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花赛”:20世纪 50年代

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高小贤

提要:本文选择 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

劳动竞赛———“银花赛” , 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动员
背后的多种因素 , 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 ,
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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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伴随

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

成为社会主流话语 ,人人皆知;妇女被最广泛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农

村还是城镇 ,都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一场伟大而

短暂的社会试验 ———人民公社的“食堂化” 、“缝纫化” 、“托儿化”等家务

劳动的社会化企图“彻底解放妇女” 。整个 50年代看起来都是在马克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 。而这一切

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妇女运动以及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 ,对今天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以往关于 20世纪 50年代的研究通常离不开一些重大的“革命叙

事” 。本文选择了一个小的侧面 ———“银花赛” ,陕西关中地区农村妇女

被动员参与到棉田管理劳动这一过程 ,来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

因素 ,呈现国家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 ,如何在推

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

本文所用的资料有三部分:档案资料 ,包括省 、县档案馆保存的 50

年代妇联的档案;图书资料 ,50年代国家及省级各大报纸 、妇联系统出

版的刊物 、书籍;口述资料 ,作者自 1993 年起先后在关中地区的西安

市 、渭南市(原渭南地区)、咸阳市等地做田野调查 ,访谈了 40 多位 60

岁以上的老年妇女 ,其中包括普通农村妇女 、当时著名的植棉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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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 、县级妇联干部及农业 、卫生系统干部 。① 此外 ,作者本人 20世纪

6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在关中农村当知青时 ,也目睹和参与了这场运

动。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植棉模范(后来到公社 、县里当

了干部),听到了很多关于她及银花赛的故事。作者也曾亲身参与 、组

织过一个务棉专业小组并被当地政府多次评为先进。

一 、“银花赛”的起因:棉花产量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趋力

　　“银花赛”是陕西省妇联在关中一带产棉区发动农村妇女参与棉田

管理 、夺取棉花丰产的劳动竞赛。它始于 1956年 ,50年代末-60年代

中期形成高峰 ,文革后的 70年代再度兴起 ,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初 。

1956年 4月 ,陕西省妇联在渭南县主持召开了“陕西妇女棉田管理经

验交流大会” ,正式拉开了这场劳动竞赛的序幕。

这次会议是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召开的。尽管从 1943年延安时

期起妇联的工作方针即被确定为“以生产为中心” ,但在这次会议之前 ,

陕西省妇联还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 、实质性地介入到农业生产之中 。

省妇联主任在大会的讲话中检讨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

差 ,从现在起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工作作风 ,从思想上把这项工作重视领

导起来”(海涛 ,1956)。不仅是这次大会 ,以后在银花赛的各个重要环

节 ,都有陕西省委的批示或支持 ,正是因为有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 ,银花赛才搞得轰轰烈烈 ,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58 年

作者还是小学三年级学生时 ,就知道张秋香 ,并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

张秋香而兴奋不已。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 ,省委和政府要指示妇联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

以棉花丰产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呢 ?这里 ,需要对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

政策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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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6年至 2000年 ,作者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贺
萧(Gai l Heshart)合作在陕西农村进行“ 20世纪 50年代农村妇女口述史”田野调查 , 本文

部分资料采用了该课题访谈数据。



(一)经济的驱力:国家 、农民都对棉花发生了兴趣

建国初期 ,特殊的世界政治大环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不能走

吸引外资的道路 ,只能靠自己的积累 、特别是靠农业的积累;而随着战

后经济的复苏 ,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在增长 ,这两个方面都刺激

了对棉花的需求量的增加 。尽管解放后棉花连续丰收 , 1951年产量超

过战前最高水平 ,如以战前产量最高的 1936 年为 100 ,则 1951 年为

123 ,1952年为 152 ,1953年为 139。棉花的大量增产使棉纱和棉布生产

也有很大的发展 ,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的机织棉布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 ,

1950年为 11.99市尺 ,1953年已经增加到 23.08市尺。同上年比较 ,各

年的市场棉布供应量增长比例是:1951年 33.47%, 1952 年 17.18%,

1953年 47.8%(薄一波 ,1991:272-273)。棉花产量的增长远不能适应

社会对棉花棉布需求的增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限

制棉布的供应 ,1954年 7月 13日 ,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改变棉花购销

制度的建议 ,9月9日 ,政务院第 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 ,即统购统

销(薄一波 ,1991:273);二是增加棉花产量 ,1955年国家制定的《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在 12年内 ,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

1995年的 35 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 ,分别增加到 40 斤 、60

斤 、80斤和 100斤 。”

关中地区历史上就是全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 ,棉花品质较好 ,但产

量一直很低 ,1949年平均亩产只有 26斤 。1956年是实施《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草案)》的第一年 ,国家给陕西省的棉花生产任务是:棉花种植

