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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与新中国妇女国际交往的开拓

姬丽萍 刘 璇

摘要：美苏冷战背景下成立的新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在新中国拓展外交空间的总体政

策下，妇女的国际交往，成为冲破冷战铁幕的助力和有效途径。蔡畅是最早致力于妇女国际交往的妇女

领袖人物之一，凭借她特有的魅力和领导力，全国民主妇联在北京承办国际民主妇联倡导的亚洲妇女会

议、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积极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的其他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欧亚非拉各国妇运组

织和领袖友好结交，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热爱和平、渴望发展的良好形象，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国家的

外交活动，开启了新中国妇女对外交往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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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冷战背景之下成立的新中国，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封锁，

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维护国家的

独立主权和世界和平，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承担了开展中国妇女同世界各国妇女以及妇女组织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的任务。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年底，蔡畅作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在国家总体

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带领中国妇女积极对外沟通交流，对开创新中国妇女的国际交往做出了巨大

贡献。学界关于蔡畅与新中国妇女国际交往的开拓尚无研究，本文运用了全国妇联的大量档案资

料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和研究。

一、北京为国际民主妇联搭台唱戏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是新中国妇女打开国际交往、与世界各国妇女和妇女组织沟通和了解的

一个重要平台，蔡畅在其中发挥着核心关键作用。

1945年 12月初成立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是由苏、美、法、英等国妇女发起组织的妇女进步

组织，从 1947年开始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成员。1946年 2月，蔡畅等人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参

加了国际民主妇联在布拉格举办的第一次理事会议，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加入国

际民主妇联，蔡畅和邓颖超当选该会理事。1948年 12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二

次代表大会上，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一行 13人出席，轰动全场。蔡畅继续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

理事、执行委员和副主席。

1949年 4月，蔡畅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首任主席。6月 23日，蔡畅代表新成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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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全国民主妇联，致电国际民主妇联，正式请求加入国际民主妇联，并表示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实

现国际妇联的宗旨——肃清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势力，为实现持久和平、民主、自由，为保卫妇女政

治、经济、法律、社会权利和儿童权利，为加强世界妇女的友谊团结——而奋斗！”①中华全国民主妇

联是国际民主妇联中极有号召力的会员国，“国际民主妇联八千万会员中，中国就占了四分之

一”②。新中国成立初期，蔡畅率领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举办的各种活动和会议，对国

际民主妇联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拥护，同时打开了新中国妇女国际交往航道。

早在 1947年，国际民主妇联即在筹备于 1948年在印度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以推动妇女解

放运动在亚洲的展开，因印度政府拒发签证而被迫延期。③1948年 12月，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

表会议召开，蔡畅代表中国参会，并做了题为《关于亚非各国妇女民主运动发展的报告》。大会决

定继续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年在中国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希望

在1949年年内由胜利后的新中国举办这个大会，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

蔡畅将国际民主妇联的建议带回国内，中央政府对此意见不一。1949年 2月，解放区妇联（筹

备委员会）致函国际民主妇联，认为此时北京尚未解放，中国妇女运动的水平还比较低，基于亚洲

国家特殊的情况，此次会议必须要在保密条件下召开以免各国政府破坏，决议也要严格保密。刘

少奇认为，国际民主妇联领导人没有弄清楚亚洲妇女运动的形势，混淆欧亚国家的不同特点，这样

的会议只可能使各国妇女运动暴露并被镇压。④然而国际民主妇联却坚持，上述意见均要克服，依

然决定在北京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1949年的上半年，中国革命胜利的态势已是势不可挡，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然而冷战铁幕之

下，中共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如何迅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是一个关乎新政权生存状态和国际条

件的重大问题。此时，斯大林曾向毛泽东转达了“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

正式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的建

议⑤，打开国门，结交朋友，扩大生存空间，是新政权外部环境所必需。通过国际民主妇联寻求国际

社会同情与支持，也是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经过利弊权衡，中央政府内部达成了意见一致。1949年5月30日，全国民主妇联一届四次常委

会议决，由蔡畅代为致电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Hugenie Cotton）和秘书长，宣布“接受国际民

