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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情况, 依据大量资料分析其原因、特征和意义。
分析认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 呈现出参
政主体多元性、
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 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
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
加快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步伐、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
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为今天的妇女参政、
妇女干部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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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妇女参政, 就是指妇女在参与或影响国家
机关制定国家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
状况, 包括妇女的参政意识、参政制度、参政组织和
参政行为。简单地说, 就是指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对
政治事务的参与。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 妇女
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 也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传统的中国妇
女谨守 三从四德 、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古训, 她们
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 很少有参政的机会。抗战
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 其中妇女参政尤其引人注目, 陕甘宁边区成为全
国妇女运动的中心。因此, 笔者分析陕甘宁边区妇
女参政的原因、特征和意义, 对于今天的妇女参政、
妇女干部的培养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陕甘宁边区妇女
参政的原因
20世纪初, 西方民主思潮的传播、辛亥革命的
胜利和 五四 运动的爆发推动了中国妇女走上反
帝反封建的道路, 启迪了妇女的参政意识。而中国

妇女真正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实现的。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的历史背景主要
有 3个方面:
( 1)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妇女
的觉醒, 为边区妇女参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内在动
力。在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她
们数千年来都处在痛苦悲惨的命运之中, 代表了全
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
束缚中国妇女的四重锁链。在这种情况下, 妇女处
在黑暗、
愚钝、不自由的命运中。 虎凭山, 官凭印,
婆娘凭的男子汉 [ 1] , 诸如此类的俚语充分表现了数
千年来中国妇女所受的封建压迫, 体现了她们在社
会上毫无地位。这种情形在全国如此, 在革命前的
陕甘宁边区亦然。在这种历史环境中, 妇女自然谈
不上解放, 更谈不上参政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近代维新运动、
西方女
权主义及 五四 运动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 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思想家的积极倡导与努力推
动下, 受封建伦理思想长期摧残和压抑的中国妇女
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识迸发出来, 妇女解放运动和
参政运动蓬勃兴起。一批知识女性和进步思想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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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疾呼禁缠足、
兴女学, 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参与政
治事务以及婚姻自主、男女两性生而平等的观念得
到广泛传播。随 着这些运动的发展,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知识妇女、女工和农妇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妇
女解放运动中来; 在上海、北平等地出现了许多民间
妇女组织, 如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
北京妇女同志会
等, 甚至还建立了全国性的民间妇女组织 中国妇
女协会 、 中华女界联合会 等。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 十分重视
妇女的解放。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
上的讲话中指 出: 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
觉醒, 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 2] 。为了促进妇女的

的提议, 1939年 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女 子大学。
通过党的培养, 一批妇女骨干成长起来; 她们在学习
和训练中提升了理论素养和技能, 在斗争实践中得
到了锻炼; 妇女领袖在血与火的革命中积累了丰富
的斗争经验, 提高了领导技巧, 成为党所信赖和依靠
的妇女工作大军, 为抗战时期妇女的广泛动员准备
了人力资源、
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 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 从妇女切身利
益出发, 通过提高妇女地位、解决妇女生活困难、加
强女子教育等途径动员妇女参政。如 1939年, 陕甘
宁边区政府制定了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陕甘
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提高妇女政治、经济、

觉醒, 提高妇女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 陕甘宁边区陆
续成立了许多妇女群众组织。 1937 年 9月陕甘宁
边区党委作 出了 !关于 边区 妇女群 众组织 的新决
定 ∀, 其中指出: 必须以基本群众为核心, 实行广泛
的统一战线, 团结各阶级的妇女 [ 3] 。陕甘宁边区党
委还决定扩大现有的妇女代表会, 成立陕甘宁边区
各界妇女联合会。 1938年 3月 8日, 陕甘宁边区各
界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 登记在册的会员有 17万。
妇女运动的发展促使男女平等的主张部分地由理论
变为现实, 传 统的性别 观念, 如 妇女主 内不与外
事 、 妇女干政天下大乱 等受到了强烈冲击, 妇女
权益诉求和参政意识蓬勃兴起。这种情形正如鲁迅
先生所说的: 中国女子的勇毅, 虽遭 阴谋诡计, 压
抑至数千年, 而终于没有消亡。
( 2)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边区妇女参政运
动蓬勃兴起的保证, 为中国妇女参政创建了亘古未
有的社会条件。为了促进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
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 !提高妇女政治、
经济、文化地位案∀, 其 中强调: 鼓励妇女参政, 各
级参议会应有 25% 的女参议员, 各机关应大量吸收
妇女工作 [ 4] 。为了促进妇女参政和参加相关工作,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第一, 建立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提出了
经过统一战线活动与组织, 将各阶层妇女群众团结
在党的周围的妇女工作路线。