面积扩大 50万亩 ,达到 471万亩 ,总产皮棉 283万担 ,亩产皮棉平均要

达到 60斤 ,比 1955年提高 50%以上 ,同时 ,要在泾阳 、渭南等 11 个县

培植 66.5万亩棉花大面积丰产田 ,亩产籽棉要达到 350-400斤 。① 这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陕西省政府提出开展棉花增产

运动 ,在全省范围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扩大棉花生产的计划正好也和合作化以后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相

吻合 。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的进入 ,中国买办工业的形成 ,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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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农业厅厅长谢怀德在“陕西省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上的讲话 ,见谢怀德 ,

1956。



运动以后官僚资本的形成 ,以及城市中以轻纺 、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的

兴起 ,促使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 ,农产品商品率增加 。比如国际

需求刺激了茶 、丝 、棉 、糖 、花生和大豆几种经济作物的种植 ,到 20世纪

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 ,如苏 、鄂 、

鲁 、冀 、豫 、陕 、浙为主要棉产区(黄宗智 ,1986:124)。棉花成为关中棉区

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因为棉花的价格高于粮食作物 ,当地农民中

流传着“要发家 、种棉花”的民谣(陕西省农业厅档案 ,1952:194-198)。

新中国成立之后 ,棉花因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而受到政府

的重视。“棉花不仅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 ,而且也是国防工业和化学

工业必需的物资之一 。比如制造飞机 、汽车的轮胎 、绝缘材料以及人造

丝等 ,都需要棉花……因此 ,大力增产棉花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重

大事情 ,也是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项重大任务”(谢怀德 , 1956)。

建国初期 ,政府为刺激棉花生产制定了粮 、棉比价 。1950-1955年的粮

棉比价在 6.8-8.5之间波动 ,即 0.5公斤棉花折合小麦 3.4-4.25 公

斤 ,均高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下的粮棉比价的应有值 1∶6.5 ,促进了棉花

生产 。1956年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不再公布粮棉比价 ,但粮棉比价一直

对棉花生产起着重要影响。以 1956年陕西为例 ,每 50公斤小麦的平

均价格为 10.05元 ,而50公斤的标准级棉花的收购价格为 78.35元 ,粮

棉比价为 1∶7.8(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 1990:106),棉花的价格优

势显而易见。因为种棉花比种粮食合算 ,这是当时政府号召种棉花 、农

民也愿意种棉花背后的经济趋力。

棉花有多种用途 ,正如农业干部常说的“浑身都是宝” :棉籽可以榨

油 ,油渣是上等的肥料 ,棉杆可以当柴烧等。关中地区菜籽产量不高 ,

群众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 ,烧的柴火也主要靠棉秆 ,这也是农民愿意

种棉花的原因。

(二)棉花丰产需要推广新技术 ,而新技术推广需要投放大量的劳动力

关中一带解放前棉花种植管理上相对粗放 ,每亩留苗仅 2000-

3000株 ,很多地方实行带铃壳摘花 ,即棉桃没有畅开之前带铃壳摘回 ,

待晒开后再慢慢收花 。要想在短时间里完成单位面积产量翻一番的任

务 ,就必须改变这些粗放的经营方式 ,学习 、推广新技术。因此 ,1956

年的棉花增产运动 ,省委提出的口号是:“扩大棉田面积 ,改进植棉技

术 ,提高棉花产量”(唐洪澄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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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是一项技术要求较强 、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经济作物 ,一方

面要为棉花生长培育良好的环境 ,通过中耕 、施肥 、灌溉等 ,供给棉花生

长必需的水分和养料 ,通常需要除草6-7次 ,灌溉 6-7次 ,追肥 3次;

另一方面是要控制棉花的生长 ,如整枝 、打卡等 ,使棉花植株按照人的

要求生长结桃 ,避免棉花疯长 、耗费养料 ,而仅棉花整枝就有 4项工作:

捋裤腿 、打赘芽 、打群尖 、打顶枝。棉花出苗后 ,生长中的每一个过程中

都要有人照料 ,是相当耗费劳动力的 。新的棉田管理技术推广更要求

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例如 ,仅从密植一项来看 ,水地每亩要求留苗

6000-7000株 ,比以前翻了一番 ,这意味着田间管理的劳动量也需要增

加一倍 ,如果再加上棉田面积扩大 ,田间管理要求增高等其他新技术的

推广 ,完成 1956年棉花增产任务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必须大量地投放

劳动力”(唐洪澄 ,1956)。

(三)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受到政府的重视

从哪里动员这样多的劳动力呢 ?政府将目光移到了妇女。关中一

带农村妇女解放前多数不参加田间劳动 ,她们主要是在家里从事纺线 、

织布等家庭副业 ———这在当时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解

放后 ,在妇女解放 、劳动光荣等意识形态的宣传动员下 ,特别是互助合

作 、农业社建立以后 ,劳动工分逐渐成为内部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妇

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人数多起来 。但从一些农业社的统计来看 ,直至

1955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仍不普遍 ,当时妇女全年参加田间劳动的

时间只有 30-50个劳动日 ,而 1956年 ,目标是提高到 140个① ,由此政

府认为“妇女劳动力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

1956年春季雨水较好 ,棉田播种面积扩大的任务基本完成 ,棉花

出苗状况良好 ,播种之后 ,能否丰产就要看棉田管理了 。为动员妇女大

规模参加棉田管理 ,包揽新技术推广后棉田管理的大部分活路 ,棉田管

理被当作是一项“适合妇女特点的”劳动得到各级政府和妇联的强调和

宣传 。这也是陕西省委指示省妇联召开“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

157

论 文 “银花赛” :20世纪 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①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开始 ,

