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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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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样本和参照，奠

定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确

立和中国化，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构建的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决议案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关于妇

女解放的方向、途径、前景等问题，需要从理

论上进行说明、做出回答。将抽象的理论具体

化、通俗化，并使之为大众所接受，借助样本

实践范例来诠释，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苏

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

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样本和参照，奠定了

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中

国化，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

女解放思想构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

五四运动前后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五四新文化

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

广大妇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

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

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的胜利，则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十月革命

的组成部分，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更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架起了桥

梁。因而中共早期妇女政策一直深受共产国际

的影响，也就源于十月革命和五四期间中国一

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苏俄妇女

解放运动成功经验的介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

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成功经验的介绍。中共

早期构建妇女解放思想，苏俄无产阶级的妇女

解放观是起了样本和参照作用的。正如十月革

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革命指

明方向、提供样本一样，作为十月革命的组成

部分，苏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为

中国早期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共构建

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样本。1918年11月，李大

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大约可以算

作最早提到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文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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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时说：“他们主张

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

一个联合。”[1]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

发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

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文，比较系统地报道了

苏俄妇女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婚与离婚

自由、男女教育平等等事实。此后，有关苏俄

妇女的情况介绍，如《俄国的婚姻制度》《劳

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劳农俄罗斯之

妇女》《俄国婚姻律全文》《俄国与女子》

《俄罗斯之女劳动家》等文，都在报刊和杂志

上陆续发表。这些报道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我

们可以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一文中的

话来说明，文中说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把

数千年来呻吟于残酷桎梏之中的妇女完全解

放，使他们从今而后，可以享受人类所应享的

权利，可以恢复其固有的人格，可以养成一个

健全的公民”[2]。苏俄妇女的解放，对中国人民

显然有强烈的吸引力。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诠释。关于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最早翻译过来的是列宁的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

话夹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一文中。

1919年7月，赵叔愚翻译并在《少年世界》上发

表《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更多介绍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

想的文章相继出现，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著作翻译刊发。如，李汉俊翻译德国倍倍

尔所著《社会主义与妇女》的部分章节，名为

《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

第1号；震赢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

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李

达翻译《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的部分章

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

青年》第9卷第2号；此外，还有《东方杂志》

发表的恽代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等。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经典著作阐明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妇

女受压迫的根源及妇女在资本主义家庭中的状

况，也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

放运动的条件、途径及纲领性主张。

随着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介绍与对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与阐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逐步认识到，妇女解放问题与整个民族解

放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把对妇女

解放的思考与对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思考结合

起来。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

开社会主义”，“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

断不会解决的”。[3]

可以说，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和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

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妇女问题绝对不是一个

孤立的、局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理意义上

的性别问题，它主要是个社会问题，涉及到经

济、政治、伦理等方方面面。如果没有社会思

想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更新，没有整个民族争

自由、求解放的胜利，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实

现的。

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由于经验不足，缺

乏活动经费，所以许多重大的政策与策略实际

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实施的，

早期妇女运动更是直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和

要求。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建立的中共妇女部，

成立伊始就提出：“我们自不能不与国际无产

阶级同志携手，我们更不能不受世界无产阶级

祖国的妇女共产国际的教导与指挥。”[4]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

会，通过了决议《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

斗争》，此时还不太重视妇女问题，决议只是

笼统地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

女入党。”[5]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其第

16条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主

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

际妇女支部。”[6]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主义妇

女运动的提纲草案》，明确了各国共产党要吸

引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方向。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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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8月3日，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

会议讨论了妇女的平等权利、社会解放和各国

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在共产国

际执委会下设妇女书记处的指示。1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妇女书记处(1924年改