文化地位案∀等规范。
从以上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纲领、
方
针、政策, 带领广大妇女砸碎封建宗法制度的枷锁,
推倒三座大山, 使妇女获得了解放, 为妇女参政创建
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 3)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为边
区妇女参政提供了坚定的前提和保证。历史证明,
任何专制、
集权的制度下都不可能有妇女参政, 即使
有个别妇女执掌政权, 如汉朝的吕后、
唐朝的武则天
等, 都是凭借皇家家族势力偶然执掌国家社稷, 都不
是民主意义上的妇女参政, 因为她们自身就是专制
制度的代言人和男性统治的代言人。在专制、集权
制度下, 妇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广大妇女的权利被
剥夺; 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强调人民当家作主, 体现的
是公平、
公正、公开、
择优的原则, 对参政主体的要求
是素质、能力和水平, 而不是重男轻女、男 尊女卑。
只有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 才能逐步消除传统观
念中的性别歧视, 不断强化人们的民主意识, 也才有
参政中真正的 男女平等。如 果没有民主政 治的建
立, 妇女参政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
的 实验区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 新民主主义纲领
和各项政策, 都是在这里首先 得到贯彻和实施 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治建
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中

第二, 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 大量培养妇女干部
和妇女党员。 1937年 9月, !妇女工作大纲 ∀就专门
提出了妇女干 部的培养问题: 培养大批党的和群
众团体的女干部, 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 是
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 [ 5] 。为了将妇女干部的
培养落到实处, 不仅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妇女训练班,
而且成立了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根据毛泽东

的人民主权原则、
多数原则、代议制原则、
自治原则、
公开原则、
法制原则等。如在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制
度、采取三三制原则组建抗日民主政权、
组建边区参
议会、
让人民监督政府、建立人权保障制度、重视法
制建设等, 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
其中许多的民主实践直接为妇女的解放和参政提供
了充分的前提和保障。就妇女人权保障制度的建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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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保
证妇女享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妇女的地位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妇女的权利得到了切实的改善。这表
现在边区妇女的生存权, 政治权利, 经济、文化、
社会
权利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和体现, 尤其是政治
权利方面获得了同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为妇女参政提供了极大的保障。选举权是民主政
治的基石, 是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开端, 也是一切民主
政治权利的 母权 。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一旦拥有
了选举权, 就成为一支不能被忽视的强大力量, 她们
才有可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利益。边区的民主政治
建设充分保障了妇女的选举权, 也为妇女参政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陕甘宁边区妇女
参政的时代特征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后, 广大边区妇女获得
了解放。中国共产党积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 帮助
她们实现政治上的当家做主。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充分地享有自己的参政权利。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呈现出特有的
时代特色。

(一 )参政主体的多元性
近代以来, 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都
局限于有着特殊社会地位或具有较高文化的群体之
中, 妇女参政的主体可谓一元性。然而陕甘宁边区
在政治上给与妇女民主权利, 抗日自由; 在组织上
吸收各党 各 派各 阶 层妇 女 参加 抗 战各 部 门 的工
作 [ 6] 。这样, 妇女参政的主体就突破了仅仅是具有
特殊社会地位的妇女群体参政的一元格局, 展现出
妇女参政主体多元化的态势。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阶级与阶层的广泛性
为广泛地组织和动员各个阶级和阶层妇女参加
革命政权和革命斗争, 1936年 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
发布了 !妇女代表会 组织大纲 ∀, 其中规 定: 凡女
工、
农妇、
女学生、
女职员及一切革命的妇女, 不论它
的社会阶层, 只要她是革命的, 都可以参加到妇女代
表会里来 [ 7] 。抗日战争爆发后,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
年妇女投身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革命潮
流中。在边区政权的建设中, 不仅有具备一定社会
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的上层社会妇女, 还有社会地位
较为低下的广大农村妇女; 不仅有知识界妇女, 还有
90

