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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记住的与被遗忘的: 近代有关“七出”“三不去”的话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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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传统婚俗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终结婚姻关系的礼制规范。时至今日，“三不去”被遗忘，“七出”则成为

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中受压迫的象征。人们对于“三不去”的忘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缺失，而是近代以来有关性别、婚姻

和家庭话语演变的一种症状。这种记住与遗忘，同清末民初传教士、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知

识分子等群体对中国传统婚姻( 尤其是离婚) 的重新书写有直接关系。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诉求，最终不约而同地强化“七

出”、压制甚至抹去“三不去”，从而成功建构起一个在婚姻体制中饱受压迫的中国女性形象，更进一步合理化自己作为解放者

的现代角色。在“三不去”被遗忘的背后，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近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已然形成、毋庸置疑的前提，而

是一整套有关女性的知识生成。在这一整套知识生成中，被记住的和被遗忘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功效。

中图分类号: C913． 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 2018) 06－0096－16

作者简介: 秦方( 1980－) ，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近代中国妇女史与社会文化史。

*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晚清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研究”( 项目批准号: 14CZS045) 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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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marriage practices，“qichu”( seven conditions of divorcing the wife) was juxtaposed with“sanbuqu”( three

conditions of not divorcing the wife) ． Nowadays few people can remember“sanbuqu．”As for“qichu，”most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exactly the seven conditions were，but they could vaguely know that these practices represented the oppression that Chinese women

encountered in traditional marriages． The forgotten“sanbuqu”is not a loss of knowledge，but a reflection of changes in the modern day

discourses of gender，marriage，and divorce． Social groups like missionaries，anarchists，feminists，and liberals rewrote about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divorce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agendas ever since the end of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ationalist Period．

They together reinforced the remembered“qichu” in constructing an image of Chinese women who were oppressed in traditional

marriages，and thus justified women＇s demands for liberation． The forgotten“sanbuqu”reveals a bigger achievement in not only the

“liberation”of Chinese women but also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among Chinese women，in which the forgotten is equally significant

and revealing as what people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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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三不去”是中国传统社会对终结婚姻

关系的礼法规范。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三不

去”，而大多数人虽不知“七出”具体内容为何，却大都

知晓“七出”是传统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象征。事实上，

不只是“七出”“三不去”，像“三从四德”“男尊女卑”
“夫为妻纲”等，都是类似的知识点。人们不需要知道

它们的来龙去脉，但都可将其信手拈来，把它们刻板

地套用在对固定历史时期( 如传统) 以及特定群体( 如

女性) 的认知上，从而形成一套不言自明的“常识”。
但是，正 如 人 类 学 家 克 利 福 德·格 尔 茨 ( Clifford
Geertz) 所言，我们不能只将“常识”视为一种人们自以

为“是”的知识或者一种直接的经验表达，而应将之看

作一种有秩序的思想和有意识的反思。常识在历史

中形成，亦受历史的判断标准之限制［1］(PP75－76)。有鉴

于此，本文试图以“七出”“三不去”为例，通过分析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各个历史时期有关

“七出”“三不去”的话语转变，来探讨有关妇女的知

识生成模式和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一、由礼及法: 传统的“七出”“三不去”和出妻

“七出”“三不去”最早见于《大戴礼记·本命》。
“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

去，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 无子，

为其绝世也; 淫，为其乱族也; 妒，为其乱家也; 有恶

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 口多言，为其离亲也; 盗窃，

为其反义也。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 与更

三年丧，不去; 前贫贱后富贵，不去。”［2］汉代何休解释

“三不去”之意，“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 贱取贵

不去，不背德也; 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3］。
“七出”“三不去”并非凭空出世，而是有其历史

语境。这一点往往被很多后世学者所忽略。“七出”

主要针对先秦“为人妇而出，常也; 其成居，幸也”［4］这

种丈夫随意休妻之风而设［5］，强调唯有这七种情况才

能休妻，而“三不去”又在此基础上对“七出”有所限

定。此后，“七出”和“三不去”主要被置于礼、法两大

脉络中加以阐释，“始定于礼，嗣入于律”［6］(P613)。

自汉以降，历朝儒士对“七出”“三不去”多有关

注，其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强调

“七出”“三不去”对维系家道宗族的重要性。“圣人

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7］尤其是“七出”

