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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的
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在政治上的解放尤为显著。 “妇女能顶半边天”，就是对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形象概
括。由于《人民日报》在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的权威性、准确性、综合性等特点，因此,本文以 1949———
1956年的《人民日报》为线索，探讨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是如何实现翻身解放以及翻身解放
后政治地位提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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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中国建立初期妇女的政治解放 *
以 1949—1956年《人民日报》为视角

文红玉 ， 崔菲菲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

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P64）“在

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2］（P4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妇女在政治上的解放尤为显著。 由于《人民日报》

具有权威性、 准确性、 综合性等特点。 本文以 1949———

1956 年的《人民日报》为线索，探讨新中国初期妇女的政

治解放问题。

一、 妇女政治解放的含义及意义

（一）妇女解放及政治解放的内涵
妇女解放是指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实现男女平等，

使妇女获得和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政治权利是

指公民有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及对国家工作

人员进行监督的权利。 ”［3］（P153）因此，我们把妇女政治解放

的含义定义为女性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去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对国家机关进行监

督的过程。

（二）妇女政治解放的意义
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 不仅可以实现妇女在家庭中

的平等主体地位，破除封建婚姻关系的牢笼，实现妇女从

“家庭人”向“国家人”与“社会人”的角色转变，使妇女不再

被束缚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的家庭生活中， 而是走

出家门，关心政治，关心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国家政策。

妇女在政治上的解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经济地

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中，她们认识到女子

和男子一样可以创造社会财富，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政治

上的解放也促进了妇女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为

了更好的实现政治参与， 她们主动要求丰富自己的文化

素养，上夜校、学习班，积极接受教育，改变文盲无知的状

态。
妇女的政治解放， 通过将国家的意志融入到妇女日

常的生活中，使民众真切的感受到国家代表民众的意志，
从而认同国家的权威，实现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社会主

义”是中国妇女群体“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妇女

跳出了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真

正翻身作了主人。
新中国妇女的政治解放，不仅促进了妇女在经济、文

化上的解放， 更为以后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良好的

根基。 妇女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一步步的

推进，才能够彻底铲除束缚妇女的思想根基，实现妇女的

完全解放。

二、 新中国妇女得以政治解放的缘由

（一）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建设和文明程度， 妇女参

政议政是很重要的一个尺度。 要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使

妇女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 新中国初

期，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来保障妇女的权利实现，关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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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制度上的报道，《人民日报》上有多达 523 篇，其中关

于“共同纲领”的报道有 39 篇，“选举法”的报道 60 篇，“宪

法”的报道 424 篇，足以见得国家在妇女政治解放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但长期

以来，她们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重压迫，并不曾

发挥她们应有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好的显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破除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真正

发挥妇女群众“半边天”的力量，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来保障

妇女的权益。 1949 年 9 月，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它赋予了妇女全面的社会

权利。 在总纲第六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

妇女的封建制度。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

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4］这标志着妇

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妇女不再是政治的门外人，妇

女参政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1953 年

3 月 1 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公布。

其中，第 4 条明确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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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特别强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5］1954 年 9 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也明确规定了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

规定使妇女参与政治生活有法可依， 保障了妇女能够行

使妇女权利，颠覆了妇女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命运，有

力地促进了妇女走出家庭， 走进社会和妇女参政意识的

觉醒。

（二）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
广大妇女得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政府积极颁布

法律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上的优势进行动员

和组织， 以强烈的政治承诺使妇女认识到自己可以和男

子一样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真正成为自己和国家的主

人。阎云翔指出，“国家发动女青年参加劳动生产和政治生

活，但是女青年极少会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 ”“她们在家

庭内部追求个人权利， 却并没有在公众领域为争取独立

自主权利而付出类似的努力。 ”［6］（P258）中国妇女运动需要外

力的推动，需要国家法律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妇女自我参

政意识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发展，通过内外合力的共同作

用，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来实现。建国以来，我国妇女的政治

地位大大提高了，但受制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有限，大部分

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不利于妇女权利的实现。由于妇女

文化素质不高，造成妇女自卑的心理。因此，提高妇女的文

化素养对于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至为关键。 毛泽东提出

要致力于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他认为“没有扫除文盲、没

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7］在新中

国初期的《人民日报》上，有关于“夜校”的文章 50 篇，这表

明国家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而且开办

成人夜校、识字班、业余技术训练班等，吸引了成千上万没

有文化之苦的劳动妇女，改变了妇女文盲无知的状况，妇

女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也有利于妇女参政议政能

力的增强，强化了妇女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三）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
新中国的天空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党和国

