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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经济解放视阈下
的政治认同初探

———以 1949 － 1956 年 《人民日报》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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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新中国的成立，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气象，备受封建思想压抑的中国妇女也翻身做了主
人，参与到社会生产的实践中，实现着自身的社会价值，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妇女
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思想意识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对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给予热烈响
应，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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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

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帝国主义、
官僚主义、封建主义 “三座大山”的压迫，妇

女群众作为四万万同胞的 “半边天”，也终于不

再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毒害，挣脱了封

建“四权”的束缚，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开始走出家门，参加到社会主义的大生产

中，发挥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国家政策的支持加

上自我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妇女的参与热情，在

各个岗位上均涌现出大批的妇女群众，她们也和

男子一样，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建设中，同时政治

觉悟也慢慢苏醒，她们开始关心政治，参与政

治，对社会主义政权的认同感萌生。
一、妇女经济解放的表现

马克思指出: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

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可见，妇女在社

会中的作用不容小视。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他们也深知妇女群众对于恢复国民经济、改变新

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状况的伟大力量。于是，一

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展开了，1949 年 3 月，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目的在于发挥妇

女群众的力量，动员她们参与到经济建设和社会

建设中来。上海市各界妇女代表会议于 1949 年

10 月 22 日揭幕，27 日闭幕。会议强调以女工为

主，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经济建设，极大地

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热情，她们带着满腔的热情投

入到光荣的生产劳动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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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顺利完成。
在当时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工作报告中

专门强调: “在新解放区，妇女工作干部应与当地

进行的工作步骤相配合，发动妇女参加反对恶霸、
减租和分配土地等运动，并注意解除束缚妇女的

封建传统习俗。”〔2〕妇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的

作用是巨大的，妇女群众正是通过这一组织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参加工业、农业和副业生产，

妇女生产自救工作在妇联的积极倡导下展开。
国家在推进妇女经济解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通过妇女联合会来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

方针、政策，使妇女摆脱封建落后思想的束缚，

敢于走出去，参与到社会的大生产中。在新中国

成立初的《人民日报》上可看到全国各地妇女

纷纷参加到各种生产活动之中的报道。“参加农

业的妇女在老解放区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半老

解放区、部分新解放区也占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参加工业建设的女工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以石家

庄大兴纺厂女工为例，由于红旗竞赛的结果，生

产率提高百分之八。在东北参加重工业的女工有

二千三百六十八名，并出现了火车女司机、女车

床手、女吊车手等模范人物。”〔3〕在华北各省妇

联的组织下，广大妇女纷纷投入生产，春耕工作

进展顺利。“现各地妇女已纷纷下地，积极进行

各种春耕活动，河北安平郑庄已有百分之七十的

妇女参加锄麦、灭虫，共锄完一千三百多亩麦

苗，并使用十二架喷雾器，消灭二十一亩麦地的

红蜘蛛。察哈尔宣化、怀仁等县已有大批妇女参

加浸种、送粪、拾茬子等; 宣化沙岭等村妇女已

拾茬近一千亩，平原华县三区已有三千余妇女下

地，有的村妇女下地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4〕

由于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缩短了每个季节的农忙

期，节省出大量的男子劳力参加其他重工业的

生产。
男子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重大，发挥着主力

军的作用，妇女作为社会资源中的 “半边天”，

同样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光和热。随着工业建设

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各企业中女工的作用日益显

著。“目前东北全境参加工业生产的女工约七万

七千九百余人，其中旅大地区有二万一千余人，

沈阳市一万零六百余人，哈尔滨市四千三百余

人，长春市四千六百余人。各地女工除广泛地参

加轻工业生产外，还有大批妇女涌入重工业部

门。如旅大地区截至今年一月份，参加重工业生

产的女工即达二千四百余人。其中包括火车司

机、轻油车司机、车床、修船、翻砂、电气、铸

造工等。”〔5〕女工的生产覆盖到各个领域，她们

的表现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于是表现得更加踊

跃，生产成果显著，自我束缚及封建思想的牢笼

在生产的过程中逐渐挣脱，社会主义的新思想，

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妇女在广泛的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利益的