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

……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 ,在七年内 ,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要求做到
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

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 。



的初衷和背景。

会议历时 5天 ,盛况空前 ,来自关中 11个县的农业社主任 、生产队

长 、植棉小组长和组织领导棉田管理的妇女干部近 700人参加 。大会

有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动员 。省委 、省妇联的领导高度强调了棉

花生产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 ,以及棉田管理是

如何“适应妇女特点的” ;二是学习棉田管理技术。农业厅厅长谢怀德

的近 7000字的讲话稿通篇都是关于棉花种植技术的 ,从选种讲到拾

花 ,包括棉花生长的全过程 ,是一个完整的棉花种植技术讲座;三是以

张秋香为代表的植棉模范的经验介绍 ,主要是植棉的具体技术 ,也包括

一部分为推广新技术与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内容。到会的 674名妇女代

表向省委递了保证书:“争取把间苗 、定苗 、浇水 、除草 、整枝 、打卡 、防虫

和拾花等工作大部分由妇女包下来……让植棉区的每个妇女全年至少

做到 140个工作日 ,我们还要开展社与队 、队与队 、组与组 、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劳动竞赛 ,看谁把棉花务的好 ,看谁把棉花收得多”(参见陕西省

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6)。《陕西日报》并就此发表了《积极支持和帮助

妇女学习植棉技术》的社论(陕西日报 ,1956)。

之后 ,组织妇女学习棉田管理技术 ,发动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竞赛便

成为各级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1958年 4月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

“推广张秋香植棉经验”的指示 ,省妇联提出“学秋香 、赶秋香”的竞赛口

号。1959年4月 ,关中地区“秋香田”进军大会在渭南召开 ,来自关中

19个县的 485名秋香田的妇女组长参加了会议 , 7月 15-18日 ,农林

厅 、省妇联召开关中地区的棉花保蕾保桃现场会 ,参加会议的有县长 、

农村工作部 、农林水牧局和妇联的负责人。

向张秋香学习的劳动竞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8年有 17665

个植棉组参加了竞赛活动 ,全省棉花平均亩产 56斤 ,创历史最高纪录 。

1959年在“鼓足干劲 、再赶秋香”的口号下 ,百万妇女搞起 100.24 万多

亩棉花丰产田。这一年全省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大旱 ,但全省棉花的单

位面积产量仍接近 1958年的水平 ,平均亩产 50斤 ,其中亩产皮棉百斤

以上的就有103万亩 ,占棉田总面积的23%,这都是妇女务棉专业组的

功劳(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 2001:174)。

在劳动竞赛中 ,涌现出不少妇女劳动模范 ,其中以渭南地区的张秋

香 、山秀珍 、曹竹香 、薛俊秀 、高贞贤五位影响最大 ,受当时一部很有影

响的电影《五朵金花》的启示 ,被妇联誉为“五朵银花” 。1962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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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陕西日报》刊登《五朵银花喜迎三八》文章 ,介绍这五位妇女植棉能

手的事迹 ,“银花赛”也因此得名 ,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二 、张秋香的经验是什么 ?

　　这场历时 20年的劳动竞赛自始至终与几位妇女植棉能手的名字

相联系 ,其中影响最大 、时间最长的要数张秋香。张秋香作为一面学习

的旗帜飘扬了 20余年。那么 ,什么是张秋香的经验呢 ? 换句话说 ,在

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中 ,要让广大农村妇女向张秋香学习什么?

不同时期的张秋香事迹和经验材料中有不同的重点 ,妇联干部和

农业干部也有不同的说法 ,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张秋香是渭南县八里店农业社副主任 , 1955年响应政府号召带领

6名妇女搞起棉花丰产田 ,第一次开始学习种棉花 ,当年就获得亩产籽

棉1225斤的历史最高纪录 。张秋香解放前不曾种过棉花 ,她的种棉花

技术和经验又是从何而来 ?

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在访谈中都提到农技干部在植棉技术上给她

们的指导和帮助 。从妇联干部的访谈中也了解到 ,当时这些劳模所在

的农业社都有政府派去的干部———包括农业技术干部 ———长期驻守 。

这些技术干部除来自地方农技部门外 ,还有省上的 、农业大学的 ,甚至

中央部门的 ,山秀珍特别提到她借去北京开会之机还专门去感谢在她

们村住过队的农技干部呢 。

张秋香出名以后 ,她的经验材料特别是 1958年推广的材料中 ,几

乎都是关于棉田管理知识的介绍 ,写得非常专业 ,很难使人相信是出自

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 。既然这些关于棉花管理的技术都是农业技

术干部传授的 ,为什么不直接由他们来做新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呢 ?

