性为

彭惠秀。①

1939 年 12 月，浙江省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

在金华永康进行。各代表有 147 个重要提案，其

中一半以上是关于提高妇女政治地位和改善妇

女生活的，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国民政府

规定国民代表妇女名额; 二是规定妇女参加县参

议会的人数; 三是要求省政府推选优秀妇女担任

乡镇保甲长。② 当时，也有一些妇女开始担任基

层组织的负责人，如永康芝英人应爱 莲。1939
年，应爱莲在永康芝英担任该保第五甲长; 1940
年，芝英镇将镇内 16 保缩为 11 保，有 10 保的保

长是原任的，她则被选为保长。③ 同时期，丽水太

平区有妇女当选为保长，云和等县也出现了女甲

长。
1940 年，结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省市妇

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纲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
江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县妇女会战时工作纲

要》，对浙江省妇女会及各县妇女会的战时工作，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别作了规定。浙江省妇女

会及各县妇女会的战时方针是: “省县妇女会以

推进妇女运动为主要工作”; “改良妇女生活习

惯，增进其家庭福利并提高其道德智能，并积极

参加战时工作以完成战时妇女应负之使命”;“养

成妇女独立生活能力，增进其政治智识，使其能

参加社会事业，行使四权而成为完善之国民”;

“推进妇女启蒙教育及家庭教育以提高妇女文化

之水准，巩固民族生活之基础”。［5］国民党浙江

党政当局普遍要求各县健全或恢复妇女会，在后

方从事支持抗战的工作，交战区、游击区则要从

事一定的直接对敌斗争。尽管国民党浙江党政

当局明确规定了浙江省、市、县妇女会的工作方

针，各地妇女会在开展工作时，却大多不再根据

改善“妇女生活习惯”“妇女生活能力”的要求，而

是侧重在“支持抗战”和“自身解放”两个方面。
浙江妇女在重大节日及“三·八”妇女节进行政

治宣传，各地妇女会也创办报刊杂志，从事妇女

解放、男女平权以及抗战救亡运动的宣传。
1940 年 3 月，金华妇女举行“三·八”节纪念

活动，妇女会和妇女动员委员会都参加了这次大

规模的纪念活动，提出各地所有女公务员、女教

职员、女工、女学生在“三·八”纪念节要休假一

天，提出“三·八是妇女的节日”等口号。同年，

临安县妇女会发动当地 1500 多名群众开展纪念

“三·八”节活动，提出“规定今年为妇女觉醒

年”，发动妇女栽培了“妇女觉醒林”以表纪念。④

妇女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妇女权益维护意识的觉

醒和发展。1940 年，金兰警备司令部决定取缔兰

溪、金华等地茶楼的女招待。《浙江妇女》就此发

表评论，认为从事茶楼女招待工作的妇女主要是

由于生活所迫，政府既要取缔女招待，也要对这

批人进行训练，使她们分担各种工作。⑤ 妇女会

由于维护妇女权利方面的影响力的提升，其人员

队伍不断扩大。例如，1941 年，临安妇女会由 37
人发展到 148 人。临安妇女会积极开展救济生活

工作，当地一名中年妇女被丈夫打得周身乌青，

妇女会出面调解; 夏禹桥有会员妇女被公婆虐

待，临安县妇女会召开当地妇女分会临时会员大

会，并先派代表忠告该会员公婆要善待该会员妇

女，否则就要进行司法起诉。经这两件事，妇女

会受到社会尤其是广大妇女的重视，当地青年妇

女纷纷要求加入。⑥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四

届国民参政会请求政府制订宪法，实施“宪政”的

要求，并决定于 1940 年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国

民党公布的准备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引发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全国

知识妇女及妇女团体藉此机会，展开竞选运动，

举办讨论会、演讲会，研究和宣传妇女对宪政的

具体要求。自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3 月，有 30
个妇女团体在重庆连续举办了 7 次宪政讨谈会，

呼吁增加国大女代表名额，要求修改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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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要妇运成功还待妇女们自己的努力》，《浙江民众》，1940
年第 3 期。
参见《全省妇女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浙江妇女》，1940 年第 1
期。
参见《女保长》，《浙江妇女》，1940 年第 5、6 期合刊。
参见《临安妇运新纪录:“三八”在前线》，《浙江妇女》，1941 年

第 3、4 期合刊。
参见《取缔茶楼女招待》，《浙江妇女》，1940 年第 1 期。
参见《一年来的临安妇运》，《浙江妇女》，1940 年第 2 期。



规定妇女在各方面的权利。① 宪政运动在很大程

度上激发起了浙江妇女参与政治的热情，浙江省

各级妇女会纷纷就宪政进行研讨。1940 年 3 月，

就有人提出:“为了保证最后胜利的取得，女界同

胞应该加紧推进宪政运动，取得妇女在政治上、
经济上的各项平等权利，以增加抗战的力量。”［6］

同年 6 月，浙西敌后妇女界举行了一个浙西游击

区妇女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洛舍、双林、菱湖、塘

北、练市等地代表 90 余人，她们讨论了本次国大

妇女代表的竞选问题，认为限制候选人的资格等

于取消大部分妇女的参政权利，当场决议用大会

的名义向全国妇女国大代表竞选会浙江分会提

出抗议与要求，并将大会讨论结果及宣言分发各

县妇女会，请求广泛讨论宣传响应，同时发起签

名运动。
1940 年 9 月 18 日，双林、菱湖妇女会在国民

大会召开前，响应浙西游击区妇女代表会争取妇

女参政权利的号召，联合发起签名运动，开展妇

女参政运动，要求保障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

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男性的平等权利。
参加此次签名的妇女共有 184 人，她们在浙西游

