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的历史经验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国情条件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国妇女运动兴起、发展之所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华传播为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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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

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

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

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

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

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

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

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

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

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

救济弊害的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

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

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

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 

 

——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 



•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

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

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

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

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

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国妇女运动兴起、发展之所需 

 

 
• 女性受压迫的厄运是同私有制俱来的，但妇女运动

却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后才

兴起的。 

• 这种滞后，是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须待

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至资本主义，个性解放、自由、

平等、人本主义、人权意识萌生，妇女运动才会被

提上历史议程，而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在窒息个

性的专制统治下，不存在妇女运动生长的土壤。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

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中国妇女运动

应运而生，并随之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维新变法时期 

中国妇女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 女工群体、新型女子职业的形成，女子

经济活动的兴起，是妇女运动发生的经

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华传播

最基础性的历史条件。 

 

• 妇女观推陈出新，女子教育勃兴，女子

参政运动凸显的女性政治觉醒，女性社

团、报刊蜂起…… 

 



国人第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  

（1898） 

中国第一女子团体——中国女学会  

（1897） 

中国第一女报——《女学报》  

（1898） 







中国第一女报——《女学报》 
（1898） 

• 《男女平等论》 

• 《女子爱国论》  

• 《女学利弊说》 

• 《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 

• 《女教与治道相关说》 

• 《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 

• 《劝兴女学启》 





 

• 中国女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 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先期铺垫了

主体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2. 方始前行的中国妇女运动亟需一种全新

的、科学的妇女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三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五四新文化时期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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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广度、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维新派、

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派的妇女观。 

 

• 超越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妇女解放思潮，

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五四新文化时期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到广泛的传播 

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男系制与遗产制》 

沈雁冰《家庭改制的研究》《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 

沈玄庐《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 

田汉    《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 

王剑虹《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 

李汉俊《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 

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郭妙然《马克斯学说和妇女问题》 

陆秋心《五一》《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 

炳文    《婚姻自由》 

 



李大钊的贡献 

《Bolshevism的胜利》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战后之妇人问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理想的家庭》 



          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

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

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

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

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

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

夫，夫死从子”…… 只用几个“顺”、

“从”、“贞洁”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

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打破大家族制度，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

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

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

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

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

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

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

会制度。 

 



陈望道的贡献 

《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 

《经济独立问题的我见》、《恋爱之力》 

《职业与妇女》、《性的道德底新趋向》 

《性的道德的新趋势》 、《论寡妇再嫁》 

《妇女劳动问题底一瞥》、《女性底演说》 

《文化与两性关系》、 《妇女的精神生活》  

《俄国婚姻律全文》、 《告失恋的人们》 

《劳动妇女底解放》、《近代的恋爱观》 

 



五四新文化时期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经典之作——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1920年8月5日《妇女杂志》第6卷第8号 

 • 李三无《废娼运动管见》： 

• 马克斯的好友伊哲尔士，……在他的名著

《家庭的起源》（Beginning of Home）

里面他说：“在新时代完成的时候，男子

无论怎样，终身不能够有机会拿金钱权力

或其他经济的方法来买得女子的隶属。就

是，女子在爱情以外，无论有甚么理由，

也不肯再去隶属于男子。”  

 



1920年10月10日、10月25日《东方
杂志》第17卷第19、20号连载 

• 恽代英《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原》 

• 引文：“英哲尔士(Frederick Engels)为马
克斯(Karl Marx)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
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
此篇节译其论家庭起原的意见，原书名
‘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译者誌。” 

• 此文翻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序言和部分章节，约6000字。 



《妇人和社会》 

•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 ） 

•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创始人、领导人。 

• 《妇人和社会》 ——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论述

妇女问题的一部专著（37万字）。 

• 1879年初版，1909年50版，后百年再版多次，

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 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 

• 引文：“德国伯伯尔（Bebel）所著《社会

主义与妇女》英译本有几种，此文乃是列

文(Daniel de Leon)所译题名Woman 

Under Socia1ism的第三篇Woman is the 

Future。1917年纽育出版。” 