中的无子、恶疾两条，金代王若虚曾指出，恶疾与无

子“出于不幸，而非其罪，自不当出”［8］。至明初，甚

至有人提出改“七出”为“五出”，“若无子、恶疾乃其

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礼也。圣人之制礼，岂其

若是严甚哉? 故七出定为五出，于礼为称也”［9］。但

是，明人王祎( 1321－1373) 特意写《七出论》篇，反对

“五出”论，认为无子、恶疾必须出妻，否则宗祀难

续。“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续宗嗣也。二者

人道之本也。今其无子，则是绝世也，恶疾，则是不

可与共粢盛也，是义之不得不绝者也。”［9］时至清代，

大儒钱大昕( 1728－1804 ) 亦谈及“七出”问题，尽管

其角度与前人大有不同，但仍强调“七出”乃“家道

所以不至于穷而乖也”之要旨所在。相较于父子兄

弟之“天合”关系，夫妻关系则是“人合”。这种“其

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联之，其情易亲”的关系，很

容易破坏家庭、家族秩序，因此，先王设“七出”，是

为稳定家道。“况妇人之性，贪而吝，柔而狠，而筑里

姑姊之伦，亦妇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

其真能安于义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设为可去之

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俾能执妇道者，可守从一之

贞; 否则，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10］

另一方面，多数儒士亦认为，不管是“七出”还是

“三不去”，皆体现圣人制礼之宽厚。明代季本的观点

便颇具代表性。在其《说理会编》一书中，季本指出，

“七出”尽管是出妻，但却在体现圣人之忠厚。“然当

其出时，尚存忠厚，如对姑叱狗藜蒸不熟，此小过也，

而乃以之□出，必其别有大恶不欲显言，姑假此以为

辞耳。盖绝交不出恶声，出妻令其可嫁，虽以义断而

犹不失恩也。”而“三不去”更是“诚忠厚之道也。虽

有大过，亦当委屈处之，使无失所，岂可自处 其 薄

哉?”［11］钱大昕甚至认为，从现实角度讲，如果婚姻确

实不幸，那么“七出”反而是“全丈夫……保匹妇”之

道。对丈夫而言，多少家庭因“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鸡

之司晨日炽，夫之制于妇者，隐忍而不能去”［10］。因此

出妻可免“破家绝嗣”之命运。对妻子来说，“后世闾

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

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

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

死之地以为快乎!”出妻反而可为妻子谋得生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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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呼应的是“七出”“三不去”由礼入律

的过程。瞿同祖先生曾指出中国礼、法之密切关系，

认为“礼加以刑罚的制裁便成为法律”［12］(PP254－255)。
“七出”“三不去”便是如此。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

观点是，“七出”“三不去”入律或始于汉代，但因史

料不存，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据《唐

律》载:“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

半; 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
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另在“立嫡违法”条

中，《唐律疏议》中有问: “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

无子即合出之? 答曰: 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

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13］也

就是说，只有妻子 50 岁以上无子，才可出妻。即使

要出妻，也要有一定的仪式。“诸弃妻须有七出之

状，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

妒忌，七恶疾，皆夫手书弃之。男及父母伯姨舅，并

女父母伯姨舅，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

画指为记。”［14］(PP162－163) 从唐律中可以看出，首先，“三

不去”确实对“七出”有所限制。“它通过限制夫家出

妻，保障婚姻中有功者、无过者和弱势者的女性群体，

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伦理大义，重在道德保障。”［15］但

是，恶疾和奸淫却不在“三不去”之限。其次，即使无

子，丈夫也并非可以随意出妻，而是有年龄限制。再

次，出妻虽不若结婚复杂，但也并非丈夫一纸休书便

可休妻的举动，而是要有双方家族乃至邻里见证方能

成立，这种仪式的存在，多少也对丈夫休妻造成了一

定的限制: 倘若仪式不符，那么休妻也是不成立的［16］。
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四代，有关出妻的律令规

