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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身体的记忆: 清末民初女子体育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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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民初，女性的身体被一场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抬进了历史的前台。以国

族利益为名，对“女子”的身体进行了改造，以致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勃兴。通过选取这个独具

身体社会学意涵的历史切片，对女性通过接受体育教育、自觉萌发身体意识，以及国家通过建立

对新的身体规训制度重塑“新女性”的转折期进行纵深考量。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

辑分析法，得到以下结论: 教会女子学校和国人自办学校是女子体育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阵

地，国家通过制度设计、教科书编撰和师资培养予以制度保障。大多数女子们的身体由身困家

中到身为国有、身为国用，渐入身心分离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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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一个生物性、社会性、文化性合一的自

然实体。在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女性“个

体”对自“身”的归属无权置喙。坚船利炮洞开国门

之后，她们的血肉之躯在家国情怀和军国民主义的

挟制下，又必须接受“身”不由己的体育教育。受到

体育教育濡化的女性身体，就像一个微观世界，浓

缩了彼时彼处恍然若失和脆弱的宏观世界，实现了

对社会的身体的复制。这个身体受教的过程，体现

了社会权力与文化力量的形塑，更是这些外部力量

施加的对象、角逐的战场。因此，明末清初的女性

在首次接受正规的体育教育之后，开始了一场关于

“谁的身体”、“怎样的身体”以及“谁在支配 /使用身

体”的社会教育实践运动。

1 长恨此身非我有: 清末明初的女子体育

女人的身体不是或主要不是一个“自发、天成、
生物决定甚或个人意志反映的结果。”［1］两千余年

的伦理纲常让女性养成了恭顺、温婉的身体，甚至

卑微、屈从地以残害身体为代价寻求更好的社会际

遇。封建社会的女子体育，呈现出封闭性、自娱性、
轻柔性的文化特点。从自主意识上说，女性从未真

正拥有过自己的身体，毋宁说自觉地使用它参与体

育活动。
1． 1 “女子”体育: 体育与性别研究空窗期的身体

记忆

由远及近地梳理体育与性别研究可以发现，学

界对“女子体育”、“妇女体育”、“女性体育”这些相

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术语出现混杂使用的现状。
大体而言，此三者是依次出现在不同时期默认的学

术规范中，并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女子体育”则

在最多被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一般涉及中国古

代的特定朝代( 尤以唐代、明清时期、清末民初至解

放前居多) 女性体育的风貌、发展居多; 二、一般介

绍近代女子体育教育思想、女子体育教育家、女子

( 体育) 学校居多; 三、成文的时间多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在体育与性别研究尚未蔚然成风，未被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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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顺地冠之以“女性体育”的空窗期里，被打上时代

和意识形态烙印的“女子体育”和“妇女体育”承担

了完成女性与身体运动研究的学术使命。
在时( 历史阶段) 、空( 身体运动) 二维变量的交

互影响下，运动的女性身体展现出独特的意义。有

学者谈到，“身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着不同的社

会使命，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干预下，身体始终处于

意义的不断生成之中，在体育上的投射就是身体政

治性对体育文化的塑造。”［2］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

运动形塑的女性身体理应以塑造体育文化为己任。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女子”被解释为: 女性的

人，女孩。“女”后边加“子”，为美称。《卫风·竹

竿》二章:“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行，道，出嫁。［3］

在陕西方言中，“女子( zi，轻声) ”是对姑娘、女孩的

称呼。汉郑玄《礼记·杂记上》注:“女子，谓未嫁者

也。”［4］从语源上来看，女子被用于描述年轻的女

性，并含有积极向上、青春昂扬的褒义。由此看来，

“女子体育”的提法与学术思维中的“女子体育”的

研究范畴包含中国古代年轻女性的体育娱乐活动

和近现代女性体育教育暗暗相合。被“女子”二字

修饰的 体 育，背 负 着 三 从 四 德、尊 卑 观 念 和 社 会

期待。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中国古代年轻女性只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体育娱乐活动，而对女性进行

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却是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