主妇联第七次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热烈欢迎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中国北平召开”⑥。此后，蔡畅和邓

颖超等负责筹备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全国民主妇联向各地民主妇联发出了筹备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

通知，北京、上海、南京、河南、河北、齐齐哈尔等地的妇联，展开相关的宣传工作。7月，全国民主妇联

成立会议筹备组着手具体的准备工作。11月，有9个国家妇联组成的国际筹委会正式组建。⑦

11月9日，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发表《迎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广播讲话，宣布会议召开时

① 蔡畅：《请示加入国际妇联电》（1949年6月23日），全国妇联档案：0038-001-E07。
② 蔡畅：《世界民主妇女运动的现状及其任务报告》（1949年 3月 27日），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

编》第2卷（1949—1983），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③ 戈登夫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报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北京：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

合会出版，1949年，第25页。

④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与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 12月 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949.3—1950.7）》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91—192页、第193页。

⑤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 4月 19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

系（1949.3—1950.7）》第2卷，第41页。

⑥ 蔡畅：《关于在中国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回复戈登夫人并民主妇联》（1949年5月30日），全国妇联档案：0002-21-L3。
⑦ 蔡畅：《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情况及中国妇女如何实现其决议》（1949年12月），全国妇联档案：0042-001-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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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介绍会议筹备情况、议程及参会的成员国家。蔡畅指出“这将是一个让亚洲妇女大团结的会

议”，“同时又将是亚洲妇女和全世界民主妇女大团结的会议”，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能在新中国召

开，说明“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得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并且号召全国妇

女积极参加生产，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大会，还就议程问题向全国妇女征集意见。①

12月 10日至 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苏联、蒙古、朝鲜、印尼、印度、越

南等 23个国家的 197名正式代表和英、美、法、捷克斯洛伐克、荷兰等 9个国家的来宾出席会议，中

国政府负责所有参会代表的一切费用。蔡畅主持会议，她在开幕词中申明大会的宗旨，“这个会议

标志着亚洲妇女空前的大团结，我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意志之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个伟大意志是亚

洲人民的意志，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并呼吁各国妇女代表团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蔡畅还向

与会代表们介绍了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解放的历程，分享中国妇女站起来的经验，“妇女解放

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民族

解放事业胜利开展，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才能胜利开展”。最后，希望本次会议可以为亚洲妇女

团结和解放树立起一块坚实的里程碑。②

会议期间，国际民主妇联要求将推动亚洲各国妇女进行公开、合法斗争的条款写进会议决议中，

提出把“绝对地立即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妇女劳动、社会保障、免费教育、消灭歧视妇女劳动”等意向

也写入决议。③在此问题上，蔡畅等参会中国代表提议，不应机械地理解某些妇女解放理念，应实事

求是地分析问题。在亚洲各国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即使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都不能拒绝童工

劳动，因为通过立法完全禁止童工劳动就会使几百万儿童挨饿、遭受贫困的命运。在亚洲国家存在

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提出废除童工劳动的要求纯属幻想、不切实际”。国际民主妇联还提议，在决议

中写入向联合国交涉，“抗议亚洲国家中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中国代表反对此项建议，认为不能给

受压迫妇女以“无用和幻想的种子”，要鼓励她们去斗争。特别是在决议草案中没有提及号召亚洲妇

女支持各国解放军、支持妇女参与非法斗争的条款，让中国代表很不满。④从今天看，这些反对意见

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思维，在妇女运动中过于强调武装斗争，并不切合实际。

围绕着大会决议中如何表达苏联作用的问题，法国代表批评中国代表在报告上没有强调苏联

对于二战结束以及对于国际妇女运动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实邓颖超发言中原有这一段话，

是经刘少奇审阅时删除的。刘少奇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苏联影响，是为了让各国劳动妇女奋起斗

争而不只是坐等苏联或中国的援助，同时也避免给各国留下苏联或中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⑤

但在法国代表库里丘叶（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多列士让纳特·维美徐（Jeannette Ver‐

meersch）的质疑后，为缓和会议气氛，刘少奇又同意在大会收录文件中的邓颖超讲话稿里加入了肯

定苏联作用的词句。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在北京成立亚洲国家妇女联络局这种指导非法斗争形式的领