定多沿袭唐代，只是在“三不去”的例外情况以及量

刑方面有所变化。如《元典章·户部》“休弃”条在谈

及“七出”“三不去”时，将恶疾去掉，只保留“犯奸者

不用此律”［16］。而明代则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

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

者，减二等，追还完娶”［17］。《大明律释义》对此解释

是，“夫妻以义而合，故不当出而出，或应离而不离，

皆为不义。其夫各杖八十，虽犯七出之条，而有三不

可去之情，则亦不当出者，为其犯七出也，故得减二

等”［18］。正如崔兰琴所指出的，“违犯‘七出’而出妻

者应受的刑事处罚，整体趋势在逐渐减轻”［16］。

但是，刑罚的减轻并不意味着出妻随意性的增

加。恰恰相反，历朝儒士对弃妇的同情、宋代以后对

出妻羞耻感的增强，以及明清时期对妇女贞节道德

的强调，均有效地成为在律令之外制衡休妻的道德

手段，尤其是对士绅阶层而言，出妻并不多见［19］。王

跃生通过刑科题本对清代中下层家庭的实证研究，

也证明了此点。例如，如果存在妻子与人私通的情

况( “七出”之奸淫) ，大多会因有人来说情或者家庭

贫困、休妻无力再娶等原因，“实际上真正被休弃者

并不占多数”。而像因病或生理缺陷以及无生育而

被休弃的情况，所占比例也非常少［20］(PP73－76)。

以上，我们梳理了“七出”“三不去”在礼、法两大

脉络下的历史。大致而言，“七出”“三不去”的出现

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且二者多并置而列。此后，“七

出”“三不去”被视为儒家圣贤在礼制框架下对婚姻关

系和家庭、家族关系所设定的一种伦理规范，其目的

是维系家族制度的延续，因此，“七出”和“三不去”尽

管一为出妻、一为限制出妻，但都同等地体现了圣人的

仁厚之意。当“七出”“三不去”被纳入律令后，它又从

法律层面制定了出妻的程序以及出妻不当的后果。可

以说，在礼、法的双重规范下，“七出”“三不去”逐渐成

为社会中流通的涉及婚姻关系终结的普通知识。
二、儒教的象征: 基督教视角下的“七出”书写

如果说之前“七出”“三不去”是被置于儒家礼

制和律例框架中进行书写，那么到了 19 世纪后半

期，这种书写方式在根本上受到了冲击。其原因在

于，基督教义作为替代性的宗教、思想和文化阐释体

系开始进入中国，并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在中国

社会扎根生衍。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为了确立自

己的合理性，选择了攻击、批判儒教的宣传策略，并

试图取而代之。于是，“七出”“三不去”的法令含义

被抹去，而其礼制意义则被提升，成为儒教的象征之

一，也因此受到质疑和否定。
西方传教士早在 19 世纪初便开始在中国及其

附近地区传教。但是，因早期传教以“救灵”为主，

即单纯地、直接地进行宗教宣传，效果不佳。于是，

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传教士逐渐从“救灵”转向

“救时”，即以开设医院、开办学校、发行报纸等方式

直接介入中国社会，以此达到传教目的。尤其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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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传教士报刊的出版和刊行［21］，不仅促成了西方宗

教、政治和文化思想等新型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且

外国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中国基督徒以及一般士

人作为编者、译者、作者和读者，亦借助报刊这一平

台，对基督教和中国各类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形成了

一个新型的知识共同体( 知识新，形式亦新) 。这一

知识共同体所关注的要点之一便包括“七出”“三不

去”这样的出妻习俗，以及更广泛层面上的中国女

性、婚姻和家庭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刊行于 19 世纪后半期的传教士

期刊，涉及“七出”“三不去”和出妻的讨论非常少。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一种史料的匮乏，而应将

之视为一种需要分析的历史现象，因为正是这种历

史情境，决定了“七出”“三不去”和出妻这类知识的

生成环境。这种匮乏，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期刊讨论中

国女性、婚姻和家庭的文章本就不多，尤其是在 19
世纪 30－50 年代，即传教士期刊刊行的早期，很多期

刊在长达数年的刊行期中只有几篇涉及这些议题。
一直到了 70 年代之后，随着《益闻新报》《中国教会

新报》以及之后的《万国公报》等报刊持续出版，对

中国女性、婚姻和家庭的讨论才逐渐增多。这可能

与传教士的态度有关。如有传教士担心，如果对诸

如缠足这样的女性习俗介入太多，那么有可能会引

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抗拒，于整个传教事业不利。
其次，尽管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有关中国女性、

婚姻和家庭的文章开始增多，但其中对离婚的讨论却

非常少。这也与基督教教义有直接关系。基督教认

为上帝创造男女，其正道便是一夫一妻结合、双方互

爱互敬。“始则先造一男，继造一女，使之匹偶，以相

助为理，……无论女子固从一而终，即男子亦不当有

二色。”［22］这种观念被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信徒所接受。

如香港伦敦传教士何玉泉就认为，“人间夫妇，上帝所

偶，天地之和，有同体之亲，有相助之理，宜相爱，勿相

弃也”［23］。因此，很多传教士报刊都以颂扬一夫一妻

为正道。加之天主教教义不允许离婚。“惟自上主降

生尘世，力挽颓风，凡夫妇既合闺房，卒世不能别配，

必俟二中亡一，乃可琴瑟重谐，此上主定制为然，世人

不克相强也。”［24］也就是说，受基督教教义影响，这些

教会刊物视一夫一妻、男女相合的婚姻状态为规范，

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压缩和减少了对离婚的论述。
因此，“七出”“三不去”这样如此具体的涉及婚姻关

系终结的中国婚俗，便没有多少论述的空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思考: 如果提到“七

