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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的社会动员
—以福建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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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以层级式的组织架构，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内化为妇女组织任务，对妇

文章以福建为例，
探讨了独特的社会动员组织机制的模式、特征及其实际运作中的作用，
女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
以期对当下切实凝聚人心，有效激发群众参与拓宽执政党社会动员渠道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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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实现广泛社会动员的成功典范。中国共产党
所建构的既相互交织又层次分明的独特的社会动员组织，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社会动员在短
期之内扩及全国，形成巨大的声势与规模。福建妇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谱写
了福建妇女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一、抗美援朝中的福建妇女、
妇女组织
抗美援朝战争，时值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各项社会事业亟需重建之际。为支援前线，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于 1950 年 11 月发表了联合宣言，号召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动。中共福建省委及妇女组织积极响应，对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进行社会动员。
1.妇女参与抗美援朝运动是自我解放后觉悟的充分表达。传统中国女性丧失
“人”
的独立与尊
国事。经济上，
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婚姻上，
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广
严，
政治上，
女性不能参与政事、
大妇女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下，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解放。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
领》，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妇女的地位。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婚姻法的各项规定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党还通过各
种宣传工具，将妇女自身的解放实践同党和政府各阶段的任务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号召妇女积
收稿日期：2015－09－17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独特的社会动员组织机制及启示研究”
（项目编号：
2013A015）的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叶青，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黄秋霜，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115·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极参加各种活动，为新中国各项事业贡献妇女一切力量。在 1950 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
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邓颖超副主席指出：
“要把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当作妇女运动的中心
环节。”[1]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在 1950 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也指出：
“解放
妇女发扬妇女的积极性是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2]广大妇女自我意识获得激发，表现出炽热
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国家建设。朝鲜战争爆发后，福建广大妇女积极投身
于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2.层级式架构的福建妇女组织机制。福建妇女组织机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以
“福建省民主妇联筹委会”
（以下简称省妇筹会）—市、
——
专区民主妇联——
—县、区民主妇联由上
而下既相互交织又层次分明的网络组织建构，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动员广大妇女的桥梁和纽带。
1950 年 6 月 23 日，为统一全省妇女运动的领导，充分发挥妇女力量，福州、厦门二市及建
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永安、龙岩、龙溪 8 专区 18 个妇女团体，发起成立全省民主妇女联合
会筹备会。1950 年 6 月 29 日，福建省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成立常委会，常委 27 人。苏华为
主任，谢怀丹、于晶为副主任。省妇筹会领导全省的妇女运动。在省妇筹会的领导下，福建各地区
纷纷成立民主妇联及基层妇女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前，全省已有 8 个专
55 个县和 198 个区建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或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3] 建立
区、4 个市、
了 2700 个妇女代表会议，占应建数 80%[4](P26)。同时，福建省妇女组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断发
展，截止至 1952 年 6 月，全省 2 个直辖市、
8 个专区、
66 个县、2 个专辖市、628 个区（包括市区在
内），其中除光泽、建宁、明溪三县尚未正式建立机构外，县以上妇联（或妇筹会）领导机构都已先
后建立。 [5]截止至 1952 年 9 月，全省建立基层妇代会 5201 个，共有代表 200140 人，联系群众
3050990 人，占全省妇女总人数的 56%。[6]
妇女干部是妇女组织构成和得以高效运作的核心。福建妇女组织积极地在各地选拔优秀人
才，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多数妇女组织中的妇女干部是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
的。当时妇女干部的构成主要是原老区干部、白区地下党、南下服务团，以及在新中国各项事业
中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同时，她们中的大部分具有一定的学习背景，在统计的 859 人中，文
盲有 85 人，有 33 人具有大学学习经历，432 人具有中学学习经历。[7]妇女干部具备的这些素质，
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广泛地动员妇女提供了条件。

二、福建妇女组织社会动员的展开
福建省妇女组织的社会动员是紧密围绕着国家的工作中心，遵循上级妇女组织的统一部
署，并结合福建实际情况统筹规划，依托层级式架构的妇女组织机制，将任务由上而下逐步落
实、
推进，开展对福建妇女的广泛动员。
1.统筹规划的省妇筹会。在福建省妇女群众组织中，省妇筹会主要职能是“从事规划、决策、
[8](P119)
监督、
协调等政务工作，采用宏观管理的方式”
。处于组织架构的高层，起领导作用，制定全省