各行各业的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以及女学生; 有共
产党员, 也有国民党员, 还有无党派人士等。她们中
的许多人成为中共政治精英和妇女领袖, 如蔡畅、
邓
颖超、
康克清、刘清扬、
张琴秋等。
2. 地域的广泛性
在 祖国抗战, 人人有责 口号的激励下, 不仅
祖国大陆的妇女被动员起来, 而且远在海外的女侨
胞和港澳地区的妇女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当时在菲
律宾、
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地设立的华侨筹赈
会中都设有妇女部 (会 ) 。据统 计, 在抗战头 4 年,
南洋华侨筹措的捐款达 4亿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女侨胞筹集的 [ 8] 。女侨胞和港澳地区的妇女还积极
参加国内抗战, 她们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政权建设,
甚至为抗战奉献了鲜血和生命。其中许多人经过斗
争实践的锻炼, 成长为优秀的妇女干部。抗战女英
雄# # # 印尼归侨李林、缅甸归侨陈康容就是她们之
中的典型代表。
3. 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广泛性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和正确的宗教政策。
1937年 5月,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 !陕甘宁边区议会
及行政组织纲要∀以及 1939年 1月制定的 !陕甘宁
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等文件, 坚持保护少数民
族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文化上享有同汉族一样的平
等权利, 尊重蒙、回等少数民族信仰、
宗教、文化、风
俗、习惯等, 体现了边区是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地位,
推动了包括各民族、
各种宗教信仰人士的统一战线
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 各少数民族妇女
和汉族妇女一道投入到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例如, 为了进一步推动回民抗日斗争的发展, 中共中
央于 1940年颁布了团结回族共同抗战建国政策 11
条, 并在陕甘宁、
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回
民抗日救国会, 广大回族妇女积极投身各根据地政
权建设。又如 1938年, 被蒙古族群众称为 双枪红
司令 的女英雄乌兰奔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 成为优秀的女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妇女和汉族
妇女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参政方式的多样性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后, 广大妇女群众通过各
种方式, 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的精神参与根
据地政权建设, 为巩固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贡献了
力量。
1. 参加民主选举
中国女性, 尤其是广大的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
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最深、最重, 她们的地位最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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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最艰苦, 与政治根本无缘, 更谈不上选举权利。
而在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中, 民主观念得到广
泛的传播, 妇女的选举权利得到充分保证, 妇女的参
政意识也空前提高。
1937年 5月公布的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第
4条规定: 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 在选
举之日, 年满 16岁的, 无论男女、宗教、民族、
财产、
[ 9]
文化的区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千百年来
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取得了和男人同等的 话语权 。 1937年 7月,
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广大妇女积极拥
护和参加民主选举, 她们首次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1939年 1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首届会议在延安召
开, 高敏珍等 19位女参议员参加了会议。 1941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根据 三三制 原则进行第二届各级
参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 各级妇联干部发动妇
女参选参政, 使参加民主选举这件大事家喻户晓, 妇
孺皆知。在选举中, 由于妇女群众大多不识字, 她们
普遍采用 投豆子 、 烧洞洞 等方法参与投票。据
统计, 全边区 30% 的女性参 加了选举, 清涧县达到
90% ; 选出乡级女参议员 2 005人, 县级 167人, 边
区级 17人, 许多妇女荣任乡长、区长 [ 10] 。这些由参
议会选举出来的女参议员出生入死, 勤勉廉洁, 显示
了英雄本色和杰出的工作才能, 为边区政权建设、
改
变人们轻视妇女的旧观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 参加政权机关
为了保证广 大陕 甘宁 边区 妇女 参政 的 权利,
1939年 2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 区抗战时 期施政纲
领 ∀明确规定: 实行男女平等, 提高妇女在政治上、
经济上、
社会上的地位, 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 禁止
买卖婚姻与童养媳 [ 11] 。 1939年 3月, 陕甘宁边区
政府又发出通令, 要求各级政府、
部队、
学校、
团体在
今后各级参议 会的选举中, 应尽可能达到妇女参
议员占 25% 之提议。同时各机关职员亦应尽可能
吸收妇女参加, 以资保证妇女参加的权利 [ 12] 。这
个通令在边区的贯彻和落实, 使一向处在黑暗无权
地位的妇女们获得了历史上从没有的权利。
广大陕甘宁边区妇女在取得 话语权 后, 便突
破传统束缚进入社会权力机构, 参与政权, 参加社会
管理。 1939年首届参议会开会时就有 19位女参议
员出席, 她们在大会上不仅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
见, 而且为妇女切身利益提出了妇女同胞自己的提
案, 获得了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此外, 许多妇女
担任了各级 政府机关及各 部门工作的 职员。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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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届参议会中, 妇女取得和 男子完全平等的
参政权∃ ∃当选的二十余位女参议员, 和男参议员
并肩起坐, 共商国事 [ 13] 。其中, 年仅 24 岁的绥德
分区妇联主任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 成为陕甘
宁边区第 一位女县长。她当选后, 该县县 政府在
她的主持下, 一切均井井有条, 成绩斐然, 深受该县
民众之欢迎 [ 14] 。妇女们在行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并不逊色于男子, 这不仅 说明了 妇女能够参加管
理国家大事, 而且说明了只有妇女才能更深入地解
决妇女切身的问题 [ 5] 。随着革命形式的不断深入,
广大妇女在国家的各级政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边区 15县县级女参议员统计情况如表 1所
示, 安定县九个区县女参议员统计情况如表 2所示。
资料来源于 1941年 11月 9日 !解放日报∀第 3版,
舒琪著!妇女在选举运动中∀。
表 1 边区 15县县级女参议员统计
县名