的。在“女子体育”的范畴下，作为群像的女性只在

身体里留下了并不完全属于自我的斑驳记忆。清

末民初，既是一个女性通过接受体育教育、萌发身

体意识的转折期，又是国家通过建立对新的身体规

训制度重塑“新女性”的转折期，此种身体社会学意

涵为本论选取这个历史切片的用意所在。
1． 2 家国情怀中的女子体育教育

福柯指出:“任何一个源起及其重构，任何一个

社会历史事件，都在身体上面留下烙印和标志，因

而身体的历史形塑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历史事件

的有形档案库，也是各种历史事件的物质见证。”［5］

生物性的女性身体，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变革之时被

国势、民情、政治、经济、权力所塑造，并通过具体的

事件体现出来。其中不得不书的，便是清末民初女

子体育教育短暂辉煌的惊鸿一瞥。
自鸦片战争后，为抵御外侮民间兴起了妇女习

武之风，无论是广州三元里抗英的“妇女齐心亦健

儿，犁锄在手皆兵器”［6］，太平军中的女军，还是义

和团运动中的“红灯照”，直至精武女会的成立，暂

不论其是否是女性主体性的自觉萌发，但在客观上

为缠足女眷走出深闺、走上历史前台起到了助推作

用。面对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殇，

政界、学界、有识之士均“鼓吹集全国人民之力以保

国强种”，“将每个人的身体的体格视为国家生存强

盛基础的新思维，在当时可以说是成为一主流的改

革思想。”［7］。作为女性个人来说，也只能经由“家”
与“国”等社群概念来定义自身，在“家国”的网格之

中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份关系和角色义务。一方面，

女性被身体化，身体被工具化，个体被当作救亡图

存的武器，贯穿的是“身为国家”的工具理性。另一

方面，个体就像楔入国家利益这部机器上的“螺丝

钉”，必须为 整 部 机 器 的 运 转 贡 献 力 量 乃 至 牺 牲

生命。
如何使女性更快速、大规模地投入保家卫国、

富国强兵的潮流? 即“故今日应为之急务，为变法

之宪之预备，不能人人之家而户说之，莫若兴女学，

劝女学，使女子而皆有学问。具完全之人格也，将

与男子同出而担任人类之义务，则国其庶几乎。”［8］

当社会内部萌发的保国强种意愿、教会女子学校的

勃兴、清廷默允官办女学等力量的里应外合，通过

体育对女性身体进行教育便被国家权力推至历史

进程的关键位置，发挥了极致效用。清末民初的中

国女性，在接受正规的体育教育后踏出了身体主权

收归自我的第一步。

2 身为国有: 清末民初的女子体育教育图景

清末民初，经历了“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社

会的女性观与性别规范随社会动荡发生移位。随

“天赋人权”、“男女平等”逐渐西风东渐，中国传统

女子教育重焕生机。其最具有代表性举措就是体

育开始进入学校教育———用清廷颁布的新学制推

动其发展，各种体能活动成为学校教育中的科目，

同时举办各种课外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
身体受教育的过程，亦可理解为身体社会化。

而通过体育教育使身体具备社会性，亦可为一条身

体社会化的途径。在体育教育中，身体行为的一些

基本方面，如走、站、坐、跑、跳、投、游戏等，都是社

会建构。这些实践行为要求有官能性基础，但是官

能的潜力得以实施则需要一个文化语境。从清末

民初的女子身体出发，探讨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她的

社会性、社会表征、意义生产、历史流变以及女子身

体与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
2． 1 清末民初的女子体育教育的“两个阵地”
2． 1． 1 教会女子学校中的体育教育

1844 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创办了近代

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宁波女塾，终结了中国女

性只在闺门之内接受家庭教育的历史。客观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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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踏海东至的女子教会学校原初意欲吸引