出”“三不去”，提到出妻，那么编者和作者的意图是

什么? 1878 年，《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儒

教辨谬·论去妻》的论说文。这是目前笔者能找到的

最早一篇论及“七出”“三不去”和出妻的论说文。
作者是福建士人、笔名为“知非子”的张鼎。有关张

鼎的资料并不多，只知道他在《万国公报》刊行早

期，发表了《论阴阳》《闽中知非子驳正劫余子条议》
《接续闽中知非子驳正劫余子条议》等文章，笔锋犀

利地为基督教教义辩护。所以，推断张氏应属于此

一时期从传统士人向基督徒转变的典型。
在《儒教辨谬·论去妻》中，张鼎开门见山地指

出，“去妻之俗，中华为甚，有七出之说”［25］。因为

“七出”以儒家礼制为支撑，所以张鼎便一一列举儒

家先贤如孔子、子思、曾子休妻之事，并否定这些出

妻故事的真实性。紧接着，张鼎笔锋一转，开始引用

《圣经》，以 基 督 教 教 义 再 次 质 疑 出 妻 的 合 理 性。
“考之圣经，耶稣曰: 若人出妻，则以离书与之。惟我

语: 汝非奸故而出妻，是使之有淫行也。娶所出之妻

者，亦行淫也。……盖上帝造人时，抽亚当一肋骨造

成，遂配之为妻，命其胶漆，是夫之不可去妇，犹妇之

不可去夫也。”［25］此后，张鼎针对“七出”的淫辟、不

孝、无子、恶疾等条进行驳斥。如张鼎认为，妻之所

以会犯下奸淫，主要在于“为夫者不能行刑于之，化

以礼，防闲于其初，卒至其被诱于魔，忘廉丧耻，覆水

难收，绝而去之，则夫亦不为无罪矣?”［25］而针对前

儒争论最多的无子休妻，张鼎认为“此尤谬之甚者。
无子与有子，皆属于上帝之主意，安得归其罪于妻，

且从而去之?”［25］也就是说，有子无子乃上帝之意，

不可归罪于妻子。文末，张鼎得出结论，“人离父母，

胶漆其妻，倘非败名丧节之大故，则不可轻弃而绝

之，以逆上帝之命，蹈沉沦之罪也”［25］。

可以说，在《儒教辨谬·论去妻》中，张鼎以“七

出”为切入点，实际上是在基督教教义的框架中强调

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并据此重新建构了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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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妻不生子等，都是上帝的安排。即使像淫

辟这样原本在儒家礼制中绝无可恕的出妻理由，在

张鼎看来，也是丈夫教化妻子不足之过，而非妻子之

错。这种思维其实是将夫妻关系自儒家礼教中脱离

出来，在上帝与人这样的关系中，形成一种新的高下

阶序，丈夫对妻子之教化，就像上帝拯救世人一样。
三年后，浙江郭友松在另外一份传教士报刊《益

闻录》上发表一篇题为《出妻论》的文章，亦是批评

“七出”。郭友松是晚清江浙地区的典型文人。他

科举之路坎坷，家中亦无恒产，生活颇为潦倒［26］。目

前，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郭友松加入基督教，但是

考虑到当时基督教对郭友松这样的失意文人而言是

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和思想体系，有可能会产生吸引

力，因此可以推断，郭友松即使没有入教，也起码对

基督教有相当的兴趣和了解。在《出妻论》中，郭友

松开篇便直接否定出妻。“今之所谓出妻者，其说非

也。”［27］郭友松指出，“列女传纵有七出之条”［27］，但

每一条都是没有道理的。像不孝、淫妒两条，虽“乃

其所自作之孽，然亦当以理喻之，以义服之，以力制

之，以情动之，而不宜遽有此出妻之举”［27］。同时，

郭友松也提到“三不去”。他虽然未说“三不去”具

体是哪“三 不 去”，但 却 认 为“至 于 三 不 出，诚 是

矣”［27］。在否定“七出”后，郭友松开始推崇基督教

一夫一妻的婚姻典范。“大造始生人类，一夫只匹一

妇，故一阴一阳一日一月，君子之道，造端于是。”郭

友松最后批评，如果随意休妻，“恐亦非谨身齐家之

要道也。……中土人情薄视夫妇之伦，故淫辟之罪

多，而妇之贤者多抑郁以殁。”［27］仔细读来，这篇文

章确有牵强之处。如“七出”并非出自《列女传》( 这

也反映了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其源头有可能逐渐模

糊，变得不再重要) ，且儒家思想亦不像郭友松所说

“薄视夫妇之伦”，像“淫辟之罪多”似乎更多是一个

草率的收尾之论，而非事实论证。但是，通篇文章对

“七出”之否定、对儒家伦理之批评以及对基督教思

想之推崇，却是清晰可见。
张鼎、郭友松二人有关“七出”和出妻的文章，并

非只是一二文人的随意之作。恰恰相反，这些文字折

射出 19 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试图确

立其合理性的努力。自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

基督教虽然获准在中国合法传教，但其与中国社会的

互动却颇有起落。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左右，更

是教案频发、冲突加剧。因此，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

甚至包括对基督教持有好感的中国士人，开始积极为

基督教正名，确立其合理性。他们的策略之一，便是

对当时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教和佛教进

行批评，并试图以基督教取而代之。因此，此时《万国

公报》《益闻录》这样的主流传教士期刊上，以与儒教、
佛教“异同辨”“辨谬”为题的文章俯拾皆是。

张鼎发表的《儒教辨谬·论去妻》便是一例。事

实上，这篇文章并非单篇，而是取自一本书。1878
年，当时美国传教士夏察理( Charles Hartwell，1825－
1905) 看到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1823－
1905) 编著《释教辨谬》后，为“欲人知吾教与儒教有