女参议员数量

占全体百分比 /%

延安

18

22

赤水

8

14

鄜县

9

14

同宜耀

3

13

盐池

4

10

固临

3

9

淳耀

4

9

靖边

6

7

庆阳

5

6

安塞

2

5

绥德

4

4

镇源

9

4

甘泉

1

4

表 2 安定县 9个区县级女参议员统计
区别

女参议员数量

占全体百分比 /%

瓦区

27

15

任区

9

15

杨区

25

12

中区

10

9

南区

7

7

玉区

6

5

西一区

6

5

南沟区

4

4

东区

2

1

3. 参加社会组织
在陕甘宁边区, 妇女的参政途径有 2个: 一是直
接进入边区政府机构参与政权建设, 管理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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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提到的广大妇女通过选举进入政权机构;
二是通过参与广泛的社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
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全民革命。为
了把边区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除了在
群众中进行深入细致的革命宣传之外, 还领导边区
群众建立起大量的群众组织, 如工会、农民会、商人
救国会、
青年救国会、儿童团、
自卫军和少先队等, 此
外还有范围较狭窄的组织, 如文艺、教育、戏剧、研
究、
识字等群众组织。
在上述情形中, 边区的群众组织是非常普及的
和广泛的。每个人除了参加与自己职业相关的组织
外, 还可以参加其他组织。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人甚
至参加了三四种组织。 妇女除了参加妇女联合会
外, 还 要 参 加 自 卫 军、识 字 组、戏 剧 等 团 体 [ 15] 。
1937年 9月, 陕甘宁边区作出了 !关于边区妇女群
众组织的新决 定∀, 要求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
合会, 以实行广泛的统一 战线, 团结 各个阶级的妇
女, 动员各界妇女参加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肃奸的
斗争等。为了促进各界妇女的更进一步团结、巩固
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 3 月又成立了陕
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又
陆续成立了许多妇女组织。这些妇女组织的工作内
容十分丰富, 有的用来鼓励丈夫、
儿子、
兄弟、
壮丁当
兵上前线杀敌; 有的用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 还有的
参加慰劳救护工作、
优待军属的工作、
参加自卫军工
作、
购买救国公债、缴纳救国公粮工作、参加工农业
生产、参加各方面的学习、
参加对社会生活的改革、
参加对干部的培养; 等等。这些妇女组织的建立为
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平台,
更为广大妇女参政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其原因
在于: 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妇女, 广
大妇女还是需要通过各自的组织表达和维护自己的
具体利益, 党和边区政府也需要工会、共青团、妇联
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协助党和边区政府改
进工作。边区妇女参政的这 2个方式是妇女参政的
有效途径。
当然, 抗战时期妇女参政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
大致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 由 于传统偏见作
怪, 妇女 参政在 实践 中经 常遇 到各种 阻力。造成
虽然有民主政府法令 的保障和群众运动的推动,
却仍不能不遇见一些传统的轻视妇女的偏视 [ 16] 的
情况。在抗 战进 入相持 阶段 后, 社会 上就曾 出现
妇女应回到厨房去 的错误言论; 第二, 由于妇女
自身的文化素质偏低和参政意识的薄弱, 妇女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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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基本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
从妇女参政的总人数上看, 妇女参政人数远远低于
男性; 第三, 妇女在实际工作中经验和能力的不足,
如表现在自己应付工作以及处理同一般妇女、参政
妇女、
一般男性、
参政男性的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和
技巧还不足; 第四, 一些妇女干部还缺少实事求是的
精神, 工作中存在着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
没有群众
观点的作风,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运动的健
康发展和工作成绩的更大提高。
针对这些不足, 中共中央于 1943年 2月发表了
!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 在
正确总结抗战爆发以来妇女工作成绩与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 从 7个方面提出了延安妇女运动克服主观
