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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中國婦女》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中國婦女》，由北京「中國婦女雜誌社」編輯兼出版，「中國青年

出版社印刷廠」印刷。館藏這一期，封面為「華國鋒和各族婦女在一起」的

照片，右下角題「1」及「1978.7」，配合「目次」頁的記載：「1978 年第一期(總

第 239 期)7 月 15 日北京出版」及宋慶齡<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瞭解

這一期雖是 1978 年 7 月出版，題「1978 年第一期」，實為「復刊號」，銜接之

前的期數而冠上「總第 239 期」的數字。 

 

據宋慶齡<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記載：「一九四九年，中華人民共

和國即將誕生之時，偉大領袖毛主席曾先後為中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和《中國婦女》雜誌創刊號題詞」，<致讀者>記載：「早在一九四九年，在中

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出版婦女刊物，經過短期準備，《中國婦

女》在同年七月二十日創刊了」。其間「由於林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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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六七年停刊。一九七六年一月曾出了一期試刊」(宋慶齡<祝賀《中國婦女》

雜誌復刊>語)，至 1978 年，「經英明領袖華主席和黨中央的批准，決定在七月

正式復刊」(引宋慶齡<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語)。因而本期標為「第 1

期」，應是承接創刊於 1949 年 7 月 20 日的緣故。 

在《中國婦女》的宋慶齡「賀詞」、<致讀者>及「社論」三篇文章中，明

顯地擁護「華國鋒」，批判「四人幫」，奉行「偉大領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

理的遺志」，秉承毛澤東思想路線，反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作為。 

壹、宋慶齡<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  

宋慶齡在這篇文章中，強調「以英明領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領導我

們深入揭批『四人幫』，率領全國人民進行新的長征，要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

現代化，把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因此「在進行新的長征中，

(婦女)必將起越來越大的作用。她們需要有自己的刊物來宣傳」，認為「《中國

婦女》雜誌復刊」，「是有重要意義的」。 

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 

在我得到《中國婦女》雜誌經英明領袖華主席和黨中央的批准，決定在

七月正式復刊的喜訊時，心情萬分高興。我滿懷激情祝賀這一雜誌的復刊！ 

一九四九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之時，偉大領袖毛主席曾先後為

中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婦女》雜誌創刊號題詞，號召全國婦

女「為增加生產，為爭取民主權利而奮鬥」，「團結起來，參加生產和政治活

動，改善婦女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從那時起，《中國婦女》雜誌社一直

是在黨中央的親切關懷下，在蔡暢大姐、鄧穎超大姐和康克清大姐的領導下

進行工作的。它對宣傳黨的政策、鼓舞婦女參加三大革命運動和團結各界婦

女，起過一定的作用。由於林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一九六七年停刊。

一九七六年一月曾出了一期試刊。當時，敬愛的周總理不幸逝世，《中國婦女》

雜誌社編輯部的同志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特地趕製了周總理的遺像和鄧小

平同志致的悼詞作為插頁，以表哀思，卻被「四人幫」強令抽掉，引起群眾

的強烈義忿。 

今天，以英明領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領導我們深入揭批「四人幫」，

率領全國人民進行新的長征，要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把祖國建設成

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國婦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在進行社會主義

革命和建設的日子裡都曾出過力量，而且這份力量是偉大的，起了「半邊天」

的作用。今天，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進行新的長征



華文創刊號選粹 

 97

中，必將起越來越大的作用。她們需要有自己的刊物來宣傳、報導她們的活

動，作為她們共同學習的園地。因此，在召開中國婦女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的前夕，《中國婦女》雜誌復刊，適逢其時，是有重要意義的。 

《中國婦女》雜誌將對讀者作好宣傳報導，鼓舞婦女的幹勁，使廣大婦

女團結起來，在新的長征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繼續革命，為實現社會主義

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作出應有的貢獻！ 

 

貳、目次 

本刊的「目次」，左側分別介紹：「封面：英明領袖華主席和各族婦女在

一起」，「封二：難忘的時刻」，「封三：好標兵」，「封底：吉田會址」。 

中國婦女 1978 年第 1 期(總第 239 期)  7 月 15 日北京出版 

祝賀《中國婦女》雜誌復刊……宋慶齡  l 

儘快地提高婦女的科學文化水準(社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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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細胞奧秘的人……草明 4 