何异同”，以“明天道之底蕴，得救赎之本源，以同享

天堂之永福”，特请“中土文士”———即张鼎———撰

写《儒教辨谬》一书，在《万国公报》上连载［28］。夏察

理选择张鼎或许有个人私交的考量在内( 夏氏就在

福州传教) ，但也与张鼎的自我形象展现有关。如前

所述，张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一贯地批

评儒教、捍卫基督教。如早在 1869 年，张鼎便曾言，

“身虽曰士，曾无士行之寸长; 名即为儒，半是儒林之

朽蠹。盍弗归从真道，庶几洗涤前愆。圣经为默示

之书，参详宜切，安息乃全功之日，遵守毋违”［29］。

而《儒教辨谬》一书，更是为张鼎提供了一个机遇，

让他得以全面、系统地批判儒教和儒者。该书共有

十一章，包括儒者所称之上帝、论择吉、论去妻、论纳

妾、论禁娶同姓、论烈妇、论报仇、论经书、论汉儒宋

儒、论经师塾师、论文章诗赋。其中五章都是关于儒

家礼制下的婚姻和家庭，并且排在经书、儒生、塾师、
文章诗赋这些核心儒教类别之前。

这种通过批评“七出”和出妻进而松动儒教合

理性的方式，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仍可见于传教士

刊物。1897 年，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在《救世教成全

儒教说三》一文中，亦以“七出”为例，批判儒教，推

崇基督教厚待女性的婚姻关系。“儒教之差缪，儒书

中不胜枚举。……儒教又许丈夫轻易休妻，如云妇

有‘七出’，不顺父母者、无子者、婬僻者、嫉妒者、恶
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皆可出( 家语) ，其轻易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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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其妻，总而言之曰: 刻与妇人宽于丈夫耳。”［30］

可以说，自基督教进入中国，它逐渐为中国士人

提供了一套新的宗教、思想和文化体系。身在其中的

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和士人，得以依据基督教教义，重

新书写和阐释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进而瓦解儒教

的合理性。因此，“七出”这样的婚姻惯例，原本是圣

人仁厚的体现，当时则成为儒教之差缪而受到抨击和

否定。与此同时，“七出”和“三不去”开始分离。张

鼎、郭友松这样的中国士人，考虑到他们的儒学知识

背景，他们应知“七出”“三不去”之并置和意义，但是

他们却将“七出”单列出来，大肆抨击，而对“三不去”
或是简单提及，或是完全略去。这种简化和消失，同

样有效地服务于他们试图确立基督教合理性的意图。
三、妇女地位的象征: 文明话语下的“七出”书写

时至 20 世纪初期，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开始更

为频繁地撰写、刊发有关中国婚姻和家庭的文章。
一些文章从表面上看，仍有 19 世纪后半期之痕迹，

即批判儒教和佛教、为基督教正名［31］。但是，从一个

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述方式在 20 世纪初逐渐

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论述模式，即妇女地位

说。“妇女”开始被明确为一个具有价值属性的客

体范畴，围绕“妇女”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中所形成的

一系列事实，成为界定和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教化程

度的圭臬。因此，这一时期对“七出”“三不去”和出

妻的论述，主要是在妇女地位说中展开。
在这一时期，对妇女地位说和国家文明论进行

论说的集大成者，非《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莫属。
该书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及其中国助手任廷旭等人

广泛搜罗资料编纂而成，在首卷之外，另有 10 集 21
卷。1903 年，该书由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的广学会结集

出版。同时，因林乐知也是《万国公报》的主编，因此，

该书很多章节也同时在《万国公报》上刊载发出。
林乐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文明论支持者。这从

他对五大洲各国的排列顺序上便可看出。他将全球

各国按 照 文 明 程 度 分 为 三 个 等 级: 未 教 化 ( 如 非

洲) 、有教化( 如亚洲) 和文明教化( 如欧洲和美洲) ，

并依此次序对各国进行论述。“从非亚欧三洲旧世

界至于美洲新世界，从洪荒草昧黑暗之世代，至于释

放长进文明之世代，其足供中国人民之考镜者，诚无

限量矣。……可分世人之教化为三等，即未教化、有
教化及文明教化是也。”［32］(P1) 而各国对待妇女的方式

以及妇女的地位，可体现各国文明的程度。“故论一

国之教化，必观其女人之地位，以定其教化之等级。
西方文明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平等; 东方半教化之