① 蔡畅：《迎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1月9日），全国妇联档案：0042-001-E07。
② 蔡畅：《开幕词》（1949年12月10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会编：《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文献》，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8页。

③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与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 12月 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949.3—1950.7）》第2卷，第193—194页。

④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与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 12月 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949.3—1950.7）》第2卷，第194—195页。

⑤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与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 12月 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949.3—1950.7）》第2卷，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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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构，认为在资本主义控制的各国，妇女组织公开活动极易受到镇压，中国即将解放但妇联组织

还没有成长到足够强大的地步，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领导中心的运转①，实事求是地表明了中国不当

亚洲妇女运动领袖的理念。

经过争执和妥协，会议最终通过了两个宣言和三个决议，即：“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告英、

美、法、荷妇女书”“关于国际民主妇联援助亚洲国家的妇女团体之活动的决议”“关于争取妇女权

利的决议”和“关于亚洲各国儿童情况的决议”。会后，蔡畅还做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情况及中国

妇女如何实现其决议》的会议总结和中国妇女实施决议的布置。

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各省市引起反响。东北各省、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的妇联均举

办庆祝会。12月 18日，北京妇联、工会等团体召开了 4万余人参加的庆祝会，场面空前热烈。各省

代表返回各地后，也先后进行了多场报告传达会议精神。②

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后所承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是在缺少经验的摸索中召

开的，开启了新中国妇女的国际交往进程。参会国不仅有亚洲国家的正式代表，还有英、法、美等

国的来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多数参会妇女代表团都受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大

会的圆满召开，展示了中国妇女的国际责任感、自信心和参政能力，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妇女和

新中国的面貌，加深了中国同各国妇女间的友谊，提升了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

自1949年起，中国如期参加每年一次的国际民主妇联的理事会。1955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国际民主妇联的会议，决定1956年春季在北京召开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会议。1956年2月，蔡畅致

各国妇女公开信以《竭诚欢迎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在中国召开》为名在《世界妇女》杂志发表，她希望

“在国际民主妇联十年来不懈的努力所获得成果的基础上，这次会议将对国际和平运动，对维护各国

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做出新的重要的贡献”，并表示“中国妇女衷心欢迎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理事们和

其他朋友们在这次理事会会议后在中国参观访问，以加强我们和各国妇女之间的友谊和合作”。③

1956年4月24日，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在北京举行，来自48个国家的183位理事及特邀代表和

来宾参加了大会，是理事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召开。大会由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主持，蔡畅

在大会开幕式上致欢迎词，她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将会增进各国妇女的友谊和合作，加强保卫和平，

保护妇女权利、儿童幸福的力量。对于日益发展的世界妇女运动和亚非妇女运动，将会给予鼓舞和

支持。”蔡畅对与会各国代表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虽然我们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政

治见解”，但相信通过这次大会“使我们彼此更了解、更亲密，使我们友好往来的道路越走越宽”。④

会上，蔡畅还与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负责书记丽迪亚·彼得洛娃就有

关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决议》《告

亚非妇女书》《关于和妇女团体合作的声明》和《为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告世界妇女、母亲和妇女

团体书》等四个文件。会议期间，蔡畅和各国的理事和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并根据各自

不同的兴趣和要求，安排大家进行参观访问，亲身感受到新中国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

蔡畅还真诚地欢迎各国妇女代表向中国提出她们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在中国召开，让更多国家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同时更加加强了中国同

①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与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 12月 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949.3—1950.7）》第2卷，第195页。

② 蔡畅：《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情况及中国妇女如何实现其决议》（1949年12月），全国妇联档案：0042-001-E07。
③ 蔡畅：《竭诚欢迎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在中国召开》（1956年2月20日），全国妇联档案：0135-001-E14
④ 蔡畅：《在国际妇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欢迎词》（1956年4月24日），全国妇联档案：0131-002-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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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主妇联的联系，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妇女间的友谊，拓宽了中国妇女外交的道路，促进了