主义、
形式主义等倾向的具体做法 [ 7] 。

三、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对边区
建设的影响和意义
(一 )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解放
妇女参政是妇女解 放的主要内容, 是 妇女解
放运动必须经过的程序 [ 17] 。从妇女解放的历史来
看, 妇女解放运动源于政治革命运动, 并随着政治革
命的起伏而兴衰。中华民国建立后, 随着资产阶级
革命政权的建立, 妇女们兴起了参政运动, 以后随着
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夭折, 这说明只有通过政治
斗争或参政, 才能实现民权和女权, 才能实现妇女解
放。 所以真正觉 悟的中国妇女, 必然是一 面参加
政治改革运动, 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 动 [ 18] 。可以
说, 妇女参政是妇女解放的主要内涵。
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妇女同胞在政治地位
上的解放。早在土地革命时 期就有过引导 妇女参
政、议政的实践。党到达陕北之后, 继续鼓励妇女参
政、议政, 帮助她们实现政治上的当家做主。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 妇女们普遍享有了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政治上取得了和男子同样的权
利。而 各级参议会应有 25% 的女参议员 的规定,
既表明了党对妇女政治解放的高度重视, 又是党维
护妇女政治权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党的领导下,
边区妇女政治素质的提高、
政治意识的觉醒, 边区妇
女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和民 族意识也不断增 强。
她们走出了 能力不如男 、 当好贤妻良母足矣 、
女攀高峰实在难 的思想误区, 不仅开始关注自身
的解放和发展, 而且关心着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她们
在抗战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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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胜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 )增进了边区广大妇女对共产
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所产生
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是把社会成员组织
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 [ 19] 。政治认 同可以使政治
过程获得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 有助于政治组织及
其制度获得合法性。公民越是认同政治系统, 就越
会关心和参与政治。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 陕甘宁边区发生了深
刻的社会变革, 广大妇女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产生
了对政府的认同感, 认为边区政府是 好政府, 政府
是自己的政府 ,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在妇
女的歌声中处处流露 出对国家的拥护, 如 送郎去
参军, 冲锋杀敌人, 保家卫国呀, 为国为人民呀! 正
是这样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为边区妇女参政提供了
精神动力。广大妇女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对边区
社会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就政治认同和政治参
与本身来讲, 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陕甘宁边区妇女
的政治认同是其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扩大政治认
同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感和政治责
任感。而扩大妇女的政治参与又可以培养妇女的民
主意识、
参政意识, 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心理
基础。边区妇女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
党的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 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
有利于维护边区政治稳定, 增强边区的团结与和谐;
有利于推动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此外, 边区妇女
的政治参与不仅是 公民参与 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
过她们的宣传和示范, 还促进了社会其他成员的政
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水平, 从而有效支持抗日战争。