1922年11月1日《妇女杂志》第8卷第11号 

 

1922年12月1日《妇女杂志》第8卷第12号 
 

• 朱枕薪译《妇女之将来》 

   注明“德国倍倍尔（August Bebe1）著” 

• 朱枕薪《倍倍尔妇女问题论》 

 《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序言 

 



• 沈雁冰《家庭改制的研究》： 

   社会主义者对于家庭的话，远之如恩格尔的《家庭的

起源》中所论；近之如伯伯尔的《社会主义下的妇人》

所论。我觉得他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多是极

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

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

我以为正惟中国的家庭制度是大异于西洋的，所以可

以直截了当采取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不必踌躇。 

 

1921年1月15日《民铎》第2卷第4号 



• 伯伯尔的大著《社会主义下的妇人》(Women 

Under Socia1ism)中的过去、现在、将来三部，

将妇女在社会中的身分、位置、贡献以及她们的

真正使命痛陈详说，实是研究妇女问题的人们不

可不读的书。 

 

• “私产制度是附在现家庭制的骨里的。私产制度

的能废与否，实与现在家庭关系的存废很有连带

的关系。……所以妇女在社会中永不能有自由，

男子永远可以照老法子压制妇女，妇女的解放就

永不达到。”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确立的时间、标志： 

1.以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为标志。 

2.以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为标志。 

3.定位于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的妇

女运动方针的制定及实践过程。  



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 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妇女出版物浅析国统区左翼妇女理论  

《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 

《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梅生编） 

《中国妇女经济问题》（茹迺焘） 

《中国妇女运动通史》（谈社英） 

《现代妇女》（傅学文） 

《现代妇女评论集》（范祥善编） 

《妇女问题文集》（刘蘅静） 

《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赵凤喈） 

《中国妇女史话》（李雪荔） 

《新妇女论》（柯伦泰著，沈兹九、罗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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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女性生活的出版物    

  

 《中国妇女劳动问题》（钟贵阳） 

 

《中国妇女生活》（绿荷女士）  

 



妇女劳动问题发生的由来 

• 资本主义导致妇女劳动问题的发生； 

• 鸦片战争发生以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政治

压迫和经济侵略，工厂制度在我们中国遂

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在中国已逐渐发

展，……而中国的妇女劳动问题也因之而

发生了。 



• 纺织业：夏日纱厂中的热度高至九十四五度，

体弱的劳动妇女们终日工作，多有不能支持。 

 

• 缫丝业：最苦的是丝车间，车声震荡，煮茧盆

热水沸腾，小女孩终日用短毛刷子，摇打煮茧

盆的水，偶不留心，沸水喷在手上，立刻烫伤。

间内的空气较外间常高三四十度，门窗因丝车

忌风，常常关闭，天气炎热的时候，苦闷可想。 



• ……都是一种鸟笼式、牢狱式的住屋，卑陋、低

矮、污浊、黑暗。……屋顶常破漏不堪，不能避

风雨。地上时常满布着泥潦。有年久失修，东歪

西倒的房屋，时常坍塌伤人。 

• 她们坐于斯、食于斯、卧于斯、厕于斯的狭小空

间——每个人所占面积不满一平方尺，所占空间

仅有三立方尺。试问不满二平方尺的地方，怎样

能住宿一个人？ 

• 所邻近的处所，多是坟墓，多是倾粪处，多是堆

拉杂的地方。那一种污浊的空气，那一种飞扬的

灰尘，那一种嘈杂的声音，常使居住里面的人们

感觉到人生乐趣毫无。 



• 每一个工厂的邻近，每一个马路的尽头，

为文明的交通工具如汽车电车所不能到达

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污塞卑浊，没有

空隙的泥地上，有许多像鸡一般的草棚栉

比着，那里就是这许多低下的劳动妇女所

住宿的另一个世界。……厕身在那一个世

界里，假使回想起充满了“文明”的光辉，

及繁华的大马路来，我们真会觉得那是天

国，这是地狱！  



 