世界妇女的团结和发展。

二、为世界和平签名、为母亲们祈福

在美苏冷战格局之下，世界上首个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致使

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因此，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积极联合世界各方和平力量，发出了反

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倡议，国际民主妇联同其他世界组织一道担负起捍卫世界和平的责任。

1948年，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发表的《保卫和平宣言》指出：“世界各地的妇女们！我

们对我们的儿童，对人民，对人类历史，肩负着重大责任。如果占人类半数的妇女采取坚定和一致

的立场，来反对新的战争挑拨者，那么就不会有战争。”①1949 年 2月，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

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一些文化界和政治界的重要人士联合发动保卫世界和

平运动，并参与发起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49 年 4 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

拉格同时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 72 个国家及国际团体的 2000 多名代表参会，该会议产生了常设委

员会，通过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宣言》《告世界人民书》等多项文件，旨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

战争。1950年 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

武器，并开展了签名活动。随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和平签名运动的热潮。

1949年10月2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刘宁一、蔡畅、廖

承志、沈雁冰、马寅初为副主席②；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

人民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③。1950年起，中国积极响应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签名的号召，

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和平签名运动。蔡畅坚决支持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积极响应国际民主妇联

发起的“和平签名”运动的号召，动员中国妇女参加和平签名运动。1950年5月20日，全国民主妇联

联合北京市妇联等妇女组织，在北京召开拥护保卫世界和平签名大会④，之后还要求各级妇联结合签

名运动，在各地妇女群众中广泛宣传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朝鲜的宣传教育运动。1950年8月16

日，蔡畅在北京发表题为《把和平签名运动再扩大！再加强！》的广播讲话，号召广大妇女“把和平签

名运动再扩大、再加强，应该成为全国和平斗士们首要的任务”，并强调把和平签名运动推向中小城

镇，让广大中小城镇人民都可以“表示自己对和平的愿望”，使更多的人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热烈拥

护妇联提出的“争取签名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妇女”这一目标，表示妇女是“最积极的和平斗

士”；重视广泛和深入地进行宣传鼓励工作；建议在各地区、各人民团体之间开展友谊竞赛，使和平签

名运动成为实际增强保卫世界和平力量的全民运动。⑤这次广播讲话之后，全国城乡妇女的和平签

名运动进入了高潮。到11月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开幕的那天，全国参加和平签名的总人数达到 2.237

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7%，其中妇女达半数左右。到1952年1月1日止，全世界参加和平签名者

达5.96亿人，其中苏联1.17亿人次⑥，中国达到3.44亿人次，占全国人口的72.4%。⑦

① 《保卫和平宣言》，《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第154页。

②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全国委员会正式选出》，《人民日报》1949年10月4日，第1版。

③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人民日报》1949年 10月 4日，第1版。

④ 国际联络部编印：《全国妇联对外活动大事记》（1949年至1994年），1995年，第5页。

⑤ 蔡畅：《把和平签名运动再扩大！再加强！》，《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4期，第16—17页。

⑥ 《世界和平理事会公布和平成绩》，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保卫和平重要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52年，第81页。

⑦ 《中国签名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人数统计》，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保卫和平重要文献》，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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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领导的中国妇女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是中国普通妇女首次参与大型国际活动，

初步接触世界发挥作用，也使得世界知道数量广大的中国广大妇女的存在和力量。

基于同一理念，国际民主妇联提议召开世界母亲大会，持续呼吁和平。1955年 7月，世界母亲

大会在瑞士洛桑召开，苏、中、印、英、法、美等 70 多个国家的不同职业、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

1200 多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 21 人参加大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

人，作了《我们孕育了生命，我们要保卫生命》的报告。参会的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李德全也在大

会上作了题为《为孩子们创造和平宁静的环境》的发言，表达了中国母亲愿意与全世界一切热爱孩

子、热爱和平的人士联结友爱。

大会就反对战争、珍爱和平、保护妇女儿童、争取裁军和国际友好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最后一致通过“给四大国政府首脑的信”和“致联合国呼吁书”，并决定成立国际母亲常设委员会，著