(三 )促进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
没有妇女, 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妇女
的参政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在 !陕甘
宁边区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信 ∀中提出要把
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
要实现这一目标, 离不开广大妇女的政治参与。因
为妇女参政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建设 的一项具体内
容, 妇女以其自身的性质和特有的优势显示出她们
在加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是 一支重要的力
量。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妇女参政促进了边区民主政治范围的拓
宽、
内容的丰富, 使党制定的方针与政策更加贴近民
意。妇女通过参政把自己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
如女子教育、
经济地位、
婚姻自由等一系列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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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问题带到政治领域。妇女介入这些问题, 使民
主的内容由政治民主向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
方面的民主扩展。妇女从不同的角度、形式, 通过不
同的渠道广泛地参政议政, 使党和边区政府各级领
导联系了群众, 了解 了民情、民意。妇女的广泛参
政,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党和边区政府的决策, 使党
和边区政府在想问题、
办事情的时候, 既充分考虑全
体人民的整体利益, 又充分考虑妇女的特殊利益, 从
而制定出既符合边区广大群众的利益, 又深受群众
拥护的方针政策。
第二, 妇女参政促进了党和边区政府工作的改
进。从妇女的特质来看, 妇女一般都具有观察敏锐、
心思细密、善于思考、关注社会、责任感强 等特点。
她们能及时发现那些与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的官僚主
义和腐败行为, 从责任和良心的角度出发, 她们或者
会义不容辞地与全体群众一道通过选举罢免那些不
称职的公职人员, 或者通过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 或
者通过从政妇女直接介入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
第三, 妇女参政促进了妇女参政意识的增强、
综
合素质的提高, 有力地推进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
进程。一个国家或政权民主程度的高低, 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强弱。只有
当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了参政意识, 并具备了参政
能力, 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得到推进和发展。
第四, 边区妇女参政有利于构建和谐边区。中
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夫权统治, 从政治、经济、教
育、家庭、
社会、
身体、心理等方面束缚着妇女, 也一
直扭曲着两性关系。妇女参政有利于边区的男女平
等, 而人格的平等首先表现在政治上 的平等。 男
子与女子同系国民, 权利与义务应当 平等 [ 20] 。实
践证明, 为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男女两性在社会上
必须互助, 携手并进。陕甘宁边区妇女的积极参政
议政, 为边区创造真正民主平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作出了贡献。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人们公认的民主
和谐的示范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实行了以 三三
制 为特征 的、体现社会各阶级利 益的抗日民主政
权, 更重要的是实行了普遍、平等、
直接的选举制度,
而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与广大妇女的积极
参与分不开。

四、陕甘宁边区妇女
参政的启示
抗战时期, 边区妇女的参政不仅为实现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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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陕
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的贡
献。这对当代妇女参政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启示作用。

制, 出台更完善的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专门政策和
工作目标等。另外,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广大妇女
更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勇敢地维护自己利益, 全面参
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才能为民主政治发展作出贡献。