成妇女部)在莫斯科成立。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因正忙于建党

工作，中共一大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并没有形

成详细的决议或明确的指示，只是对妇女运动

工作“略略谈到大要”、“决定交未来的中央

负责处理”[7]。但是，共产国际对于妇女问题

的关注俨然已开始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

动。1921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着

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

改组，并在《新青年》9卷5号刊登中华女界联

合会的改造宣言和章程，其纲领为“在人类利

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

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妇女工作提上议程的

第一个重要举措。经过改组后的上海女界联合

会成为进步的妇女团体，也作为暂时领导全国

妇女运动的机构应运而生。同年11月，党的中

央局发出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

组织及宣传工作》，更以文件的形式阐明了注

意妇女问题的重要性，文件指出：“关于青年

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8]同年底，由

上海女界联合会主办的《妇女声》半月刊创刊

发行。《妇女声》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

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成为妇女运动宣传舆论

的阵地。随着北京、上海等地工人运动、青年

运动的兴起，女工和女学生的空前活跃，妇女

运动也得到了推动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时期创办的平民女校可

谓迈出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重要一步。上海平

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为领导妇女解

放而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名义上由中华女界联

合会主办，实则为中央局直接创办领导。平民

女校招收学生不多，开办时间不长，但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中

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丁玲、

钱希均、王一知、王剑虹等一批党的妇女干部

从这里脱颖而出。这些革命者在担任妇女运动

领导职务时，在中共妇女运动过程中按照共产

国际妇女运动思想理论制定了中国妇女革命的

方针政策，从而将共产国际妇女解放观念直接

贯彻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当中。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

第一个《妇女运动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1921年6月至7月，共

产国际召开的三大进一步关注了妇女工作，通

过了《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的决议，其中专门针对“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东

方各国)中党对妇女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规定：

“共产党要与妇女工作部一起争取妇女在党、

工会和劳动阶级的其他组织中具有与男子相同

的权利和义务。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

应当与党一起对压制妇女的各种偏见、习俗、

宗教信条进行斗争，同时也要对男子进行这种

宣传。”[9]在决议之后，还附有一个特别指示，

“依据东方各族人民生活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

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时可采用的一些主要方

法”，即“（1）在每个国家中协助出版妇女工

作的中央机关报；（2）在党的报刊上增辟‘女

工问题专栏'或出版专刊，在党和工会的一般报

刊上登载有关妇女工作问题的文章”。[10]

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时

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对中国妇女运动

作了专题论述，对中国妇女问题的严重性、近

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等重要

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惟有中国无往而不

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使中国的女知识分

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解放”[11]。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妇女是无产阶

级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的革命

机器的有用的螺丝钉”。该报告因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政治舞台上由第一个中共代表团首次

提出，被视为中共最早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献。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三大关于妇女宣传鼓

动的工作，1922年1月6日，国际妇女书记处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共产党又发

出了具体指示：“（1）把自己出版的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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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送交给国际妇女处；（2）派一名中央委员

负责妇女工作；（3）在党刊上开辟关于妇女运

动的专栏；（4）与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经常性

联系；（5）党校要招收不低于学员人数10％的

妇女学员，并且要开设妇女运动的课程。”[12]

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

央委员会的指示中提到，“党的宣传还应该

涉及妇女，应该从女工中间开始……必须把青

年工人和大多数女工纳入工会组织的工作中

去。”[13]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共早期妇女观的

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

指导下开始尝试制定妇女解放运动方针政策。

同时期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

的决议案，为建立国际妇女书记处与中国妇女

运动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提供了依据。会

议同时决定，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

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分别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下的

赤色工会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和共产主义

妇女国际[14]。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中共

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理所当然，中

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实际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妇

女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双重领导。

中共二大制定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的决

议》，从理论上为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该决议体现了列宁关于妇女解放必须走苏维埃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最直接地反映了共

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认为，“妇女解放要在社

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中国共产

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

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

解放。”决议还明确，中国共产党将依照共产

国际的指示创立劳动妇女的组织，宣传劳动妇

女的解放。从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可以

看出，中共为妇女运动所制定的目标、途径和

组织方式等，都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是中国妇女运动史

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

议，它明确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性质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为中共早期妇女

解放思想的构建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
相结合构建了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

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是伴随着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和确立的过程展开