福音受众，但基督教在华传福音遭抵制。传教士们

意外地发现收养儿童、向人们提供免费食宿及教

育，却很受欢迎。而根据传教士的主观论述，却是

为了帮助培养女性一种“新品格”。“中国女子大学

学生，应具备一种新品格。……所谓新品格者，体

态宜庄严，交际宜谦让，而感情勿过流露耳。”［9］

在清末民初约半世纪的时间内，教会和基督教

青年会在中国设立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女

子学校。据《大上海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记载

了美国传教士黎曼顾开办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学附

属幼稚园一天作业情况: 从上午 8 点半入园到下午

3 点半散学，有上午 40 分钟和下午 50 分钟的游戏

时间，不包括间接游戏时间在内。［10］在稚童时期，通

过户内外的游戏对女童进行自我意识启蒙和人际

交往体验，培养了她们掌握正确对待自己身体的

方式。
待蒙童进入小学，开设体操科便成为教会学校

一大特色。体操科的要旨是，“使身体各部发育均

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
马礼逊学堂的办学报告书中写道，学堂的目的是训

练整个的人，包括德、智、体。其中读书八小时，其

余三、四个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上海兴

华中西女塾所办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所开设的课程

有: 初等小学: 修身、国文、英文、算术、手工、唱歌、
体操; 高等小学: 同初等小学，增加图画、钢琴。［11］镇

江女塾十二年课程( 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之全部课

程和教学内容) 中，特别重视体育，体操十二年一以

贯之，还有游艺。对于开女禁的教会女子教育来

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程体系。
20 世纪初，教会女子大学的设立开了近代中国

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在近代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

尾声强化了体育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教

会大学普遍重视体育和美育课程，体育课是女生们

必修的: 一、二年级时一般每周有 4 节，三、四年级

时每周仍有 2 节，学生不得无故缺席。体育课的内

容主要是徒手操、田径、球类等。还针对女性的心

理特征，把美育因素融入体育之中，注意培养学生

良好的言谈举止习惯和优雅仪表风度。体育课上，

教师很注意纠正学生不规范的站、走、坐的姿势，学

生的凹胸凸腹、弯腰驼背等不良习惯都得到了改

正。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规定体育为必修课 ( 6 学

分) ，从制度上保证了体育教学的落实，体现出培养

意图。创设于 1913 年的金陵女子大学不仅开设体

操课，还在吴贻芳校长任期中建立了体育系，培养

一大批女性体育师资和体育工作者。

2． 1． 2 国人自办女学中的体育教育

近代青年女性与新式体育的际会并不止于教

会学校，还有国人创办的女学中开女子体育教育之

先河的大胆革新。梁启超认为，“戒缠足、设女学

堂、增强女子体魄都被洋人捷足先登了，这让国人

甚为羞耻”［12］，故“建堂海上，为天下倡”，1898 年创

设第一个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塾。看似被动接

受的知耻后勇行为，却是国人在思想意识中开始接

受了身为国所用的开始。该女学堂的宗旨为“以彝

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

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妻之始基”，唯有体操是中国从

未有过的，因此女学堂创设之初，体操的场地、教学

用具和教材等等都以西人为范本，就地模仿教会女

学堂。并在最终拟定的女学章程中规定: “……每

晨八点半钟开课，十二点钟放饭，午后一点钟开课，

四点半钟放学，暇时游息，习练体操，每逢星期，休

沐一天……”。
在民众眼里，国家是抽象的、无形的、精神性

的、向上超升的，而身体是实体的、可触摸的、物质

性的、向下坠落的。社会普遍认同了在维新派知识

精英的“女子体育决定国家盛衰”的观点，并且认同

女子德、智、体三育中，“体育为女子教育第一义”。
虽因政治和经费原因存续不满两年，但经正女塾创

设了国人自办女学的体育教育范本，后继的爱国女

学堂、务本女学堂都延续着中国女学堂重视体操课

的先例。1907 年，全国女子学校已发展到 428 所，

有学生约 14 496 人，除个别省份外，都或多或少地

兴办了女子学校。［13］这时，无体操课不能称其为女

学堂便成了不言自明的规则。更有甚者，个别女学

堂已将体操列入考试科目，《女子世界》报道某女学

堂女生体操会考，其中“秦女士韵琴举十八磅铁杆

八十次，王女士保珩跳高三尺五寸，观者咋舌叹羡，

体操亦颇纯熟云”［14］。
2． 2 清末民初的女子体育教育的“三条保障”
2． 2． 1 女子学堂章程

腐朽没落的清廷虽一再抵制新式女子教育，但

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 1907 年颁布了《奏定女子

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

女子教育纳入官方的学制系统。《女子小学堂章

程》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

使身体发育”为宗旨，体操被列为初等小学( 5 门)