分配问题日益凸显。莱阳山前店乡发动妇女参加

农业生产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按

劳取酬、同工同酬，对于过去仇视、看不起妇女

的错误思想进行纠正，表示男女要团结，一齐生

产，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进行分配，为此还

专门规定了劳动报酬的计算方法。在 《人民日

报》上有一篇题为《为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开辟广

阔的道路》的报道，也强调了关于劳动报酬的问

题。可见，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

就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妇

女群众在家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再依附

于男子，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二、新中国成立初妇女政治认同的养成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性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

关，公民对于执政党的认同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

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初，如何找到

国家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妇

女对于新政权的切实拥护和支持，是摆在国家面

前的一个政治难题。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

妇女是受歧视和压抑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利

益诉求，更不曾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期作为

依附于男子的工具，弱化了自我的价值。新中国

的成立，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新的契机，国家大刀

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解放这一弱势群

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启发下，首先从解放妇女的经济地位开始，逐步

实现对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妇女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逐渐

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

感与日俱增，妇女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

中。她们作为女性代表，积极为国家建设献言献

策，为国家的民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极大地

丰富了国家的民主生活。“在民主建设方面，近

半年来各地所召开的各界代表会有一定的妇女参

加; 在各级政府里也有妇女参加; 中央人民政府

的全部工作人员中妇女占百分之二十。”〔6〕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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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地方漠视妇女权利的现象，党和政府特别提

出在选举人民代表时，不能把妇女忘在一边，或

者公然剥夺妇女的被选举权，要注意运用妇女的

力量，在评选劳动模范和人民代表时，妇女拥有

和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

男女平等，才能够得到妇女对党和国家各项政策

的支持和认同。
1953 年，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展开，基层

选举工作从 4 月份展开，共有六亿人参加选举。
为了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话语权，深化妇女对国家

的认同，在 1953 年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

“选出 了 蔡 畅、邓 颖 超、李 德 全、许 广 平、史

良、章蕴等一百二十五人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

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二十八

人。大会还选出了蔡畅、李德全等三十人为出席

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代表”〔7〕。普选

工作在基层的全面展开，团结了妇女群众的力

量，使妇女的政治认识和组织觉悟进一步提高，

妇女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得到巩固。在山前店乡

发动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中，这样写

道: “合作社、互助组应适当地吸收妇女参加领

导，并尊重妇女社员、组员的民主权利，吸收妇

女参加会议，逐步提高妇女的能力，更好地发挥

妇女的作用。”〔8〕妇女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对国

家的政治认同感与日俱增。妇女对于国家实行的

各项政策的热烈响应，对于执政党的信任、依赖

感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国家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的伟大力量，对于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和

谐奠定了根基。

对于政党的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对

于执政党的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由于新中国

成立初期，妇女的经济解放是在国家作为主力的

倡导下进行的，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利益和

价值作为政治认同的客体，满足了妇女的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妇女被选为人大代表，自身价值

得到体现，荣誉感和自豪感萌生，强烈的政治参

与意识得到激发。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公民，妇女

作为公民的一部分，理应享有国家规定的各项权

利。虽然这一时期，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由于封建思想的压抑，她们长期形成了自卑心

理，新中国的建立，扭转了这一局面，国家通过

各项法律的实施，从各个方面多方保障妇女权利

的实现，使妇女和男子享有同一片天，于是，妇

女认可国家的各项政策，愿意承担作为公民的义

务，积极参与生产，为国家建设增砖添瓦。
新中国成立初，妇女参与生产的过程，也是

妇女对于国家政治认同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一方面，妇女的切身经济利益得到维护，社

会和经济地位提升，各方面的满足感增强，另一

方面，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妇女对于

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正是在这一良性互动的

实践过程中，双方相互影响，妇女的经济解放带

来了政治上的解放，政治上的解放促进了对于国

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认同与支持。国家在实现妇

女对于自己统治与管理的合法性认同的同时，妇

女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得到实现，更加激发了

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一角度看，妇女正是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了对于国家政治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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