国，其待女人皆不平等。若在未教化人中，则其待女

人，直与奴仆牲畜无异矣。”［33］(P4)

正是在这样一个阶序性的文明等级中，“七出”
和出妻出现在包括中国、日本和高丽在内的东亚诸

国的女俗列表上。如在论及日本女俗时，林乐知指

出:“女子有三从有四德有七出之条，载明于女大学

一书，童而习之，终身守之，不敢违也。七出之条乃

孔子所定，妇人犯之，必出无赦。……妇人当尽之第

一本分，即孝顺翁姑顺服丈夫。”［34］(P12) 林乐知在书中

还收录一篇题为《日本皇国志书揭要》的文章，其作

者是久居日本的美国人葛利斐斯。葛利斐斯在文中

进一步指出:“休妻可援七出之例，此实为虐待女人

之根原也。……以上各条，自是压制女人之良法，惜

其侧重男人一边也。男人可援此以休妻，若男人犯

之，则女人不得有他说，岂非大不平之事乎?”［35］(P33)

同样，在辑录高丽女俗时，林乐知收录了美国人

赫尔伯所撰写的《论高丽女俗》一文。在文中，赫尔

伯指出:“休妻为女人一生最大之事，与结婚同重也。
高丽休妻之例，男女之名分不能平等，但有男子之休

妻而无女子之休夫也。……高丽虽未定有休妻之明

文，但休妻之事，人尽可为，即女人遇恶夫，亦不难避

之矣。……男子休妻之故，厥有数端: 或因其妻犯奸

淫，或播弄是非( 即多言语) ，或冒犯丈夫，或懒惰，

或不修祭祀，或犯窃，皆当声明其缘故，查实其证据，

而后可也。”［36］(P62)

林乐知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最后一集

两卷全部用于论述中国及其女俗。林乐知认为“七

出”是男子暴虐女子的明证。“妇人有七出之条，丈

夫可得操其权，一夫有数妻之俗，妇人有妒忌之禁，

此岂非明证其为暴虐男子所立之法乎?”［33］(P27) 并指

出，“娶妾不禁，出妻有条，苛于妇人，宽于丈夫，不但

家室恒失其和，即国家亦隐受其害矣”［33］(P52)。相较

而言，在文明教化程度最高的西方国家中，“西国夫

妇休弃之事，男女皆有权利，中国则否，休妻为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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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专利，为妻者例不得告休其夫而再嫁也”［33］(P39)。
在谈及“七出”和出妻的同时，林乐知等人对

“三不去”的记述则是相当轻描淡写。在东亚地区，

其实高丽和日本均借鉴了中国的“七出”“三不去”
( 尽管一些具体“出”“去”内容稍有不同) ①，但是，

林乐知 只 在 谈 及 中 国 女 俗 时，才 提 及“三 不 去”。
“凡妇人犯七可出之条者，又有三不可出，一曾服翁

姑三年之孝服; 二先贫而后富，其妻曾同受贫苦者;

三其妻之母家无人，无可归者。三端有一于此，则其

夫即不能出之矣。”［32］(PP38－39) 这种事实性的条列，与对

“七出”大为贬斥的倾向性论述，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林乐知在书中对东亚各国女俗的批评

列表中，不仅有“七出”和出妻，还包括“三从四德”
“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

妾”“幽闭”“缠足”“无学”等涉及东亚两性关系、婚
姻家庭、女性身体和智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

女俗被视为东亚女性地位低下、国家教化不足的象

征。因此，林乐知对这些女俗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
其结果是，中国乃至东亚“女性”被刻画成为一个同

质性的、面目模糊的、消极被动的受害者形象。
更进一步考虑，在妇女地位说和国家文明论等

话语下对“七出”等东亚女俗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殖

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已取得了压倒性的优

势。以中国为例。当西方传教士在 19 世纪前半期

进入中国本土进行传教时，他们往往用“寻新地”、
求贸易这样的理由来合理化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