大寨婦女向科學文化進軍……孔令賢 8 

更快更好地解決人民的穿衣問題……郝建秀 10 

大慶模範後勤兵……胡禮佩、李欲曉 12 

偉人腳下的小丑……本刊評論員 15 

批判一篇反革命黑文……本刊編輯部 16 

清算「四人幫」破壞上海婦女運動的罪行……上海市婦聯 18 

神女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展望一九八五年……王國倫繪 20 

為了把五星紅旗升上去……理由 22 

致讀者……24 

壯麗的青春--毛澤建烈士光輝的一

生……秀書 25 

漫談《雛鳳淩空》的傳奇故事…… 秦牧 30 

婚事新風……丁祥榮、楊懷文、任康令 32 

婦聯通知傳山溝……湖北省遠安縣婦聯 35 

迎親圖(詩配畫)……印堂畫、沈穎配詩 35 

大辦托幼事業刻不容緩……陸秀 36 

按照黨的教育方針培養幼兒……定縣

小波河大隊育紅班教師 37 

兒歌配畫……王慶生畫 38 

我和星星打電話……張秋生 

小樹苗(兒歌)……周曉 

小青蛙愛新家……選自《兒歌》 

注意經期衛生，保護婦女健康……舒仲

玉 39 

編輯兼出版者  中國婦女雜志社  總發行處  北京市郵局 

北京燈市口四號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局 

印刷者  中國青年出版社印刷廠 零售、代銷處  全國各地郵局和新華書店 

代號：2-40    定價：每冊 0.20 元 

參、社論：<儘快地提高婦女的科學文化水準> 

「復刊號」的社論，標題為「儘快地提高婦女的科學文化水準」，強調「實

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在本世紀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是偉大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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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理的遺志，是我國人民長期以來的心願」，「提高整個

民族的科學文化水準，是一項偉大的戰略任務」，「也是全國廣大婦女的切身

事業」。一方面希望「各級婦聯組織和婦女工作幹部要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促

進派。要在黨委的領導下，大張旗鼓地向廣大婦女宣傳新時期的總任務」，一

方面讚揚「中國婦女是有志氣的，是勤勞勇敢、富有創造才能、特別能戰鬥

的」。 

儘快地提高婦女的科學文化水準 

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在本世紀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是

偉大領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理的遺志，是我國人民長期以來的心願。為了

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英明領袖華主席發出了「一定要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

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偉大號召。這個氣魄宏偉的進軍令，集中地表達了

我國人民一定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強烈願望和堅強信心，極大地振奮了全民

族的革命精神。在華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和鼓舞下，全國正興起一個勤奮學

習，向科學技術進軍的熱潮，在我們面前，展現了光明燦爛的前景。 

提高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水準，是一項偉大的戰略任務。這個任務不解

決，新時期的總任務是不可能完成的。完成這個戰略任務，人人有關，人人

有責，是億萬人民群眾的切身事業，也是全國廣大婦女的切身事業。 

建國以後，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有了很大發展。廣大勞動婦女獲得了受

教育的權利，如饑似渴地學文化，學政治。千百萬婦女摘掉了文盲帽子，小

學、中學和大學裡的女學生大大增加。在婦女中間，湧現出一批批技術革新

能手，科學種田的闖將，優秀的科學技術人員，她們在工農業等各條戰線做

出了重大的貢獻。但是，由於萬惡的「四人幫」推行愚民政策，胡說「知識

越多越反動」，「寧要沒有文化的勞動者」，瘋狂地摧殘科學文化事業，許多地

區的業餘文化教育被迫停止了，廣大婦女群眾重新被剝奪了學習的權利；女

科技人員也受到種種迫害，積極性遭到嚴重的挫傷，女青少年受害特別大。

我國婦女正在逐步提高的科學文化水平，又出現停滯不前甚至下降的現象，

在農村，這種現象尤其顯著。全國婦女對此感到非常忿慨。這種情況如果不

迅速地加以改變，是不能適應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的。占人口半數的婦女能否

掌握科學文化這個武器，直接關係到整個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關係到

新時期總任務的實現。因此，大力地、儘快地提高婦女的科學文化水平是擺

在全國婦女面前的一項極其重大和迫切的政治任務。 

這裡我們著重談談提高農村婦女科學文化水平的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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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農業上不去，整個國民經濟也將受到影響，就要拖四個現代化的後

腿。現在我國農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勞動生產率還比較低，每個農業勞動力

平均年產糧食不過兩千斤上下，美國是十多萬斤，相差幾十倍。要使一九八

五年我國糧食產量達到八千億斤，並使主要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產量在本世紀

內達到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關鍵是提高科學技術水平，需要作巨大的努力。

在農業戰線上，婦女勞力占農業勞力的半數以上，她們吃大苦、耐大勞，在

農業生產上起了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業的生產

技術、管理方法、勞動組織以及耕作制度，都將出現新的重大變革，這就向

婦女提出更高的要求，必須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知識，掌握現代化的勞動技

術，做到科學種田。如果農村的女社員沒有相當的科學文化知識，不懂得使

用電力、機器、化肥、農藥等等，不會科學種田，不懂農業生產的科學管理，

就不能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就要影響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現在男女社員