妇女运动的工作方案。省妇筹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计划先行的原则，将党和全国妇联的决策目
标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具体详细的执行计划，依托下辖组织网络系统贯彻落实，实
现对全省妇女工作的全局领导。在抗美援朝运动宣传阶段，福建省妇筹会响应全国妇联号召，作
出了《坚决发动全省妇女拥护并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决定》，要求下辖各级民主妇联积极
响应，广泛动员妇女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提出了宣传动员的方针和方法。[9]随后还相
继下发了《关于慰劳中朝人民战士、救济朝鲜难民》
《纪念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通知》
《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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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妇女中普及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年计划》等文件，建议各地民主妇联采取游行示威、大
小座谈会等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更深入发动妇女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1951 年 6 月 1 日，省
妇筹会发出了《各级妇联动员妇女群众增产捐献并积极推行爱国公约及做好优待烈军属工作》[10]
的通知，在全省妇女中开展订立爱国公约、
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的活动。
抗美援朝运动中，福建省妇筹会根据运动形势发展，多次在《福建日报》副刊《福建妇女》发
表时事政论文章，介绍各地妇女运动的工作情况，并对全省妇女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在全省形成
《美帝对福建妇
舆论氛围，
如在《福建妇女》上刊登了《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女的罪行》等文章。此外，
省妇筹委还要求各地总结工作经验，
刊发于《妇运文选》
《妇运资料》
《福建
妇运通讯》等内部刊物，以便全省各地区妇女组织工作的交流与借鉴，如在《福建妇运通讯》第 2
期，
曾刊发福州市民主妇联主任王于畊撰写的《初步开展家庭爱国公约中的几点体验》[11]一文。
2.承上启下的县市级民主妇联。在福建妇女组织机制建构中，
市、
专区、
县、
区级的民主妇联处
于中间地位，
起上传下达的作用，
其职能是
“从事组织与指挥、
沟通与协调等政务与事务工作，
既有
[8](P119)
。作
决策，
又有执行，
采用中观管理方式来管理繁杂的工作，
其管理幅度应小于高层公共组织”

为省妇筹委的直接下辖组织，
是各项政策方针的接受者，
同时又是本地区妇女的领导机构，
统筹本
地区的妇女工作。
会议宣传动员是各县市级妇联落实政策最常用的途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民主妇联
相继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或开设讲座，
或以座谈会形式，
进行时事、
政策的宣讲，
宣传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运动的意义。有的举办各种群体控诉会，揭露美帝丑恶面目，动员妇女以实际行动支援运
动。1951 年 4 月，
福州市共召开包括妇女在内的各种抗美援朝代表会 134 次，
代表 2353 人，
厦门市
参加控诉的 8519 人。[12]顺昌、
南平地区分别以妇代会、
干部会、
积极
妇联组织了大小控诉会 124 次，
分子会、
群众会的形式，据南平专区省妇联办事处四五月份工作报告统计，顺昌、南平，妇女 8889
人，
用小苦引大苦、
认识了土匪蒋介石美国都是一家，
用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认识了时事。[13]
除了进行会议宣传外，各地民主妇联还通过开展活动的方式，如游行示威、和平投票活动等
动员妇女，使妇女在接受自我教育的同时也感化他人。在 1951 年的“三八”节纪念中，各地都举
行了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在“三八”节全省举行游行的地区有 41 个县，游行妇女在 20
万以上，甚至在未建立妇女领导机构的偏僻县镇如漳平漳浦两县妇女游行都在五千以上。[14]龙溪
专区的龙溪县第二次和平签名运动中有 11094 个妇女，签名的有 9261 人、投票的有 9221 人、订
立爱国公约的有 4616 人，参加“五一”游行的有 6007 人。[15]全省约有 170 万妇女参加了“五一”的
示威游行，250 万妇女参加了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签名投票。[16]
3.贯彻落实的基层妇女组织。各项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推行离不开基层组织的支持与执行。在
妇女组织系统中，基层妇代会数量多、分布广，与群众联系紧密，因此，其职能主要“从事大量的、
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基层妇女组织和妇女代表在上级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在识字班、学习会、联
谊会形式之外，还费尽心思运用各种方法，对广大妇女进行不遗余力时事教育、宣传动员。如召
开座谈会、群众会、控诉会，或进行挨家挨户个别宣传动员，或进行街头宣传，以及文艺宣传等。
例如在开展和平签名运动时，福州妇女工作积极分子采取如下方法：
（1） 挨家挨户作深入的宣
传，无论在厨房里，或在机架旁，以不碍群众工作的自由进行宣传；
（2）小型座谈会（乘群众三五
人闲谈时进行宣传工作）；
（3）个别宣传（当群众单独在菜园工作或河边洗衣服时，向她们宣传）；
（4）通过积极妇女向邻亲宣传；
（5）张贴标语漫画引人围观然后宣传；
（6）利用居民委员会成立的
现有会场，在开会之前进行一般的宣传签名及个别闲谈。[17]