和高等小学( 9 门) 必修课之一。现代初、中等教育

中与体育同为辅课的图画和音乐，当时则均为选修

课。初等小学的四学年，体操教授游戏和普通体

操，每周 4 节，及至升入高等学堂( 约相当于现在的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 ，体操教授内容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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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量亦有所加重，并增加了生理卫生大要。
2． 2． 2 女子体操教科书

教科书，在晚清是一个突破课堂教材范围的泛

称，具有更大的包容量———举凡具启蒙性质，可供

教学参考，以及介绍新知识的书籍，均可称为“教科

书”。教会女子学校为女子体育教科书的规范化做

了积极铺垫。1877 年 5 月，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

文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提出，教会学校

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

的教科书”。［15］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 “学校教

科书委员会”) ，后出版了专门的体操类教材，如光

绪十六年( 1890) 庆丕、翟汝舟翻译的《幼学操身》一

书( 益智书会本) 是我国现在已知最早出版的学校

体育教材。［16］此外，益智书会还出版有《幼学操身图

说》( 时间不详) 等。
《奏定女子中小学堂章程》的实施，激起了学校

对女子体育教材的需求。而后，晚清的女子体育教

科书编写实现了初步的规范化。在官办和私立小

学中，女生习练兵式体操，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三月，学部第一次对小学暂用教科书进行了审定。
在公布所审定的教科书目表中，除文明书局出版的

各种教科书外，把李春醲所译的《新撰小学校体操

法》和《瑞典式体操初步》二书，暂定为小学体育教

科书; 作新社编印的《普通体操法》暂定为中学体育

教科书( 参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 。1909
年，由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徐傅霖的《女子体操范

本》( 上、下编) 。若谈及女子高等教育中的体操，经

正女塾筹备之时关于体操科教材有此安排，“两国

女子 体 操，亦 有 专 门 图 书，上 海 别 利 洋 行 可 购

之”。［17］

2． 2． 3 女子体操师资

为“给予女子自立之资格”之目的，甚至出现了

女子体育职业教育———女子体操学堂。留学归国

的徐一冰在所著《二十年来体操谈》中说到，“丙午

丁未间，留学日本大森体操专校毕业者，每归国任

学校教科，时风气又为之一变。……时徐君筑岩零

夫人汤剑娥女士，亦归自日本，因即创办女子部( 即

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请汤女士主任教务。”1908 年

中国第一所女子体操学校，第一届收学生 20 名，主

持校务的就是徐公口中的汤琳女士。1913 年复校，

更名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一

年半，设生理解剖、舞蹈、武术、语文、音乐等课程，

以教日本舞蹈和中国武术闻名。毕业学生共 46 届，

计 1 700 余人。［18］

另外一部分女子体操师资来源于基督教青年

会。为了培养和训练各地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开始

试办有体育干事培训班，后又成立了体育专门学

校。创办于 1915 年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

会体育师范学校，仿照美国的办学方法，选址上海

专为培养女子体育教师而设，是一所体育专科学

校，第一年为试办期，学制只有 1 年。中国教育史上

第一位留美的女教育家和女体育家陈英梅女士，曾

担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负责教务，课程设置等。
从 1916 年起正式开办，学制为 2 年，每年限招一班