击区妇女代表会的《告姊妹书》基础上，又提出八

点要求: 一切妇女团体除汉奸组织外，应合法存

在，并有言论、出版、集会、结论等自由参政之权

利，严禁非法逮捕或解散妇女团体; 年满 18 岁的

妇女，除汉奸外，应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不受阶

层、文化程度、财产的限制) ，各级参政机关( 如国

民大会、省议会、乡镇民代表会) 保证妇女代表占

20%至 30% 的名额; 扩大妇女职业范围，明文规

定各团体、机关、学校尽量吸收妇女，且应同工同

酬，产前产后给假二月，薪水照给; 提高妇女生产

技能，普遍创办各种工作技能训练班; 改善妇女

生活，省政府、合作金库，浙江地方银行应尽量贷

金予各妇女团体，普遍建设妇女生产合作社，提

倡妇女手工业; 普遍设立托儿所及免费医院，以

减轻劳动妇女的负责; 游击区妇女代表( 国女代

表) 应占全浙西代表三分之一; 国民大会驻会代

表，妇女应占全代表的 20% 至 30%。② 双林、菱

湖妇女会提出的“八点要求”已不再满足于过去

的“男女平权”，还要求法律保障妇女参政的底

线，扩大妇女的参政权。1941 年的“皖南事变”发

生之后，妇女参政运动开始走向低谷。

四、小 结

就当时全国范围而言，浙江省是较早成立妇

女会的，而且是直接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浙江

省政府领导的。需要说明的是，各地领导妇女运

动的组织并不完全一样，国民党广西的妇运是由

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妇女抗敌后援会、
妇女会等各种组织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

委员会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她应该是全省③妇

运的一个首脑”。④ 国民党在浙江领导当地妇女

运动的组织，则主要是依靠浙江各级妇女会。抗

战时期的特殊时空背景使浙江妇女会承担了抗

战动员的重要角色，她们以识字运动来唤醒妇女

抗战意识; 以征募运动、兴办手工合作社等形式

缓解战时经济困难; 以创办刊物宣传抗战、宣传

妇女解放等。浙江妇女会的战时动员不仅仅是

让妇女参与抗战，事实上，在支持抗战的战时动

员过程中，浙江妇女的自身解放意识不断提高，

政治参与意识也不断加强，最终从“厨房”走上了
“社会”。

抗战后期，由于国共关系的变化，国民政府

对妇女运动的政策开始转向，许多地方开始兴起

了“母教运动”。1941 年，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

母教运动实施办法》，以“辅导全省妇女明瞭母职

母道，促进儿童保育以达成强种强国之目的”［7］

为运动宗旨; 福建省的妇女会于 1943 年兴办敬老

会、母教运动等活动。⑤ 同年，四川内江、威远、广
汉等妇女会在四川省妇女代表大会上，提议全省

推进母教运动。⑥ 国统区的妇女参政运动开始走

向了低谷，浙江妇女会的工作也逐渐沉寂，但是

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尽管当时浙江妇女会的干

部大多还存在着不够团结、门户之见较深、只注

重日常性的工作等缺点⑦，但是在接受抗战洗礼

·721·

夏卫东∶抗战时期的浙江妇女会 XIA Wei － dong∶Women’s Associ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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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计荣主编《中国妇女运动史》，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2 年，

第 114 页。
参见《双林、菱湖妇女会为响应浙西游击区妇女代表会争取妇

女参政权利联合发起签名运动》，《浙江妇女》，1940 年第 3、4
期合刊。
“全省”应指广西全省。
参见《各县妇运情况调查总结》，《广西妇女》，1941 年第 15、16
期合刊。
参见《福建省妇女会提倡敬老尊功》《漳平县妇运会及妇女会

联合举办母教》，《福建妇女》，1943 年第 3 期。
参见《内江威远广汉等妇女会提: 为提倡母教运动案》，《四川

省妇女代表大会特刊》，1943 年 12 月。
参见《一年来浙江妇运总结》，《浙江妇女》，1940 年第 2 期。



的过程中，在当地妇女会的推动下，她们的参政

意识不断加强，浙江妇女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再次得以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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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Associ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IA Wei － d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upport of the popular move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Ｒevolution，the Kuomintang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political repression． Zhejiang women’s organizations experienced three“Ｒeorganizations”in 1928，

1930 and 1934，from Zhejiang Women’s Association and Zhejiang Women’s Ｒelief Association to Zhejiang Women’s Associa-
tion．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in in an all － round way，the Kuomintang relaxed
its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actively mobiliz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In the process of sup-
porting the war，women quickened their awareness of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rose to women’s movement
demanding great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men’s associations 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wartime are not only ones to be
mobilized in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but also mobilizers who appeal to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Women’s Association;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uomi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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