解 决 之 法 

 

• 妇女劳动组合 

 

• 妇女劳动法的制订与实施 

 

• 托儿所 



• 沙皇时代那有毒素的法律，把妇女当做不
动产看待，现在却一点都没有遗留下来了，
而十月革命可以说是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
女。 

• 苏维埃联邦可说是全世界男女在法律上最
平等的国家。 

• 苏联的妇女，既处于经济自立的环境中，
各方面的生活又和男子平等。她们的社会
地位，自然和男子没有什么分别。 

• 自有世界文化以来，从没有一国对于她的
妇女，有像苏联那样给予这些谋求独立生
活的机会。  



妇女理论研究出版物 

• 《中国妇女运动》（刘王立明） 

 

• 《中国妇女问题》（郭箴一） 

 

• 《中国妇女问题》、《妇女问题讲话》（杜君慧 

 

• 《女权论辩》（聂绀弩编）  



刘王立明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 否定资本主义制度： 

• 这个分配不均的制度所给予社会是怎样：

那个做丝的工人穿破衣，那个建筑高楼大

厦的匠人住在草棚子里，那个做车子的工

匠走路，那个种田的农民没有饭吃，那个

做最重苦的人士是最穷的，那个使世界进

化的他在世界里却没有权利！这是一个是

非颠倒的世界，我们不应当把它改造吗？ 



• 资本主义制度所给予吾人的是：在

国内，阶级仇恨日深，生产过剩及

失业恐慌；在国外，帝国主义者为

求过剩物品的市场，国际间发生极

残酷的战争……要保存殖民地为过

剩货物的市场，他们就不能不扩充

军备……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于人类有害而无利。 

 



• 肯定社会主义制度： 

• 人人都有工作，都有衣食住行的权利。人类将

没有拥有百万的大财主，也没有一文无有的穷

光蛋。个个都是主人，残老孤幼也能有饭吃。

大家一律平等，一样快活。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就是，前者是

平均的分配，后者是国家的财富只集中在几个

人手中。……世界各国的财富平等分配了，从

此既没有生产过剩的怪状，也就没有利害的冲

突。我们可以进入大同之门，讲信修睦。  



费边社会主义  

• 基本信念：以民主渐进的改良手段，而非暴

力革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 恩格斯：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

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  

   刘王立明：当本全民政治的原则，用会议的

制度，走入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境。……藉团

结的力量，用投票的权利，去急进地促成社

会政策的实现。  



资本主义“双刃剑”效应  

• 产业革命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改变了妇女

的生活。于是，就给与妇女以中世纪所禁止

的职业的自由，……独立的收入，扶持个人

的自觉，开辟了她们地位向上的道路。然而

这给予妇女以这样的自由恩惠的产业革命，

同时使她们投入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

活的漩涡中，于是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健康，

她们的幸福被摧残无余了。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不问男女，凡有劳动能力者，都非负劳动义务不可。