这里需要对政府的劳动模范运动有所介绍。劳模运动产生于延安

大生产时期 ,毛泽东曾将劳模的作用概括为“桥梁 、骨干与带头作用” ,

陈云在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上说:“英雄所以可贵 ,就在于他

能联系群众 ,把领导机关的意见和指示 ,通过群众的经验 ,变成广大群

众的意见 ,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转引自陕西省农业厅档案 ,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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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模范的作用 ,山秀珍在访谈中也说道:“大田的棉花组也多 ,妇

女都组织起来了 ,几个人一组 。我这个组就是总结出经验 ,叫其他的组

长都来学 ,在大田推广。”

张秋香等劳动模范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 ,掌握了新的棉田管

理技术 ,并且在实践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创造性地发挥 ,并融入了自

己的经验 ,被誉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科学的 、先进技术与农民经验相

结合的植棉经验”(《人民日报》 , 1958年 6月 29日)。这些经验对广大

农民来讲 ,是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来的 ,因而推广起来阻力小 、见效快 。

1958年有 4000多名“秋香田”的组长 、12万男女社员先后参观秋香丰

产田。1959年召开的张秋香务棉经验现场会 ,参加群众约 17万人次

(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1:173)。如此规模的学习参观活动 ,无

疑对新技术的推广 、棉花产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银花赛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劳动模范的经验和示范作用不断推广 、

学习新技术的过程。这些劳模和劳模的经验是建构起来的 ,各级政府

和妇联干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从(19)55 年开始 , (省妇联)陆续有人在那里(注:指张秋香

处)下乡。我是(19)59 年在张秋香那里蹲点 ,和另两个同志在张

秋香那里住 ,还有两人住在薛俊秀那里……那个时候的张秋香连

话也说不了 ,把她的经验总结不到一块 ,是咱妇联的同志一起到她

那儿 ,帮她总结 、整理的……我们和她们一块参加劳动 ,参加棉花

生产的整个过程 ,另一方面帮她回复各地给她的来信 ,那时全国各

地给张秋香的来信特别多 ,每天都几十封 ,有的是要棉花种子的 ,

有的是要务棉花经验的 ,我们就帮助她回信答复……张秋香既不

识字 ,又不会说话 ,不会总结自己经验 ,问她务棉花的经验 ,她说就

是喔种好 ,按时锄好 ,打卡好就对了 ,硬是咱们妇联同志从她的那

些话中掏出来 ,提炼出来。(WL 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 、宁焕

霞 ,1996)

还有 ,棉田管理的新技术推广选择妇女为带头人 ,可能还因为妇女

以前较少参与棉田管理 ,没有旧框框和经验的限制。在劳模初期的事

迹介绍中很多都谈到如何与村上的保守势力作斗争 ,说明当时新技术

推广在农村还是遇到阻力的 ,阻力主要来自村上一些年龄大 、以前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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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经验的男性农民。妇女从来没有种过棉花 ,初参加生产充满“被解

放”的热情 ,是合适的推广新技术的带头人。

五朵银花之一的高贞贤回忆道:

　　那时我把眼角都熬煎烂了 ,人家棉花的疙瘩咋不落呢 ? 咱的

棉花长的这么大 ,可疙瘩一个劲落呢。人家说要给棉花点白糖 ,我

就买了几十斤白糖 ,可怜的热的 ,给棉花一个一个的上 ,人家说是

给棉花授粉呢 ,可点上糖还是落呢 。那时在这儿住的是县棉花站

一个姓魏的 。那年棉花出的好 ,长的美的很 ,下一夜霜 ,第二天都

给蔫了 ,把我急的 ,这可咋办呢 ?到家给娃把奶一吃 ,骑上车就往

县里跑 ,把魏主任寻着 ,把他叫到我那地里 ,他一看说是棉花让霜

给杀了 ,要打药呢 ,为这我还跑到张秋香老师那儿 ,说是要打波儿

多液(一种农药名)呢 。后来结的棉花疙瘩这么大 ,1亩地产了 301

斤。从那以后产量就上去了 ,群众也放心了 ,张贞芳(务棉组的成

员)他大(爹)跟她四十天没说话 ,这回才说了:“还是高贞贤口外棉

花能行” 。(高贞贤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 、贺萧 ,1997)

(二)妇女务棉专业组:一种联产承包制的劳动组织形式

与每个劳动模范名字相联系的 ,还有她们背后的一个集体 ———植

棉小组 ,如张秋香植棉小组 、张桂芳 9女务棉小组等等 。20年中 ,劳动

模范的名字在更换 ,可务棉组的形式却始终没有变化 ,一直存在着。在

棉田管理中如此高的组织化程度 ,除 1958年的大炼钢铁外 ,在其他类

型的作物管理和劳动竞赛中 ,特别是男性在其中占多数的行业 ,包括兴

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中都不曾见到。

为什么要通过小组的形式将妇女组织起来管理棉田呢 ?