家为了更好的引导和促进妇女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在《人

民日报》 上多方报道活跃在各个部门的先进典型人物和

事迹。 此时期《人民日报》上共有 232 篇文章报道了女英

雄的先进事迹。 其中有关于各个战线的工人典型 88 篇。

《颍河春修女劳动英雄高玉梅》、《太原钢铁厂炼钢能手王

贵英》、《活跃在成渝铁路上的女列车小组》 等介绍了这个

时期涌现出来的工人模范，她们出现在各条生产战线上，
有列车员、炼钢能手、女司机、女拖拉机手、女医生等等。她

们丝毫不逊色于男子，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光荣而热情

的奉献着。 在新中国初期涌现出的保家卫国的女战士的

报道有 55 篇，《坚持对敌斗争的女英雄-介绍冀鲁豫妇女

代表李秀》、《女英雄戎冠秀》、《女英雄刘胡兰本事》等的报

道， 使妇女群众认识到自己也可以和男子一样驰骋在战

场，为保卫和平、捍卫祖国而发挥自己的力量。 当然，这个

时期，妇女干部的先进典型也层出不穷，在《人民日报》上

有相关报道 23 篇。 《卢翠英-一个领导生产的女支部书

记》、《一个苗族女副县长的成长》、《女连长李玉珍》等先进

人物的大量涌现， 妇女干部的先进事迹向人民群众树立

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楷模形象， 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学习

热情。 先进知识分子的垂范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为

了更好的营造不断学习文化知识的氛围，利用《人民日报》

这一载体，大量刊登优秀知识分子的文章 47 篇。 《女植物

学家吴素萱》、《人民的女教授郎洁华》、《优秀的乡村女教

师田桂芝》等大量的知识分子形象，为妇女群众竖起了一

面面旗帜。 先进人物的报道，激发了妇女对自我的肯定和

认可， 营造了一种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为社会主义事业

做贡献的氛围。 舆论的力量是显著的，大批妇女群众欢欣

鼓舞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敢于参与到

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积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三、 妇女政治解放的表现

（一）积极参加选举
诸多法律的颁布及实施， 不断推动着妇女参政意识

的觉醒。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产生了当时新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委

员 12 人，占委员总数的 6.6%，女常委 4 人，占常委总数的

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女委员 2 人，占委员总数的

3.1%。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6 位副主席中，有 1 位女

性。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中

马克思主义研究

39- -



理论月刊 2013 年第 06 期

有 20 名女性，分别担任 26 个职务，约占总数的 4%。 ［8］（P33）

在新中国初期的《人民日报》上，有关于“普选”的文章 206
篇。 我国广大城乡妇女积极参加普选运动，大批优秀妇女

当选为国家基层干部，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 她

们抱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参加到管理国家的事物中来，

“青海省第一期进行普选的二百一十五个基层单位，在普

选期间一般开过一次到二次妇女代表会议， 百分之九十

五的女选民参加了选举。 天津市经过深入宣传，市内每一

个选民基本上都了解了普选的意义， 因而踊跃地参加选

举活动。 ”［9］广大妇女经过普选以后，思想觉悟也进一步提

高，妇女们从切身的体验中，了解到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对

于妇女解放的伟大意义。 山西省广大妇女回忆起在旧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更加认识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优

越性，踊跃地参加了选举。 “在这次普选运动中，有一位在

解放前会被家庭强迫溺死自己女孩的女选民潘春兰，抱

着她另一个女孩参加了选举，她感动地说：‘要是早有了民

主政权，我那个女孩就不会活活弄死了！ ’”［10］由于民主政

权关系到她们的切身利益， 使她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所有的女选民都抱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普选运动中

来。 到了真正投票的那天，形成了检阅妇女力量的壮观的

日子。她们很多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头花，热烈地参

加选举。
此后，女性参与选举的规模越来越大。 亿万妇女群众

在 1953-1956 年参加了基层普选活动。“1954 年全国基层

选举时，参加投票的女选民占全国女选民总数的 84%。 这

次选举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669144 人，
其中妇女代表有 98 万余人，占全国代表总数的 17.31%。 ”
［11］当时在农村，农民协会、农民代表会是行使行政权力的

代行机构，其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女委员、女代表。 ［12］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共有女代表 147 人，

占代表总数的 12%。 ［13］1956 年全国第二次基层人民代表

选举时，参加投票的妇女数量比 1953 年有所增加，当选

的女代表人数也有所增加，达到 100 多万人，占代表总数

的 20.3%。 ［14］

江苏省江宁县河北镇女选民参加投票选举的占全体

女选民的 96%，［15］ 四川省资中县保平村 91%以上的女选

民参加了选举，［16］吉林省怀德县长山村发动 94%的女选民

参加选举，并有 4 名妇女被选为人民代表。 ［17］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仅以法律形式来保障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