名妇运活动家安·安德琳当选委员会主席。在大会宣言中，强烈要求国际舆论关注无数在战争中受

难的母亲，反对使用核武器，要求裁减军备，表达了“我们不要战争”、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①

早在会议召开前，蔡畅积极响应国际民主妇联的倡议，于 5月发表题为《热烈拥护世界母亲大

会》的文章，坚信这次会议的召开，“将使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民和母亲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②。她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国母亲在遭受长期战争磨难后，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更需要谋求一

个可贵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她认为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匪徒残杀

母亲和儿童，同时强烈控诉战后对朝鲜发起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用刺刀杀戮在摇篮里的婴儿，用毒

气杀害儿童们心爱的父母”的暴行。她认为孩子们需要在母亲的慈爱和温暖中朝气蓬勃地生长，

全世界的母亲决不能缄默，她代表中国母亲向全世界呐喊：“我们——人类的母亲需要和平，我们

——人类的母亲不允许有战争，我们——人类的母亲亲密地团结起来。”③

三、友情遍布欧亚非拉

在国家总体外交政策框架下，蔡畅引领中国妇女同世界各国妇女间的互访和交流与日俱增，既

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亚洲邻国和部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少数西欧资本主义国

家进步妇女团体。

1.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国家，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对新中国的诞

生表示热情支持。因此，蔡畅引领中国妇女同苏联、东欧等国妇女友好交往，是新中国妇女展开国

际交往的首选目标。

新中国成立伊始，值十月革命胜利 32周年之际，蔡畅于 1949年 11月 2日致电苏联妇女反法西

斯委员会主席波波娃夫人（Nina·Popova），表示苏联人民艰苦卓绝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是很

大的启示，“苏联妇女在十月革命后获得的彻底的解放与幸福的生活，对于中国妇女的鼓励更是无

可比拟的”④，将号召全国妇女群众了解苏联，学习苏联，同苏联人民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1950年

11月蔡畅给《苏联妇女》杂志写了一封贺函。在贺函中，蔡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高度重

视，“我们过去一贯是，而且永远会是将这个光辉的日子，当作自己隆重的节日来庆祝的”，中国妇

① 《世界母亲大会宣言》，《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7期，第2页。

② 蔡畅：《热烈拥护世界母亲大会》，《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5期，第2页。

③ 蔡畅：《热烈拥护世界母亲大会》，《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5期，第2页。

④ 蔡畅：《给波波娃祝贺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的贺信》（1949年11月2日），全国妇联档案：0031-008-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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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和苏联妇女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并对苏联的关怀和援助表示感谢。①函中蔡畅向苏

联介绍了中国妇女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积极支持，认为中国有与苏联的同盟，有全国 4亿多人民的

坚强团结，定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1950年，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关系进入全面合作时期，蔡畅因此更加重

视同苏联的友好交往。1952年蔡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万岁》，纪念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蔡畅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帮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中

国妇女也“日益认识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从而为这一

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而努力”，中国妇女“把苏联妇女的创造性劳动当作光辉的榜样”来学习，苏联

妇女的今天就是中国妇女的明天。②

新中国成立的头七年，同苏联妇女的频繁交往，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妇女对苏联的了解，鼓舞中

国妇女向苏联妇女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也向苏联妇女传达了中

国妇女的友好热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妇女间的友谊。

同时，中国妇女也重视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阿尔巴

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往来，互致节日问候和感谢，互派代表团访问学习等。

1950年初，波兰妇女同盟给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发来了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蔡畅给波

兰妇女同盟司塔舍司加（Irrne Sztachelska）主席、布拉兹埃（Eugenie Pragierowa）副主席发去了感谢

信，表示“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为了完成建立一个为妇女是自由平等的，为孩子们是美好和

平充满幸福的新中国”，还将和全世界妇女一起增强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③1950年 3月 11日，蔡

畅致信匈牙利妇联，派中国代表白云和独伊两同志参加匈牙利解放五周年纪念活动，随信“带去我

们热烈的祝贺与挚爱，同时并带去一些礼物及我们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及去年十二月在北京举行