1.便于学习新技术

1996年我和美国学者贺萧在渭南市做田野调查时 ,召开了 20世纪

50年代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 ,她们回忆道:

　　为了完成当时的生产任务所采取的措施 ,一个是以生产队为

单位 ,将分散的妇女劳力组织起来 ,编成棉花作务小组 ,选出组长 ,

组长的任务就是安排活路 ,带领妇女参加农田管理 ,组织妇女学习

科学技术 ,那时农技部门发的务棉材料多的很 ,妇联的一个任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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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合农技部门组织妇女学习技术 ,再就是推广先进经验。

2.推行承包制 ,加强劳动的责任心

当年一位农林局的负责干部解释道:

　　张秋香经验有它的特殊条件 ,产量高的原因 ,一是接受新技

术 ,采取合理密植等一系列的新技术;二是发挥了妇女作务组的作

用。锄草 、间苗 、打枝等都采取小组承包 ,责任心强。这一套组织

作用很大 ,如果大兵团作战 ,新技术不容易推广 ,也发挥不了作用 。

务棉小组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 ,加强了责任感。务棉小组在当时 ,

除过没有包产外 ,其他都承包了 ,专业组又将棉花分成行 ,责任到

人 ,在作务(陕西方言 ,指与棉花生长有关的劳作 ,下同)上是责任

到人了 。张秋香的经验主要是专业组 ,将政治教育和加强责任心

结合起来 ,调动了积极性 ,有了这个前提 ,才能有技术推广 。(GYS

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 ,2003)

张秋香务棉小组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做法 ,在 1958年省农业厅编辑

出版的《九员女将务棉立奇功》一书中也得到印证:“为了保证作务质

量 ,采取了`分户包块 、以人保行' 的办法 ,进行彻底包干负责到底”(第

2页),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材料选编》

一书中关于张秋香先进事迹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 50年代末期 ,张秋香就创造性地在作务组里暗暗推行了

联产计酬责任制 。具体的办法是:按人分行 ,插牌标记 ,责任到人 ,

一包到底 ,按产记工 ,多劳多得 。后来这种办法还不断完善 ,一直

沿用了几年时间 ,而且成为夺取棉花高产的法宝之一。(1994:

485)

那么 ,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张秋香个人的创造 ,还是按照政府或某

个干部的授意去实践或推行的呢 ?张秋香已经不在 ,很难考证 。但从

下面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海涛在 1956年召开的“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

会”的一段讲话中可以看出 ,当时政府在棉田管理中是大力推广承包形

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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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做好广大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的承包工作 ,这是发动妇女

力量的主要关键 。如何进行承包呢 ?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建议农

业社领导上 ,把男女劳力精确统一计算 ,统一规划 ,就是所有的活

路 ,按男女劳力的技术高低 、体力强弱和耕作难易等情况进行站

队 ,男女分工……全部棉田管理工作以组为单位 ,固定包给妇女 ,

以加强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 ,保证质量 ,便于检查 ,还要做

好验收工作和奖惩工作。(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 ,1956:21)

3.加强对妇女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理

　　当时有的妇女怕下苦 ,不愿下地劳动 ,有的就拿娃娃有病作借

口 ,有人就编了顺口溜 ,娃娃是把伞 ,又挡日头又遮拦。我们主要

靠妇女组长去做思想工作 ,那时培养的妇女组长多的很 ,我们下去

工作也好抓 。

在棉花的采拾阶段 ,防止棉花流入自由市场 ,教育妇女向国家

多交花 ,交好花 ,不准偷偷摸摸 。我们在大荔县抓了一个村 ,一天

交了 1000多斤 ,效果很好 。县委在全县推广 ,那一天交了几十万

斤吧 ,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这说明在棉花开花时节 ,棉花的流失

量很大 ,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

谈会”录音整理 ,高小贤 、贺萧 ,1996)

由此看来 ,务棉小组既是学习推广新技术的载体 ,又是加强劳动管

理和思想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 。

我一直在寻找它作为“妇女组织”的痕迹和意义 ,但始终没有找到 。

尽管它是由清一色的妇女组成 ,但却很少涉及与妇女权益 、妇女发展有

关的话题 ,初期还有一些同工同酬的讨论 ,以后除了棉花丰产这个目标

和话题外 ,几乎不涉及其他。

三 、种棉花如何由男人的活路变成了妇女的活路

(一)促使妇女参与棉田劳动的因素

163

论 文 “银花赛” :20世纪 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关中地区种棉花的历史悠久 ,解放前主要是男人的活路 ,妇女参与

的很少:

　　旧社会关起门来妇女谁家都不能去 。回娘家时这个门出(注:

指婆家),那个门进(注:指娘家),一满子不出门。只要出门就得穿

上裙子 ,不穿裙子村上人就笑话认为是“精沟子”(注:指光屁股)。

那时家里有雇工的 ,妇女都不去地里做活 ,家里没有雇工的 ,到收

花时妇女也要去地里 ,把桃子 回来 ,放在院子晒开一点剥一点 。

去时要穿上裙子 ,到了地里把裙子脱掉 ,回来时再穿上 。那时棉花

种得不多 ,也不打尖 ,不脱裤腿 ,光打顶 ,产量不高。(YZX访谈资

料。访谈者:高小贤 ,2003)

妇女参加棉田管理开始于 1953年 ,到 1956年时已经成为普遍现

象。有两个因素促使着这一变化的开始:

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动员。20世纪 50年代的一个特点是政府

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 “劳动光荣” 、“走出

家庭” 、“妇女解放”等成为 50年代的社会主流话语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

成功地渗入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积累了许多

丰富的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 ,解放初期在发动和动员妇女中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 ,如培养积极分子 、表彰劳动模范等 ,发挥她们的组织带头作

用 ,逐渐团结 、吸引妇女参加农田劳动。

为了调动妇女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无论是妇联还是政府都比较关

注同工同酬问题 ,棉田管理中基本实行的是定额制 ,与男人做同样的活

可以挣到同样的工分 ,做得好的工分还可以挣得比男人高。张秋香 、曹

竹香当时的经验材料中也都提到如何为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省妇联

干部回忆曹竹香当时的情况说:

　　她领导的男女一起下地 ,结果给男的记的工分多 ,给妇女记的

少 ,她不同意 ,说要同工同酬 ,那些男委员就说 ,给你一个同工同酬

了 ,还把你喔些(注:陕西方言 ,指“那些”)婆娘们都同工同酬 ,哪一

个能比上你 ?而哪些妇女呢又说:你这阵子当了领导了 ,可把我们

给忘了。把曹竹香夹在中间 ,说不清的难处 ,回家就哭 ,这些我们

和地委农工部作了研究 ,地委办公室和农工部还专门发表了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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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咱们(指省妇联)对这的总结发了通报 ,支持了咱们。(WL 访谈

资料 。访谈人:贺萧 、宁焕霞 ,1996)

但即使这样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作为新事物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

传统习惯势力的抵触 、棉田管理的辛苦 、与家务劳动的冲突等 ,到 1956

年时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无论从人数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有限的(陕西省

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 ,1956:8)。

二是分配制度的变革 ,这个影响因素是刚性的。互助组 、初级社

时 ,劳动工分在分配中作用逐渐增大 ,到高级社后土地归集体所有 ,完

全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 ,不仅是钱 ,包括粮食也是按劳动工分分配。这

样的分配制度使得一个家庭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家

庭劳动力的多少和工分挣的多少 。这时 ,不管妇女是否情愿去农田劳

动 ,也不管家庭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做饭 、带孩子等一系列的家务劳动

问题 ,为了有粮吃 、有钱花 ,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妇女别无选择地参加

到农田劳动中去“挣工分” 。在产棉区 ,妇女由选种 、间苗 、定苗开始 ,逐

步扩大到棉花的田间管理中 ,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活路 。关于参加棉田

管理劳动对妇女的影响 ,农业干部如此说:

　　当时关中有些地方是人多地少 ,农业社有些人没有活干 。组

织妇女务棉花 ,使得妇女参加劳动合法化 。当时凭工分吃饭 ,靠的

是农业社。妇女有活干 ,多劳多得 ,就如现在的劳动就业一样 ,有

活干就有了工分 。(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 ,2003)

(二)男性是如何退出的?

在1956年以前 ,妇女尽管进入了棉田管理 ,但男性并没有完全退

出 ,当时政府的提法还是“发动男女棉农 ,学习与推广当地的外地的适

合自己农业社具体情况的可行的棉花增产先进经验”(唐洪澄 , 1956)。

但也就是从 1956年开始 ,男性急速地退出了棉田管理 ,到 1958年时已

基本完成了这个转变 。

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男性的阻抗 , 1956 年《陕西日报》的社论《积

极支持和帮助妇女学习植棉技术》中指出:

　　农业社的男社员 、特别是高级社的男社员 ,担心女社员担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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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作务中的大部分活路 ,挣得了劳动日 ,会影响他们的收入 ,对