(二 )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

(一 )优化妇女参政的客观环境
妇女参政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社
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舆论的支持、
政策的保障等都是
妇女参政的重要条件。为此, 第一, 必须充分发展生
产力, 为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实践证明,
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 妇女才能从繁重的家务劳
动中解放出来, 与男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劳
动中去。在抗战中, 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号召下, 妇女也成为边区生产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妇女的生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 不仅促进
了边区的经济繁荣, 改善了军民的物质生活, 妇女自
身的主人翁精神和自豪感也得到极大提升。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妇女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参加生产劳动将
成为客观必然, 并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和妇女更好地
参政奠定基础, 提供物质保障。第二, 要优化妇女参
政的舆论环境。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消除或抑制
不健康的舆论、
优化舆论环境, 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
作用。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 !解放日报∀、!群
众 ∀、!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等报刊, 以及每
年的 三八节 纪念活动等形式, 向全社会大力宣传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并宣传女干部、女共产党员、
女
劳模的工作和政绩, 批判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 消除
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偏见, 为妇女参政创造了良好的
舆论环境。由于歧视 妇女的封建意 识依然根深蒂
固, 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当前形势下仍然需要
形成批判传统妇女观念的社会舆论, 使人们对其思
想深处的旧观念有所觉悟、
有所批判, 形成全社会对
妇女参政的共识, 为妇女参政和女干部的成长创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三, 必须优化政策环境, 从法律
上保障妇女的民主权利。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
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和法律
法规, 保障了边区妇女的各种权利, 促使妇女思想观
念发生重大变迁。今天, 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
系列培养和选拔女干部的政策、
措施和法律法规, 如
!妇女发展纲要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在宏观上
为广大女干部的健康 成长提供了政策 保证。在今
后, 更应优化政策环境, 如建立培养妇女干部的培养
体系、拓宽妇女参政的途径、
完善妇女参政的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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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说过, 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文化
素质是人的基本素质, 对人的政治行为具有潜在的
重大影响。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的极大解放和参政
举动, 得益于她们接受了政治和文化教育, 使她们在
提高文化素质的同时, 政治觉悟、
抗战热情、参加生
产、民主平等、妇幼保健等观 念也发生了重 大的变
化。今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要使妇女
思想观念与社会发展同步, 就必须提高文化知识水
平, 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妇女受教育的普及和文化
素质的提高, 使她们能够站在新的角度审视社会的
价值观、道德观、婚 姻观、生育观以及周围 的一切。
为实现此目的, 第一, 妇女要有较渊博的文化知识。
这是现代妇女从政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是一个知
识化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妇女参与社
会管理, 其领导水平必须与之相适应, 才能接受时代
的选择和挑战。第 二, 要有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 质。
应着力提高女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 让女
干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做到学用结合, 增强解
决问题的能力。第三, 要有辩证和创新的思维。妇
女应解放思想, 努力在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科技创
新上下功夫, 要着眼于新的发展和新的实践, 树立世
界眼光, 拓宽视野。另外, 妇女要正确认识自我, 挖
掘自我, 克服自卑、狭隘和依赖心理, 坚定信心、
更新
观念、
敢于超越, 充分发挥女性优势, 处理好事业和
生活的关系等。

五、结 语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妇女在党的妇女政策指
导下, 积极参政议政, 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抗日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中国妇运史上写
下了不朽的篇章。虽然妇女参政中尚有许多不完善
的地方, 但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培养和锻炼, 边区妇女
开始觉醒, 通过参加革命斗争、
提出参政的要求,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妇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参政
权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也为今天的妇女参政提供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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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 en in
Shaanxi Gansu N ingxia Border area during Anti Japanese war
CHEN W en sheng
( Schoo l o fM arx ism S tu dies, Renm in Un iversity of Ch in a, B 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known the w om en s participat ion during Ant i Japanese w ar in Shaanx i
Gansu N in gx ia border, the auth or, through som e h is torica l docum ents, conducts, analysis on the rea
sons, characteristics and im p lications of their partic ip ation. The results show under the leadership o f
CCP, they fully pract iced the ir rights in their partic ipa tio n in the po lit ica l affa irs, in po lytropism of m a in
body and mu lt ip lic ity of w ay. T he po litical partic ip ation o f wom en in bo rder can prom ote w om en lib eration
and their po litical sym pathy to CCP, speed up the dem ocracy constructio n step of border and guarantee
border area s harm ony and stability. T his has prov id ed precious experience and en lig htenm ent for today
w om en s politica l partic ip ation and cu ltivation.
K ey w ords: during Ant i Japanese w ar; Shaanx i Gansu N ingx ia border area; w om en s po lit ical par
t icip ation; dem ocratic po 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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