的殖民扩张。如创办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第一份流

通于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

记传》中曾刊载一篇题为《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

论》的文章。文中指出: “天下之方产，诸地之生物，

各有不同。是以国者，须相交易以补自用。……夫

西洋列国，虽丰盛出货多项，尚有所缺，故此自昔以

来，与亚细亚南方之国贸易……”［37］该文还提及荷

兰和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争夺，以及英国的后来居

上，于康熙年间，“复来贩茶，于是互市路络绎不绝，

故以本国出产等货，易中国之茶叶，愈以愈增，生理

纷繁，彼此添益矣”［37］。至 19 世纪 70 年代，正值教

案频发、中西矛盾尖锐之时，《中国教会新报》这样

的教会报纸仍以利贸易这样的理由来为殖民主义开

脱。如当时有人问“西洋诸国处西土，而我中华处东

土，实风马牛而涉我地”，这是否是西人“凶狡异常、
到处窥觇”［37］? 广东礼贤堂教友王煜初答曰不然，

因为“天地生财，此所有，或彼所无，彼有余，或此不

足，故以有易无以有余补不足。此通商之道所由兴，

亦天地欲联万国之情谊，以敦和好”［37］。
但是，至 20 世纪初期，西方殖民主义已几乎涵

盖世界，不论是占领土地、建立在地体制还是在文化

和思想上的渗透，都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先

例。如在中国，在 1900 年庚子之变后，西方列强对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渗透，可谓达至顶

点。因此，文明论应时而出。西方国家不再将自己刻

画为一种处于土地和贸易匮乏、因此需要对外扩张的

形象，恰恰相反，随着中西权力关系的反转，西方列强

开始用文明的匮乏来界定被殖民国家和地区，从而建

立起殖民国的权威地位和合理性。文明成为一种西

方拥有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缺少的东西，顺理成章，殖

民成为一种西方列强用文明来拯救非教化地区的必

要途径。在这种“‘他者为下’的观念牢笼”［38］(P1) 中，

中国女性和日本、高丽女性便被贴上了地位低下的

标签，有关她们的习俗便成为缺乏文明、亟待西方国

家拯救的明证。就此，“七出”和出妻则成为妇女地

位的象征，从而与整个殖民秩序直接捆绑。
四、从出妻到离婚: 男女平权话语中的“婚姻自由”
如果说林乐知笔下的“七出”和出妻象征了东

亚文明在整个全球秩序中的低下，那么这种书写在

同时期兴起的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则被

视为女性婚姻不自由、受到压制的象征。就女权主

义思潮而言，有关“七出”和出妻的论述主要出现在

这时创办和刊行的女性期刊上。如亚卢( 柳亚子笔

名) 在创刊于 1904 年的《女子世界》上发表《哀女

界》一文。在文中，亚卢指出: “遍翻上古之典籍，近

察流俗之舆论，岂以人类待女子者，而女子亦遂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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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大抵三从七出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

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盖蹂躏女权实以此二大谛

为本营，而余皆其偏师小队。”［39］在这种“蹂躏女权”

的论述中，“三从四德”“七出”“无才是德”等传统女

性规范逐渐成为一种空洞化的常识性符号，它们的

具体内容甚至都可以不用提及，重要的是它们可以

成为一种拿来即用式的证据，一旦提及，便证明了女

性丧失权利、受到压制的“事实”。
相较而言，无政府主义者既有与女权主义者思

想重叠的一面，亦有比后者更为激进和彻底的一面。
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在巴黎出版《新世纪》，在东京出