·117·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三、
妇女组织社会动员下的福建妇女
自 1950 年 11 月起，福建妇女组织对妇女进行了广泛动员，1951 年“五一”节前基本完成了
既定宣传工作的普及计划。广大妇女爱国主义热情获得大大激发，以订立爱国公约、
捐献飞机大
拥军优属等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炮、
1.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独特创造，
是妇女将自
身的日常行动与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密切结合而实施的爱国行动计划。该活动首先在城市展开，
妇女们积极响应。截至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
“六一”
号召时，
省内城市 70%的家庭都已订立
爱国公约。[4](P77)
“六一”
号召颁布后，
农村的妇女群众也纷纷参与,如东山县坑北乡妇代会主席朱某
香带领全家首先订立了爱国公约，并带领了全村 202 户也订立了爱国公约。[18]爱国公约的普遍订
立，使妇女的爱国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19]如泉州市订立的爱国
公约为：
“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反对美国重
新武装日本、西德；二、提高警惕，搞好国防工作，爱国救护队、民兵、纠察队等组织，协助政府镇
压反革命；三、打破封建思想，减少浪费，废除旧婚姻制度，积极参加各种中心工作；四、妇女要关
心国事，学习时事，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五、女工们要积极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团结资方
克服困难；六、农村妇女们要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地主封建剥削；七、母
亲们要注意子女的健康，并教育子女热爱祖国；八、妇女要有组织性、纪律性，踊跃地参加各种会
[20]
议，保证不迟到、不早退。”

在订立爱国公约活动中，各级妇联组织还结合当时的各项中心任务，将深入开展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破除封建思想、家庭民主和睦、宣传婚姻法、加强妇女自身学习、爱国增产等列入
其中。有的地区还包括了捐献武器、拥军优属、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这对建国初期福建省各项
工作的开展和社会新风尚的培育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积极开展义卖捐献。1951 年 1 月，省妇筹会发出了《以捐献慰劳中朝战士》的号召，鼓励妇
女以义卖捐献、写慰问信等行动支持前方战士。此后，全省各城镇妇女纷纷走上街头，开展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政策宣讲，同时义卖各种爱国宣传用品，并将所得如数捐出。如泉州市妇女
通过全市二十一条街的妇女代表委员会，组成了 146 个义卖小队（每队约 8 人），义卖光荣扇，响
应捐献号召。[21]厦门市家庭妇女沿街卖报纸，并将收入捐献给志愿军部队。福州市妇女将义卖款
人民币 5000 万元捐献给支援部队。
增产捐献是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以支援部队。城镇女工们积极开展爱国主
义生产竞赛和增产献工活动。许多地区农村妇女发起了
“一千元”
“一把米”运动表示自己对前线
“把
战士的关怀和敬意，她们还制定增产捐献计划，将新增农业产量的 40%至 50%用来捐献。[4](P77)
这些多打的粮食捐献出来，买飞机大炮，打美国强盗。”建阳一区中南街妇女连续几个月坚持每
月抽出 3 天时间集体上山砍柴，以义卖所得作为捐献，并按期完成缴款计划。福州市洪山区乡农
会主任陈银俤发动全乡青妇队员，打 700 只草鞋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妇女们还纷纷以增加生
厉行节约、减少浪费等各种方式，尽自己所能响应增产捐献号召。福州市九万余家庭妇女是全
产、
省妇女的典范，
超额超前完成捐献缴款任务，
捐献了战斗机一架。[22]
3.响应拥军优属运动。拥军优属工作是与订立爱国公约工作同时进行的，许多妇女为了体现
了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把拥军优属列入爱国公约中。
1951 年初，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新旧年关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号召关心、慰
问烈属、军属与荣誉军人。各专区、县、
市的家庭妇女都陆续地参加了春节拥军优属工作，向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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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拜年、慰问、送年礼等，仅大根区一个区就收到妇女们送的年糕、肉、蛋、粉干、花生、橘子等八
百多斤，人民币 24 万元，使两百多户贫苦的烈军属都能愉快地过春节。
“六一”
号召之后，各地民
主妇联号召妇女将拥军优属工作列为日常工作之一，视为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如闽清云渡乡
妇女代表金玉珍说：
“志愿军一人为万人，我们要万人为一人，大家负责做好代耕工作，好让志愿
[3]
平和县在夏征中，
有 435 个妇女帮助烈属、
军属运粮 15970 斤。她们说：
“为了早日
军安心打仗。”