的亚洲妇代会议的一些礼品和出版物”，并希望能学习到匈牙利的妇女运动经验。④1950年 3月，

蔡畅向罗马尼亚妇女致以“三八”妇女节的问候，适逢罗马尼亚正在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蔡畅表

示“中国妇女盼望着学习你们工作的经验并愿望与你们取得经常的联系”。⑤1951年 1月 31日，中

国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第四届理事会，并顺便到布拉格参观学习，受到捷

克民主妇联的热情招待，为此蔡畅给捷克妇联主席贺地诺娃·斯普尔娜（Hodinova Spurna）夫人写

信感谢，还表示“我们两国人民间，包括妇女在内的相互进一步了解，对于我们两个兄弟民族的亲

密团结和友好的增进，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两国妇女团体间的联系应该更加紧密，加强文化

联络。⑥

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蔡畅表现得更为热情，将她们当作亲密战友，保持和发展同东欧各国

妇女的友谊。

2.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交往

冷战格局之下，邻国关系异常复杂，中国是亚洲大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要。蔡

畅配合政府领导中国妇女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妇女进行友好交往，支持亚洲妇女为争

取民族独立、维护和平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妇女同亚洲各国妇女间的友好交往有了大的进展。

① 蔡畅：《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写给〈苏联妇女〉杂志的贺函》，《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6期，第10—11页。

② 蔡畅：《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万岁》，《人民日报》1952年2月14日,第1版。

③ 蔡畅：《感谢波兰妇女同盟的贺信》（1950年1月27日），全国妇联档案：0010-16-L4。
④ 蔡畅：《关于派代表参加匈牙利解放五周年纪念活动致匈牙利妇联的信》（1950年3月11日），全国妇联档案：0010-1-L4。
⑤ 蔡畅：《“三八”节给罗马尼亚妇女的贺词》（1950年3月），全国妇联档案，0021-002-E08。
⑥ 蔡畅：《致捷克妇联主席的谢函》（1951年3月26日），全国妇联档案：0018-8-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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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友谊，在朝鲜战争中得以加固。1950年以来，蔡畅多次同朝鲜民主女性总同

盟委员长朴正爱通信，她关心朝鲜战争的战况，同朝鲜妇女和人民一道为战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而

欢欣鼓舞，为美军的侵略行为而愤慨，她鼓励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表示中国妇女将和朝鲜人民

一道共同反击美帝国主义，相信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同国际民主妇联、英国、罗马尼亚、联邦

德国、比利时、荷兰、以色列等国家的信函中，蔡畅也多次提及朝鲜战争中，朝鲜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

苦难，为朝鲜争取国际的支持与同情。1951年6月，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来京，全国民主妇联和北京

市民主妇联联合召开欢迎大会，蔡畅同首都各界妇女代表900余人参加了大会，并代表全国妇女接受

朝鲜代表团赠送的锦旗和礼物。①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朝妇女的友谊仍在继续，蔡畅同朴正爱

分别代表中朝妇女组织，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彼此国庆节时互致贺电。1953年8月，以全国民主妇

联常委、副秘书长曹孟君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一行9人，应朝鲜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邀请赴朝鲜，

参加朝鲜解放9周年纪念典礼。之后两国妇女组织一直密切交往。

在越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蔡畅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和

支持。1950年起，蔡畅多次致信越南妇女联合会主席黎氏钏，表达中国妇女对越南人民和妇女的

支持与鼓励，坚信“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越南各阶层人民更广泛地紧密团结一致，一定能

取得总反攻的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②。蔡畅还与越南青少年积极互

动，热情回复他们的来信，相信“越南的青年们、少年们，一定能继续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准备好为

越南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坚信越南人民一定会击败外国势力，“建立统一的、独

立的、自由的人民新越南”③。1956年 5月，中央妇委委员、全国民主妇联执委会委员帅孟奇率妇女

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越南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胡志明主席的亲切接见。

蔡畅在领导全国民主妇联开展国际交往活动中，一直重视中国的近邻日本。1951 年 1 月 13

日，蔡畅以全国民主妇联主席和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制造“松川事件”，非法

迫害日本爱国工人的行为，向日本吉田政府提出严重抗议。④中日两国妇女之间的交往始于 1953

年，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秘书长滨田系卫率日本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蔡畅与日本妇女团体联合