之間的文化、技術水平還存在差距。「男幹技術，女幹粗活」的現象還相當普

遍。我國南方許多地區，插秧、收稻，多半是婦女們彎著腰幹活，實在辛苦。

有的女社員說：如果能解決「三彎腰」和「一肩挑」，真要謝天謝地了。這說

明實現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擺脫笨重的體力勞動，是廣大婦女的迫切要求。

我國農村婦女要儘快學習文化，學習農業科學知識，提高科學種田和農業科

學管理的技能，才能擔負起歷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現代

化中，真正發揮「半邊天」的作用，也才能從笨重的體力勞動中解放出來，

走向婦女徹底解放的道路。 

提高婦女科學文化水平是一場革命。由於幾千年來重男輕女舊思想的影

響，特別是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有些地區和部門，缺乏全局觀點，

對於提高婦女科學文化水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還缺乏足夠的認識和積極的

措施。有的婦女對於學文化，特別是學科學技術，還存在自卑感。這些問題

要切實加以解決，婦女才能邁開大步向科學文化進軍。 

大寨黨支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三大革命一起抓，而且非常重視發動和

培養婦女。大寨婦女在黨支部的領導下，牢固地樹立了為革命種田的思想。

她們在學政治的同時，堅持學習文化和科學知識。解放前，大寨婦女目不識

丁。解放後，她們積極投入掃盲學習。現在大寨已普及了高中教育，在大寨

八十多個女勞力中，有不少女青年是高、初中畢業生。大寨的農業生產，每

年都有新套套，婦女們都會。她們掌握了科學播種、合理施肥、適當密植、

三深法、生土熟化等一整套農業技術，成了科學種田的一支具有獨立作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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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生力軍。她們向自己提出了嚴格的要求「不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識，

不能算大寨的合格社員」。現在大寨基本實現了農業機械化，提高了勞動生產

率，也大大減輕了婦女的勞動強度。同時，由於集體福利事業的逐步發展，

減輕了婦女的家務勞動，使她們更能邁開大步向農業現代化進軍。大寨黨支

部三大革命一起抓，男女一齊發動，大寨婦女努力堅持學習科學文化，並通

過實踐不斷提高，不斷前進的革命精神，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現在，一個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大辦科學文化的新形勢已經來到了。各

條戰線的婦女，要以實際行動，堅決執行華主席的號令，努力向科學文化進

軍。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樹雄心，立壯志，勤奮學習，把被「四人

幫」耽誤了的時間奪回來，儘快改變婦女文化技術落後的狀況。在提高文化

的基礎上，努力掃除「科盲」。文化低的要快馬加鞭，迎頭趕上，具有一定文

化技術基礎的要進一步提高；在科學技術上做出了成績的要勇攀高峰。在全

國浩浩蕩蕩的科學文化大軍中，婦女這支隊伍應當發揮越來越大的作用。婦

女不但自己要努力學習，還要重視對後代的培養，今天的青少年就是明天建

設現代化的骨幹。有些家長要打破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讓學齡女孩子及時

入學。 

各級婦聯組織和婦女工作幹部要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促進派。要在黨委

的領導下，大張旗鼓地向廣大婦女宣傳新時期的總任務；宣傳提高整個中華

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偉大戰略意義；宣傳婦女學習科學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組織婦女學科學文化，鼓勵和推薦婦女參加各種科研活動和培養技術骨

幹的訓練班、學習班。要配合有關方面，大力辦好托兒所、幼稚園、服務站、

公共食堂等集體福利事業，解除婦女的後顧之憂，使她們能夠集中精力參加

生產和學習。婦女幹部更要以身作則，在提高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的

同時，不斷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根據工作的需要，學習、掌握一兩門科學技

術的基本知識。這樣才能適應新的形勢，跟上黨的中心工作，帶領婦女群眾

前進。 

中國婦女是有志氣的，是勤勞勇敢、富有創造才能、特別能戰鬥的。四

十多年前，毛主席率領中國工農紅軍進行了二萬五千里長征，許多女同志和

紅軍戰士一起，不怕千辛萬苦，越過千山萬水，衝破敵人的重重包圍，取得

了震撼世界的偉大勝利。今天，在華主席的率領下，我們又開始了氣壯山河

的新長征。我們的目標明確，我們的精神振奮。我們全國婦女，和全國人民

一起，只要繼續發揚紅軍不怕遠征難的革命精神，在新的長征中，就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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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戰勝我國經濟和技術落後這個敵人。讓我們團結起來，學習、學習、再學