位， 而且以实实在在的普选运动来实现真正的男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在这些女委员和女代

表中，农村妇女就占了很大比例。李友秀、康菊英、李田英、
金信淑、孙香云、申纪兰等还代表基层群众参加了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当选的农村妇女用极大的热情投入

到工作当中，她们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和劳动，农业生

产合作社得到极大的发展。
邓小平在《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必须着

重指出草案中虽然无须专门规定妇女代表的名额， 但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 必须注意选出适当数目的

妇女代表。 不能设想，没有适当数目的妇女代表的人民代

表大会，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8］（P32—33）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这里，生动地证明了妇女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贡献和地位。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千二百二

十六名代表中，有一百四十七名妇女，占代表总数的百分

之十二。 她们是工农业劳动模范和各种工作岗位上先进

工作者的最优秀的代表。”［19］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

们赢得了社会的瞩目和荣誉，政治积极性空前提高。 妇女

们曾和全国人民一起，以极大的热情、主人翁的姿态和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参与了我国第一步宪法草案的讨论，制

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婚

姻生活中享有的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女性代表的积极参与，颠覆了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封建思想，不再把女性束缚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

照看孩子的家庭生活中，社会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改变。

（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变化
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家庭角色

变化上。在新中国初期的《人民日报》上有关于“婚姻”的文

章 154 篇。 新中国成立前，妇女处于附属的地位，新中国

成立以后，国家通过法律保障了男女平等。 代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的第六条明确规

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20］（P18）

1950 年 5 月，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

立了：“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

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

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21］

（P172）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妇女争取婚姻自由奠定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 婚姻法的制定实施，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万千美女结成了美满的婚姻，新的婚姻制度受到广大

群众的热烈拥护。 “仅北京市一九五 0 年五月至十月份的

统计，自由结婚的就有六千六百八十六对，合理离婚的有

一千二百七十九对。 ”［22］“东北辽东省有一个子女，爱上了

一个自卫队员。 父亲却一味反对。 她向父亲说明了爱他的

理由：思想进步，生产好，作风正派。终于说服了父亲。河南

省某村的一位女子，爱上了本村的副村长。母亲不同意，她

向母亲解释道:‘他生产好，思想进步。 ’并且坚持要结婚。
母亲的思想也终于被打通了。”［23］婚姻法颁布以后，由于人

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由于各级干部政策的正确执行，已经

使旧中国封建的婚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的婚姻

制度已开始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

道德风尚，日益深入人心，为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从男人的“附属物”到平等的人，从之前的“三从

四德”到现在的“领导”地位，妇女家庭角色的重大转变折

射出妇女政治解放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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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解放在生产劳动上的表现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妇女也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据

山西长治专区 16 个县的统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担任领

导工作的，有女社长 19 名，副社长 4003 名，连同社务委

员、生产队长、劳动组长等合计起来近 10000 名妇女。［24］河

南省鲁山县 1954 年秋收前建立的 123 个合作社中，每个

社都有女社长或女副社长。 ［25］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极大

的解放了生产力。
由于妇女政治地位的提升， 她们拿起铁锹， 走出家

门，热烈地参加到生产劳动中来，创造着财富和价值，活跃

在生产的各条战线上。 “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农村妇女，百

分之七十以上积极参加了农业及副业的生产劳动。 不少

地区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秦皇岛附近、临检新区，去年在农

忙季节，有二十三县妇女全数参加了田间生产。 她们和男

子一样参加收割庄稼，耕耙地，拉耕种麦，以及其他各种劳

动。 ”［26］妇女深入到了生产的各个部门，铁路工作者，女钳

工，女车床工，女电器工，女电焊工等车间工人，还有各种

女科学家，她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着自由

和幸福。日益众多的妇女走上了生产、工作和学习岗位，到

1956 年，女职工的人数达到 200 多万人。农村妇女参加农

业和副业生产的有几千万人。 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不论

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女性工作者的数量也在逐渐增

加。广大的职工、手工业者、私营工商业者的家属及其他家

庭妇女和劳动妇女， 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热忱不断提

高， 这股浪潮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

发展。
综上所述，新中国初期，妇女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不仅与国家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支持息息相关， 而且同妇

女群众的大力配合密不可分。 政治上的解放促进了妇女

在参政议政问题上的觉醒， 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认同， 从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

业中来。 不可否认的是，妇女的解放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还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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