打败美国鬼，
我们情愿多出些力。”
军属们纷纷写信鼓励自己的亲人在外更好的工作，为祖国、为
人民立功。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走向“边打边谈”的阶段，福建妇女的爱国运动化为完成剿匪、支
前、
爱国增产竞赛、
“三反”
“五反”
等中心任务的实际行动。

四、
福建妇女组织社会动员成效
1.有特色的组织机制提升了动员效率。抗美援朝运动前，妇女组织建立了完备领导机构，形
成了层次分明的纵向组织结构。福建妇女组织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配套，均为纵向结构，即省妇
筹会为统筹领导机构，市县级民主妇联为中层协调机构，基层妇女组织为执行机构的层级式动
使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得以在短期之内顺利通过纵
员组织结构。妇女组织动员层级式独特优势，
向的组织结构层层推行下去，
直达基层，
使抗美援朝运动成为妇孺皆知的运动，
在较短的时间内广
泛地动员了福建妇女，
并达到较大规模，
展现了较高的动员效率。在运动的宣传普及阶段，
福州市
教育代表 2353 人。厦门市妇联在 4
在 4 月份共召开包括妇女在内的各种抗美援朝代表会 134 次，
月份组织了大小控诉会 124 次，
参加控诉的 8519 人。[23]动员频率高、
人数多、
规模大。在五六月份的
厦门、
泉州、
漳州四市，
约计 80%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并参加了签名投票。
宣传教育中，
福州、
2.妇女组织在动员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伟大力量。
“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
[24](P273)
纽带。”
妇女工作具有细微、
弹性和柔性化的特点，妇女组织作为妇女的发言人，协调开展妇

女工作，更好地成为党和政府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如在优待烈军属中，鼓楼区妇
“ 妇联很好，做法比政府实际些，政府给我们送光荣
女代表给烈军属礼物时，好几家的家属说：
[25]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过程中，涌现出了
灯，我还不敢挂，妇联给我们送这种东西倒很给力。”

一千多名的光荣母亲，支持儿女报考军事干部学校，赞成并鼓励子女参加国防建设。如福州市光
荣母亲崔佩在抗美援朝代表会上说：
“我爱我的孩子，我更爱我的国家，做父母的应该鼓励孩子
参加国防建设，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26]
3.唤起妇女主体意识，助推妇女解放。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采取多种动员方式，倡导男
女平等，妇女开始冲破传统性别角色的禁锢，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在实现了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向前发展，也雄辩地证明了妇女
是中国革命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福建妇女工作获得广泛好评，如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主编的《华东妇运通讯》第 4 期特别介绍了《在福建妇女中普及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年计
划（福建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第 10 期推广了《仓山区发动妇女捐献的经验》及《后屿乡
怎样普遍订立了家庭爱国公约》等文章。福州市妇女率先完成捐献任务，更成为华东区妇女捐献
的一个榜样。建阳一区中南街妇女自发集体上山砍柴义卖所得作为捐献的善举，得到了中共中
央办公厅的来信嘉勉。[27]此后，福建妇女更是以主人翁状态，从家庭走向社会，积极地投入了爱国
生产竞赛、爱国卫生运动、镇压反革命、
“三反”
“五反”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力量。
抗美援朝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妇女组织开展的一次成功的社
会动员，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历史总是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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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并呈现新的内容，急风骤雨革命式的社会动员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但是，科学地进
行社会动员，以及有效地调控社会动员导向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积极因素实现宏伟目标，当然离不开妇女这支伟大力量的参与。借鉴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
的社会动员机制与实际运作中宝贵经验，充分阐扬社会动员的正能量，不断创新，方能推动和谐
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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