这是社会化的社会的根本法则。 

• 不问男女，可以参加选举，决定掌理行政的代表。 

• 一切都根据计划与秩序进行，例如面包、肉类、衣服

及靴鞋的需要，都由统计确定，通知该物品的生产工

场，则社会必要的每日劳动时间的平均标准便能知道。 

• 十月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苏俄的妇女们，

就开始了新的生活。男女在社会上得处于绝对平等地

位，妇女已经有充分的自由，已经同男子一样担负起

创造历史的新使命了。 



对倍倍尔《妇人与社会》的介评  

• 1792年，倍倍尔（Ferdinand August 

Bebel）著书论公民妇女的改善，对于法国

革命的人权宣言把妇权除外，也加以非难。

所谓人权是男女有平等权利的意思。至于

女子的现在，所以较劣于男子，乃是为了

数世纪来男子给予女子这样地位的。女子

要实现她的天职，就不得不具有和男子平

等的公民权利。违反了自然的意志，便足

使民族衰落。这是倍倍尔的主张。  



对倍倍尔提出异议  

• 倍倍尔： 

    她们是最先做奴隶的人类，在男的奴隶未

曾存在之前，妇女已经是奴隶了。 

郭箴一： 

    在阶级社会，妇女亦必有阶级的分化。 



马克思主义婚恋观 

• 郭箴一： 

   结婚和离婚的道德律也和其他一切社会的

道德律同样，是受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结婚是以恋爱，真正的恋爱为基础的。的

确，没有恋爱为基础的婚姻是不自然的，

是不道德的。 

 

• 恩格斯： 

   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分析，贯穿着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1.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妇女经济
独立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2.妇女问题为社会问题之一，在整个社会问
题没有解决以前，妇女得不到解放。 

3.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一致性，在次殖民
地的中国，整个的弱小民族没有解放，妇
女也谈不到解放。 

4.解决农村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农
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 





• 倍倍尔13次，马克思2次，恩格斯7次，列宁3次 

 

• 李卜克内西（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理论家） 

• 蔡特金（国际妇女运动领袖） 

• 卢森堡（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 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列宁政府唯一女性）  

 

先行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中国妇女运动理论 



第八讲《苏联的妇女》 

• 苏联不仅是世界劳动者的‘祖国’，

并且是世界被压迫妇女大众的‘祖

国’！ 
• 一种制度的根本改变，决不是短期间所能实现的，

尤其像苏联那样本来比较落后的广大的国家，还

有许多部分是只有制度上的改变，而在实际生活

上，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仍旧存在着，然而这是不

可避免的历史的事实。 



• 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一切制度及观念是它
的上部构造。基础变了，上部构造便不得不随
之变化。 

• 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在于是从历史的财产
私有制度及阶级的支配关系中指明白妇女所以
被压迫的根本的原因。  

• 妇女问题的研究，必须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
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 必须站在史的唯物论的见地，去观察妇女问题。                                                                                                                                                                                                                                                                                                                                                                                                                                                                                                                                                                                                                                                    

 

代表着当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
究的最高水平—— 



• 女性劳动者身受三重压迫：在国家社会中

无任何权利；在家庭中受封建礼教束缚；

在生产劳动中受资本家的苛酷剥削。同时，

妇女解放运动与近代劳工运动发生了极密

切的关联。 

• 女性被压迫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私有财

产制度的存在。妇女问题，不能离开整个

社会经济结构而单独解决。妇女解放运动，

必然汇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新

社会的运动中去。 

 



最早认识妇女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离开实践的理论是观念论者的空谈，所谓

理论只能在实践中生长，发展。……所谓

实践是跟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不断

的转换其方向的。所以，过去的理论，未

必就能完全适合于现在的实践；反之，现

在的实践却也能产生出适应于现实的新的

理论来。  



•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问题，都没有像目

前中国的妇女问题那样的严重，那样的尖锐化。

这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正经过由封建社会推移

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第二是中国的资本

主义化并不是正常的，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强制的。

中国社会生活的半殖民地性，影响于全国妇女的

生活上面，而使中国妇女问题格外尖锐化。 

•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半殖民地中国妇女运动的

基本特质——反帝反封建，她不单有民主革命的

性质，同时有民族革命的性质。 



反击“贤妻良母主义”左翼战线的领军人物 

• “妇女回家论”——复古主义的妇女运

动，是最新鲜的舶来品，是希特勒主义

的妇女运动的输入或复写。 

•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法

西斯蒂是妇女运动的一般任务，反对妇

女回家论，反对贤妻良母主义是妇女运

动的特殊任务。 



《女权论辩》 

• 聂绀弩编，1942年7月由白虹书店出版发行。 

 

• 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大后方围绕“妇女回

家去”，《战国策》（昆明）与《力报·新

垦地》（桂林）之间的论战。聂绀弩选取这

场媒体大战中的40余篇代表作，辑录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