会会长平塚雷鸟多次通信，支持日本人民禁止原子武器运动，祝贺日本母亲大会顺利召开，等等。

蔡畅在给平塚雷鸟信中表明，中国妇女“愿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促进亚洲与世界

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的立场⑤，强调“台湾是中国的神圣的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消灭蒋

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和干涉的”，并谈到近几年中日两国妇女

代表团的互访促进了两国人民和妇女之间的了解，坚信中日之间的交往“将会日益频繁，友谊也将

更加深厚”。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中日两国妇女之间的交往友好频繁。

此外，蔡畅还同周边其他国家保持友好联络，在重大节假日与蒙古、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的

妇女组织领导人互致问候和祝贺，呼吁团结，为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在此期间，新中国妇女也与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有交往。蔡畅与象牙海岸非洲民主大会

妇女部、阿根廷妇女联合会都有通信往来，声援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者的人民民主运动，赞扬和祝

福阿根廷妇女对和平、自由、民主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① 国际联络部编印：《全国妇联对外活动大事记》（1949年至1994年），1995年，第9页。

② 蔡畅：《致越南妇联主席黎氏钏夫人的贺信》（1951年4月29日），全国妇联档案：0019-6-L5。
③ 蔡畅：《给越南的青年、少年们的信》（1950年10月18日），全国妇联档案：0026-006-E08。
④ 蔡畅：《抗议迫害日本工人》（1951年1月13日），全国妇联档案：0035-014-E09。
⑤ 蔡畅：《函谢日本平塚雷鸟寄来新年贺信》（1955年1月15日），全国妇联档案：0145-001-E12。
⑥ 蔡畅：《函谢日本平塚雷鸟寄来新年贺信》（1955年1月15日），全国妇联档案：0145-001-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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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同亚非拉国家妇女友好交往，对于帮助中国结交更多可靠伙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新

中国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做出了贡献。

3.与西欧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妇女以维护世界和

平、保卫妇女儿童的权益的视角，积极开展同西欧各国妇女间的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七

年，与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芬兰、西班牙等国的妇女及团体都有友好往来。

意大利是新中国妇女最早联络的西欧国家。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伊始，蔡畅就电贺意

大利妇女联盟第三届全国大会的召开，认为这个会议是“代表了意大利数百万民主妇女愿望的大会，

对于世界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①。1950年10月19日蔡畅又

致信给意大利妇联罗吉（Maria Madalena Rossi），同她交流中国和平签名运动的开展状况，也了解到

意大利的和平签名运动，并深信“我们今天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为妇女们获得基本的权

益，为儿童们创造美好的将来而进行的斗争，一定会取得在整个世界上肯定的胜利的”②。1956年，意

大利妇女联盟邀请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第五届意大利妇女代表大会，3月30日蔡畅回信告知意大利

妇女联盟，将派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周楠和朗毓秀两位夫人，代表中国妇联向第五届意大利妇女代

表大会致贺，并对之前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所受到热情接待和珍贵友谊，表示衷心感谢。③

1951年 5月 7日，蔡畅主持全国民主妇联招待会，欢迎以英国全国矿工联盟会员、煤矿工人约

克·凯恩为团长的英国人民访华团，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女工的情况。英国蓝开夏郡（Lancashire）

妇女团体在 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写信向中国妇女致敬，7月 21日，蔡畅复函致谢英国蓝

开夏郡妇女团体，认为“英国人民和妇女在和平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受到了全世界和平战士们

的重视”，“深信中英两国人民和妇女之间的友谊将在我们共同的斗争中与日俱增”。④1955 年 4

月，全英妇女大会名誉秘书长、儿童保育院全国协会秘书长弗里达·格林波夫人率领英国妇女代表

团应邀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受到蔡畅和邓颖超的宴请。

新中国成立之前蔡畅与法国民主妇联就有交流。1952年初，法国民主妇联邀请中国妇联参加

其第四届代表大会，5 月 19 日，蔡畅写信告知其由于护照原因中国无法派代表出席，称中法妇女

“为保卫妇女儿童所最珍贵的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是一致的”，并祝贺大会圆满成功。⑤1953年 2