妇女参加棉花作务表示冷淡 ,甚至责难和拒绝 。这种情况 ,各地都

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必须认真解决 。

如何说服男性退出呢 ? 《西北妇女画报》 ——— 一份面向西北农村 、

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登载的标题为《拾棉花》的连环画生动地表现了

这个过程 。故事讲的是一个丈夫不服气妻子因摘棉花挣的工分比自己

高 ,也跑到地里去拾棉花 。结果呢 ,因为拾棉花整晌地弯着腰 ,他吃不

下这份苦 ,也拾不过妇女 ,就半途走了 ,从此对妇女挣高工分服气了(杨

友仁 ,1955)。

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出男性当时不情愿退出棉花作务的心态。关

中是一个粮棉产区 ,人多地少 ,棉花作务比小麦要费工得多 ,退出棉花

作务 ,等于退出农田活路的一大半 ,男性担心他们失去挣工分的机会 ,

特别是不愿意妇女比他们挣的工分多。

同时 ,这个故事也建构了“妇女更适合棉花作务”的一套话语:棉花

地里的活费时费工 ,腿蹲腰弯很辛苦的 ,男人用不着和妇女争;妇女心

细 、手快 ,更适合棉田劳动 。这套话语遍及当时的报刊文章及领导人的

讲话之中 。

仅有这套话语是不够的 。为了安抚男性 ,政府当时的策略是鼓励

男性劳动力向副业生产转移:

　　女社员参加棉花作务 ,不光不会减少男社员的收入 ,相反地由

于她们投入劳动 ,使农业社有力量开展多种经营 ,增加收入……发

动妇女参加棉花作务 ,就可以腾出男劳力投入其他的活路 ,发挥男

女劳力的特长。(《陕西日报》 ,1956)

多种经营 、副业生产相对农田里的活要显得“技术一些” ,因而在工

分上就可以高一些。男性“体面地”从棉田管理中逐步退了出来 。到了

1958年公社化时期 ,男劳力大量地被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 ,棉花

的作务就完全交由妇女承担 ,男人只剩下种棉花和拔棉秆这两样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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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银花赛:妇女解放的神话 ?

　　20世纪 50年代的这场劳动竞赛 ,在调动妇女参与棉田管理 、夺取

棉花产量丰收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妇女发动的广泛和社会影响上

来看也是空前的:竞赛中一批妇女获得了国家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等

极高的社会声誉 ,一些人还被选拔为国家正式干部进了县 、地级领导班

子。这些成就成为 50年代妇女解放的标志被颂扬。

如何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呢? 用社会

性别分析的方法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劳动分工和报酬

种棉花原先是男人的活路 ,没有人说过男人不适合种棉花。20世

纪50年代初期的植棉劳动模范几乎都是男性 ,如当时最著名的植棉能

手是韩城县的柴明选 ,1950年他的 9亩棉花亩产 106.7斤 ,1951年亩产

112.3斤 ,先后出席陕西省 、西北局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 1952 年中

央农业部授予他西北植棉能手称号(卫玉文 、杜志让 ,1994)。

银花赛期间为了动员妇女参加棉田管理 ,还建构了一套“妇女适合

种棉花”的话语 。所谓适合 ,其实不是男人干不了 ,而是随着新技术的

推广使用 ,棉田管理的活路越来越繁琐 、细致:

　　棉花是无限花絮作物 ,在下霜之前一直生长 ,容易长荒 ,要打

芽整枝抑制生长 ,工序很多 ,打芽子 、打顶 、除草 、防虫……稍微务

不好就荒了 ,芽一出来就要掰 ,不掰不结果 。工序主要靠手工 ,男

的不合适 ,因为要弯腰 ,蹲在地里 ,妇女适合。(GYS 访谈资料 。访

谈人:高小贤 ,2003)

这些活路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整天“弯腰蹲地” ,做起来不需要大的

力气但却“把做人”(陕西方言 ,意思是让人难受 ,极不舒服),不是这些

活路妇女适合干 ,而是男人不喜欢干。20世纪 80年代家庭联产责任

制后 ,渭南棉区的男人又开始在棉田干活了 。其实男人一直没有完全

退出棉田管理 ,作者 60年代末-70年代初插队的地方 ,男人也参加棉

田管理 ,拔苗 、定苗 、锄地等。不过那个时候 ,记工分已经不是“同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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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而是按承包的棉花行行计算了 ,成了同工不同酬 ,尽管男人和女人

一晌干同样多的活 ,但工分却变成了男 10分 、女 7分。

最初在动员妇女时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 ,随着整个棉田管理的

活路都交给妇女之后消失了。因为不存在男女“同工”的问题 ,因此也

就没有了“同酬”的斗争 ,妇女的工分也随之降了下来 。男性从事的副

业生产 、兴修水利 、大炼钢铁等活路继续维持着高工分 。整个 50 年代

在“男女平等” 、“妇女解放”的旗号下 ,妇女被动员走出家门 ,大规模地

参加了棉田生产管理 ,在棉花丰产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男女两性

在劳动分工和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妇女在“走出家庭” 、

“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并没有得到原先许诺的“解放”和“平等” 。

(二)家务劳动

20世纪 50年代妇女从家庭走出 ,承担起了农业劳动的大部分活

路 ,可是社会和男人却没有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当时的妇女解放

理论 ,只看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 ,忽视了妇女在家务劳动中的贡

献。农村妇女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日子过得更

辛苦了:

　　妇女白天干地里活 ,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 ,推磨 、喂面 、做鞋 、

管娃。黑了还要纺花搭布(织布),一家人穿的 、用的都靠织呢 ,经常

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 ,分不下粮时 ,你要生

活嘛。妇女可怜得太。(YZX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 ,2003)