的，也是在中国妇女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

生的。

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开始关注中国妇

女的实际问题。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

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注意

到各国党因性别偏见而出现的轻视妇女工作的

现象，专门在第24次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共产

主义妇女工作”问题。这种以妇女问题为会议

全部议题的做法在以前几乎没有过。共产国际

妇女部负责人克拉拉·蔡特金是这次会议的主

要报告人。她指出，不重视领导妇女是党的损

失。“在那些没有妇女工作书记处之类的机构

或者这类机构又被解散的国家中，妇女同志们

很少参加共产党的党内生活，无产阶级妇女很

少参加本阶级的斗争”，“我们必须努力把各

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妇女纳入无产阶级的普遍斗

争……在斗争中成功地使每个党认识到无产阶

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的必要性”，“妇女委员

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和党的一切活动，致力于

使妇女工作成为整个运动的一个环节，并使用

一切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辅助手段，借助党和

它的所有机构的权威，开展和支持（妇女）这

一工作”。[15]1923年，共产国际成立了东方部

远东局，其任务包括“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

动和妇女运动”。国际妇女秘书处一份报告中

指出，“从1924年起，国际妇女联合会东方部

在中国已有妇女工作特派员。”[16]此特派员是

鲍罗廷的妻子鲍罗金娜，她与鲍罗廷一起，在

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

共产国际的要求使中共在妇女工作问题上

必须作出回应。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

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国民革命路线，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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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关于共产

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问题》决议，再次强调

“必须关注在劳动妇女——女无产者、农妇和

小资产阶层中的工作”[19]，给远东各国共产党

下达的争取劳动妇女的“首要任务是与生活习

惯和宗教方面的种种偏见作斗争”。共产国际

五大召开，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会，还强调“代

表团中亦须有妇女和青年的代表”，中共派了

妇女代表刘清扬参加。

客观地讲，共产国际五大的指示影响了中共

四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

承诺，“对于（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中）国际

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

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

以责专成”。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之议

决案》进一步强调了妇女组织与妇女宣传的重

要性，“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从经

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

从着手。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

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中共四大还重申

筹办妇女定期刊物的必要性。“为图本党妇女

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

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

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此外，在本党

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

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

传的广大作用。”在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广

大妇女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参与罢

工、罢课、罢市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另外，中共四大特别提到了农村妇女运动问

题。议决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

女为骨干……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

的主要成分”，“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

之地方，即宜作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作。”

把重视农村的妇女解放问题写进“议决案”，

除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当时农村革命形势的发

展，尤其是与广州地区农民运动、广东农村妇

女运动的发展及农民、农村妇女所显示的力量

有直接的联系。《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还对妇

女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的关

党的创建史研究

《妇女运动决议案》，作出了结成妇女运动统

一战线的决议。决议指示：全党不仅要重视

“劳动妇女运动”，同时要对“一般的妇女运

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给予

充分重视，“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

政客们的运动”，在指导这些运动时，要切实

注意“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

她们望而生畏”，要实行“全国妇女运动大联

合”。决议特别强调： 在妇女运动中，“应加

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

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

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7]。这既是对共产国际

要求的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

女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体现。

可以看出，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已经开

始关注中国妇女的实际问题。该决议对性别歧

视问题不再像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那样笼

统带过，而是作出具体指示。决议指出：“男

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

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

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

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

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

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

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18]会议决定通

过“设立妇女委员会”和创办单独的妇女刊物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解决了党的一大、二大

谈及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

议案对妇女运动的情况作出精辟分析，进一步

明确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方法步骤，对当

时整个妇女运动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设立妇女部。妇女运动联合战线形

成，在其推动下女工运动、女学生运动此起彼

伏，女权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各地纷纷成立女

权运动同盟会，“以扩张女权，取得宪法上法

律上男女平等为宗旨”。

中共四大妇女运动议决案对中国农村妇女运

动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的真正结合。1924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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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问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问题，对

妇女、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

可以说，在中共三大、四大之后，中国共

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

化、更加具体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对诸如

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妇女统一战线、以工农

为妇女运动的骨干以及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等，

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提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妇女解放思想。

综上可见，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

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在妇女理论上的缩

影，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

女解放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还是中国

共产党人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的成长历程的体

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

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早期妇女解放

运动的认识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具体化，为

后续中国共产党制定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提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积蓄了

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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