学生。在独立办学的 10 年中，该校共培养了近 200
名女性体育师资。但总体说来，生源紧缺是较大的

问题，如曾经有 4 个班招收过一度有裹足经历的

学生。
概言之，女子学堂章程、女子体操教科书和女

子体操师资的相继出现和完善，为清末民初的女子

体育教育开展筑起了坚实的壁垒。正是这三者保

证了女子身体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社会实

践的关键特征。女子学堂章程为女子体育教育提

供了制度保障，女子体育体操教科书为女子体育教

育提供了规范化指导，而女子体操师资则保证了教

育过程的落实。
2． 3 清末民初的女子运动竞赛

运动竞赛，作为一种公共历史空间，给予了近

代中国女学生被记录、被表述的历史身份。同时，

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也在有效地影响现实，女性在

操场这个公共领域中不断出现，也反作用于社会价

值观。民初的女子竞技运动( 运动竞赛) 在众声喧

哗之中归于寂寥，但在女学堂和教会女子大学的校

运会中正方兴未艾。
举行运动会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定制，每年在秋

冬之交、户外运动结束之际，金陵女大都要举行全

校运动会，项目有体操比赛、团体游戏比赛、排球、
垒球比赛等; 每年春季还要举行一次室内体育表

演，包括韵律操、恶魔舞、踢踏舞、土风舞、和缓运

动、太极剑等。［19］嘉定民立女校于五月二十三日甚

至还举行了第一次像模像样的运动会，其运动共分

四部，分别为: 甲、八十码竞走; 乙、四尺二寸跳高;

丙、连举十二磅铁杆四十次; 丁、引绳，项目还都是

比较激烈的田径运动。［20］到了 1910 年后，还出现了

女子专项运动竞赛。1916 年，上海的女青年会、体

育师范学校、女子体操学校和爱国女校先后开展了

篮球竞赛。同年，爱国女校派篮球队去扬州，在江

苏省运动会上进行表演。这是中国女子篮球第一

次出现在省级运动会上。［21］在充满竞合关系的运动

竞赛中，女学生体验到了“三从”社会中不曾有过的

同性关系。从前，被冠上族姓和夫姓的女子，没有

独立平等之个体身份，“通过在女人之间的交换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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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是男性之间的友谊、姻亲和连络的关系。”［22］经

过此番教育，女子间竟也发展出了同性友谊。

3 身心分离: 清末民初女子体育教育的开示

女性的身体是镜像，她映照着国家意志、社会

精英主张和价值观更迭。晚清，女性的处境犹如身

体的处境，皆被描述为罪恶之源、微不足道、边缘

化，被控制、受压抑、被贬斥。而女性的身体，在国

运颓败、社会贫病交加之下显得愈加悲戚。正如孙

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谈到，“中国文化

是把单个的‘个体’设计成为一个‘身’，而主流的文

化意识则将‘利吾身’视为不正当的行为”。［23］因为

在主流的道德评断上“利吾身”不被允许，以强健体

魄的身体生产性活动也自然不被接受。
近代中国被挟制卷入现代化进程后，精英阶级

究根溯源，以身体为譬喻，将国土比为身体，认为国

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而女性身

体孱弱导致中国“种气”不强，女性教育积贫导致不

“生利”而国力衰微。他们为身陷囹圄的社会开出

一款良方，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
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打造“女国民”以激发国家的

生产力。一时间，女子学堂里，既有球类、田游，又

有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 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

群体身体。“合群”的召唤一夜之间赋予了女性出

现在公共体育场的权利，“女学生列队行进成在同

一口令成音乐声中有节奏的集体体操却成了最令

人振奋和欢欣鼓舞的景象。”［24］

虽然如此，近代中国女性还是没有逃离“身心

分离”的设计。约翰·伯格认为“女性的身体不是

她可以自由支配的对象，而是一个囚禁她的监狱，

而她就是自己的看守。”［25］在国族希望的重负下，教

育制度和物质层面的保障下，女性仍以“体操一科，

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

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

完全之人格……”［26］看守着自己的身体。彼时的体

育教育，从蒙童启始，历经幼女、少女，最后还是回

归家庭，为增强国力而培育了女国民这种生产性资

源。其实，看守者就是被保国强种意识道德化、意

志化的女人“心”。此“心”脱离了具体的个人之

“身”，又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它既具体又抽象，以

伦理关系和社群利益为重，在文化结构、社会心理、
统治秩序的建构和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

4 结语

虽是浮光掠影，但历史湮灭不去的是近代女子

从上世纪初体育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后，追求“自

我”和身心两合的努力。通过在体育课堂和运动竞

赛范围内的“自我意志”的展现，让她们逐步收回对

身体的实际控制权，是反对父权制、确立女性的主

体地位，冲破封建枷锁的“主权革命”。在余后的百

年里，通过学校体育教育、竞技教育和休闲教育不

断铸造“自我”，使之“像一根天柱，可以垂直地演奏

出最高 的 精 神 性 和 最 低 下 的 动 物 性 这 一 整 排 音

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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