月，戈登夫人代表法国妇联指导局全体同仁祝贺中国妇女新年快乐，2月 28日蔡畅给法国妇联回

信表示衷心感谢，与法国妇女分享了新中国妇女的状况，称 195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

之年，中国妇女正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和平建设事业而加倍努力。她还表示“让全世界的妇女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国际民主妇联的旗帜下，为保卫和平、争取妇女儿童的权利而斗争！”⑥

通过中外友好人士的推动，中国妇女代表团分别于 1954年 2月和 12月出访英国和法国，实现

了历史性的突破，出访活动使中国和英法两国妇女间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与相互理解。

四、结 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正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冷战展开，中国因身处社会主义阵营而

① 蔡畅：《致电祝贺意大利妇女联盟第三届全国大会》（1949年10月19日），全国妇联档案：0001-12-L3。
② 蔡畅：《致意大利妇联罗吉的信》（1950年10月19日），全国妇联档案：0053-056-E08。
③ 蔡畅：《函复意大利妇女联盟表示不能参加其五届代表大会》（1956年3月30日），全国妇联档案：0148-003-E14。
④ 蔡畅：《致英国蓝开夏妇女的复信》（1951年7月21日），全国妇联档案：0011-11-L4。
⑤ 蔡畅：《致法国妇联执行局舒玛夫人信》（1952年5月19日），全国妇联档案：0136-016-E10。
⑥ 蔡畅：《致法国妇联主席戈登夫人的谢函》（1953年2月28日），全国妇联档案：0015-1-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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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遏制和孤立，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陷于停顿，新中国政权的国际认可也较少，对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力十分不利。在此背景下，通过并非关键因素的妇女运动展开国际交

往，可以打开国门、交结朋友、增进了解与友谊，或许成为推开封闭的冷战铁幕的一种可能性。

在 20世纪 50年代早期，通过与国际民主妇联的密切交往，也得益于其急切发展亚洲妇女运动

的战略规划，在蔡畅领导下，全国民主妇联通过参加国际民主妇联大会、先后在北京主办亚洲妇女

代表会议、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的努力，通过参与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和世界母亲大会的活动，

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热爱和平、渴望发展的强烈诉求，让国际社会从扭曲的舆论宣传中走

出来、正视新中国不畏战争、但热爱和平的良好形象。

尽管国际民主妇联由多国妇女组织发起并运行，但其对苏联、中国的亲和性是十分明显的，仅

仅通过国际民主妇联拓展妇女外交的渠道是不够的。在蔡畅领导下，全国民主妇联利用一切可能

性，与欧亚非拉的各国妇女运动组织进行结交，与重要人物进行交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中

国在欧亚非拉国家外交中极具特色的一个侧面。

尽管妇女运动或妇女国际交往，总属于国家外交的整体框架下，其自主性有限。但不可否认，

蔡畅早年留学法国、苏联，其语言能力及对所在国文化的了解，在其与国际民主妇联及其他国家妇

女运动领袖的交往中，其政治原则性融合于深刻的理解力、敏锐的交际能力、天然的亲和力，细心

温和而不是咄咄逼人，纠正了不少人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偏见，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这一

时期全国民主妇联国际交往得以全面展开并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

蔡畅是最早致力于妇女国际交往的中共妇女领袖人物之一。作为全国民主妇联主席，她义不

容辞地肩负起新中国妇女对外交往的历史任务，开启了新中国妇女对外交往的历史篇章。在蔡畅

带领下，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全国民主妇联为中心，形成了一支国际妇女工作的骨干力量，开辟

了新中国妇女对外交往的新局面，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创造新中国良好的国

际环境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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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China was established in the background of Cold War, and experienced a full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West. Under the policy to expand the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om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ssis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Iron Curtain. Cai Chang was one of the women leadership figures devoted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Relying on her distinctive

charm and leadership abilities,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hosted in Beijing the Asia Women Conference

and the Council Meeting advocated by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WIDF), and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WIDF. The ACWF formed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women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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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or wome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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