一位著名劳动模范回忆道:

　　你看我那时吃苦大不大 ,晚上回去坐在炕头上纺线车上纺线 。

白天忙了一整天 ,黑里回来还要做家务活 ,我还是以往正常的表现

(指一个妇女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家务劳动),不能说共产党把我解

放了 ,我高高在上。(LGL访谈资料 。访谈人:贺萧 、宁焕霞 ,1996)

这些劳动模范在意识上也认为家务劳动是她们的责任 ,因此连上

北京开会都还带着针线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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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健康

健康 ———无论从妇女权利 、妇女地位还是妇女生活质量来看 ,都是

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健康的含义也不仅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 ,而包括

身体 、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

从今天所看到的银花赛的文本中 ,只见“棉花适合妇女特点”之类

的说教 ,没有看到有关妇女健康和劳动保护的提醒及规定 ,也没有见到

任何关于妇女使用农药的注意事项等有关健康教育的材料。结果呢 ,

轰轰烈烈的“银花赛”中出现了很多损害妇女健康的事例 ,如农药中毒 、

闭经病 、子宫脱垂等。例如 ,一个全省著名的务棉小组防虫时 ,把六六

六粉倒到袜子筒里 ,用绳子一扎 ,用棍子打 ,就这样毫无防范地给棉花

撒药 。一位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回忆道:

　　(19)59年那年种棉花 , 6亩 8分棉花地。(阴历)六月二十七

正热 ,我生了娃 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 ,我娃就叫“花花” 。过

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 ,蹲在那 ,结果弄的脱肛。我说这咋办

呀? 把那(指肛门)可推上去。那就是月子里落的病 ,挣的 ,在地里

硬捂 、硬挣 。(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 、宁焕霞 ,1996)

省卫生厅负责妇幼卫生的干部回忆当时妇女患子宫脱垂情况

时说:

　　(19)58年大跃进 ,人人要到地里劳动 ,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

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 。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 ,走路吧 ,

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

对别人说 ,拉个带子吊起来 ,挂在背上 、脖子上 ,或腰带上。最严重

的 ,我们发现 ,因为子宫脱出来 ,经常是臭乎乎的 ,有的被猫咬了 ,

在被子里 ,被老鼠咬了……当时省卫生厅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

治子宫脱垂 ,主要是用子宫托 ,那时我记得我在上海订了一万多个

子宫托 ,发下去……子宫脱垂是营养跟不上 ,营养不良 ,产后又不

能很好地休息 ,比如务棉花 ,是蹲到那里 ,这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恢

复。我们查到全省有子宫脱垂的妇女 5万多 。(YRZ 访谈资料 。

访谈人:高小贤 、郭慧敏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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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健康状况 ,使广大农村妇女自然无法和“解放”相联系 。

(四)劳动模范———妇女解放的典范 ?

银花赛中最耀眼的要数五朵银花了 。这 5位妇女解放前都属于贫

苦人家:张秋香是从外乡逃荒讨饭到渭南的;曹竹香年轻守寡 ,独自带

着孩子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薛俊秀是人家的小老婆;山秀珍也是逃荒到

潼关的 。这些人因家庭生活所迫 ,解放前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 。解

放后 ,政府 、妇联发现了她们 ,把她们培养成劳动模范。

　　曹竹香年轻轻就守寡 ,受封建残余的约束 ,她不能改嫁 ,因为

她有个儿子 ,她就得守这个家 ,从二十几岁就把青春贡献给这个家

了 ,曹竹香很能干 ,家里活 ,地里活都能干 ,她能担担子 ,能推车子 ,

能犁地 ,能吆牲口 ,犁耧耙磨扬场全把式 。曹竹香能干的很 ,也就

在村子有威信 ,这威信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威信 ,而是封建残余给她

的威信 ,说这女人能干 ,本分 ,能吃苦 ,我们(省妇联)就在这基础上

给她摊新的威信 ,不光让她参加生产 ,还要让她参加政治活动 ,她

不光领导她的小家 ,而且能领导大家。(WL 访谈资料。访谈人:

贺萧 、宁焕霞 ,1996)

妇女劳模在解放前后在参加农田劳动这点上来说是没有变化的 ,

不同的是政府赋予它新的政治意义:“妇女解放” 、“劳动光荣” 、“为国家

作贡献” ,等等 ,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待遇 。在其他方面 ,

特别是从性别平等 、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 ,她们传达出的信息是混乱

的:她们为妇女的同工同酬与男性领导争论过 ,同时认为做好家务劳动

是妇女的本分天职;她们说服婆婆让年轻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 ,

同时也在劝说挨丈夫打的妇女不要离婚;她们宣传婚姻自由 ,却坚守着

自己的不幸婚姻不愿意改变;她们一辈子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到老

来却一度生活凄凉 ,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生活 。

她们的经历和故事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20世纪 50年代这场以

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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