習，在新的持久的學習運動中，來一個競賽，以優異的成績，迎接全國婦女

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爭取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事業的偉大勝利！ 

 

肆、致讀者 

在「致讀者」明確指出「復刊」、「創刊」、「停刊」等事：「(1978 年)在歡

慶黨的生日的月份裡，在全國婦女以實際行動迎接中國婦女第四次全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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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召開的熱烈氣氛中，《中國婦女》雜誌復刊」，「一九四九年，在中國婦女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出版婦女刊物，經過短期準備，《中國婦女》在

同年七月二十日創刊」，「在林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干擾破壞

下，出刊十七年的成績被否定」。以及該刊的性質是：「《中國婦女》雜誌是由

全國婦聯領導的政治性、群眾性、綜合性的月刊」。 

致讀者 

在全國人民進行新的長征的大好形勢下，在歡慶黨的生日的月份裡，在

全國婦女以實際行動迎接中國婦女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熱烈氣氛中，

《中國婦女》雜誌復刊了！它又和久別的廣大讀者見面了！ 

早在一九四九年，在中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出版婦女刊

物，經過短期準備，《中國婦女》在同年七月二十日創刊了。偉大領袖和導師

毛主席和朱德委員民曾親筆為本刊創刊號題了詞。一九六六年文化大革命初

期，毛主席又為雜誌封面寫下了四個金光閃閃的大字「中國婦女」。這一次又

一次的親切關懷和巨大鼓舞，給我們全國各族婦女增添了無窮的力量。 

《中國婦女》雜誌是由全國婦聯領導的政治性、群眾性、綜合性的月刊。

它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結合婦女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宣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的總任務，報導廣大婦女在新的長征中作出的新

貢獻、新經驗和各條戰線的先進人物；深入揭批林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

正主義路線和對婦女運動的干擾破壞，肅清其流毒和影響，宣傳新憲法，保

護婦女兒童的合法權利，反映婦女的意見和要求， 關心婦女的切身問題，批

判男尊女卑和一切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傳統、舊風俗、舊習慣，樹立社會

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通過宣傳報導，鼓舞婦女的革命鬥志，團結、教育

廣大婦女在三大革命中充分發揮「半邊天」的作用，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的宏偉目標進軍。 

親愛的讀者，《中國婦女》的復刊來之不易。一個廣大婦女群眾喜愛的刊

物，在林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干擾破壞下，出刊十七年的成

績被否定，領導幹部受打擊、受迫害，辦公樓交出去了，圖書資料被肆意糟

踏，幾十套《中國婦女》雜誌合訂本被銷毀，停刊近十二年之久。這是林彪、

「四人幫」破壞婦女運動的又一罪證。這筆帳我們是永遠不能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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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幫」，《中國婦女》得解放。今年四月中旬，當我們聽到華主

席、黨中央批准《中國婦女》復刊，同志們百感交集、喜淚盈眶。大家滿懷

革命豪情，下定決心辦好刊物，為「半邊天」 當好革命的宣傳員。但是，怎

樣才能把刊物辦得既有戰鬥性，又有知識性，既能跟上黨的政治中心，又綜

合婦女的實際，具有婦女的特色，為全國婦女所喜聞樂見呢。火熱的戰鬥生

活，新穎的主題思想，豐富多采的表現形式，來源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編

輯部的同志必須刻苦學習，深入實際，聯繫群眾，搞好調查研究，不斷提高

自己的政治業務水平。同時，還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堅持群眾路線，貫

徹全黨辦刊，群眾辦刊的方

針。這樣，刊物就能源遠流

長、根深葉茂了。我們熱切

地期望得到各地黨委、各級

婦聯和廣大作者、讀者的大

力支持，熱情幫助。希望同

志們在百忙之中，經常向《中

國婦女》編輯部反映情況，

撰寫稿件，提出改進刊物的

寶貴意見。讓我們共同努

力，使《中國婦女》在完成

新時期總任務中，真正起到

組織、鼓舞、激勵、批判、

推動的作用。 

東風勁吹，百花齊放。

我們決心在英明領袖華主席

為首的黨中央領導下，同全

國婦女一道，高舉毛主席的

偉大旗幟，以揭批「四人幫」

為綱，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

務、為婦女的徹底解放而努

力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