版《天义》等刊物，其中有不少涉及女性婚姻和家庭

的文章。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一样，

经常以批评“七出”和出妻的方式反对男性对女性

的压制; 另一方面，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从根本上想推

翻的，不仅仅是两性关系，而是整个社会体制。如晚

清最为有名的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何震，在其

《女子复仇论》一文中追根溯源地论证女性如何饱

受压制。她拈出孔子、孟子休妻之例，“孔丘者，儒家

之鼻祖也。而其人即以出妻闻，传子暨孙均有出妻

之行，盖以暴行施之于妻，莫孔门。若孟轲者，儒家

之大师也。因入室而妻失迎，遂谋出妻，其专制室人

为何如。”并继而批评因后儒效仿先贤，导致“于男

子则尊之若九天，于女子则抑之若九渊”。何震又列

举《白虎通》《左传》等若干出妻内容，并在最后加以

案曰:“此乃妇人去留之权系于男子之证也。夫得而

去其妻，妻不得而去其夫。由是夫以恶行加干妇，为

妇者无如之何? 妇以恶行加干夫，即犯七出之律，岂

非古人特为此说，以扩张男子之权耶。”［40］

正是因为“七出”和出妻象征着中国女性在婚

姻和家庭中的被动和无权，因此，此一时期一个最重

要的观念转变便是以离婚取代出妻，来论述婚姻关

系的终结。“至嫉妒离婚，即吾七出之条也，言出不

言离，压制尤甚。”［41］离婚并非近代出现的新词汇，

但是在晚清伸张女权的历史情境中，离婚二字使得

女性一改之前被休的被动，成为能够主动终结婚姻

关系的主体之一。
离婚观念的兴起，与这一时期“婚姻自由”或者更

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观念的流行有直接关系。早

在 1901 年，《清议报》上便发表一篇署名为“蓉君女

史”的来稿《男女婚姻自由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

指出，婚姻自由是男女平权的基础所在，“平男女之

权、夫妇之怨，自婚姻自由始也”［42］。次年，广东鲍蕴

华从日本东京寄给《女学报》主编陈撷芬一函，批评中

国婚姻不自由。“夫言婚姻自由于中国，我中国之婚

姻，岂尚有一毫厘之自由耶? 吾言婚姻，吾虑中国之

已往，吾悲中国之将来。……顾欧西万事皆进化，我

中国万事皆退化，执婚姻一端而论，夫亦可见矣。”［43］

以此为始，“婚姻自由”成为 20 世纪初大众媒体广为

讨论的话题，而“自由”亦成为女子平权的重要手段。
“女子被卑置已久，理当复还本位，所以兴平等之思; 女

子受压制过深，势不终守牢笼，所以倡自由之说。”［44］

受“婚姻自由”话语的影响，确有女性在现实中

主动提出离婚。如曾在无锡锡金公学就读的女学生

杨荫榆在 1901 年左右，受父母之命嫁于一户蒋姓人

家，自婚后夫家便不准其外出求学。杨荫榆“深啣翁

姑及其夫之专制，即行离婚，复入务本肄业”［45］。报

道此新闻的记者对杨荫榆此举颇为赞同，认为这是

“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此等事能多

见，则婚姻自然改良，而男子自大之气、翁姑专制之

风，或得从此而稍杀。女士其好为其难者欤。……

然专制之家庭不破坏，自由之家庭必不克建设”［45］。
1906 年左右，陈樨芝以“被夫虐逼无生”为由，向丈

夫潘步曾提出离婚，并入女学求学，此后又任京口八

旗女学堂教习。1911 年，陈樨芝还向官府提出子女

抚养权和赡养费等诉求。负责官员反感“自平权自

由之说行于中国、寖于女界，父母兄弟之间往往无伦

理之可言，而夫妇不须论矣”［46］，最终拒绝了陈之要

求。此外，一些女性尽管还未结婚，但却主动解除婚

约。如 1903 年，上海女学堂女教习宣某手书一封，

要求与已订下婚约的裘氏解除婚约，“婚配之事，我

国旧例必有父母之命，欧律则听本人之意见。前者

行聘之事，乃家兄一人之意，某至今始知，万难为

凭”［47］。其举被赞为“女权发达之嚆矢，婚嫁文明之

滥觞”［47］。1905 年，在东京留学的女学生林复，以性

情不合为由，向同在东京学习的未婚夫寿昌田提出

“不如自由离婚，各行其是”［48］。林复还应寿昌田的

请求，修改了寿昌田所写的离婚书，还“作自由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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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谢之”［48］，寿“甚喜，谓失之于贤妇，而得之于良

友，亦生平快事也”［48］，并决定继续资助林复的学

费。记者感慨二人之举是“于中国三千年黑暗婚姻

界上放一大异彩者。二君宜受中国夫妇之崇拜，宜

受中国朋友之崇拜”［48］。
事实上，就法律层面而言，《大清律》规定如果

丈夫有妄冒成婚、典雇妻女、妻妾失序等情况，官方

是会判定夫妻离异的。但是，这与 20 世纪初期在

“婚姻自由”话语下所呈现出来的离婚截然不同。
此时离婚，多为女性个体受“自由”思潮的影响，甚

至敢于挑战和否定父母、兄长等家长权威，自行选择

结束婚姻关系。可以说，她们在公共领域中所呈现

出的形象，不再是那种因丈夫违法有过才被官方判

定离婚的女性，而是因个人诉求主动解除婚姻关系

的现代女性。因此，在这些新闻报道中，除陈樨芝一

例记有其提出离婚的法律原因( 这主要也是因为这

则消息是以记录政府公文的形式发表在《大公报》
上) 外，其余的几例在报道时，均未提及这些女性经

由何种法律依据提出离婚，而只是在“婚姻自由”、
倡兴女权的框架下对她们进行赞誉甚至溢美。此

外，由这几例离婚案，我们也可见晚清女子教育在自

由婚姻中的关键作用。它不仅在体制层面上成为宣

扬婚姻自由的现代新兴场域②，从而助力女性的离

婚; 而且，随着女学的普遍化，学校教育也为女性在婚

姻家庭之外提供了另外的生活空间、社交网络和经济

来源，使得女性在离开婚姻后亦可维持生活。杨荫榆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离开夫家后，先后前往日本

和美国留学，并在回国后一直服务于女学界，甚至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北平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可

谓因女子教育而自给自足之典范。因此，20 世纪初期

的婚姻自由可谓受益于女子教育体制化良多。
可以说，在晚清最后十年，由于女权主义者和无

政府主义者的提倡，“七出”这种被视为男权单向压

制女性的出妻婚俗逐渐被空洞化和符号化，而“三不

去”则不复提起。与此同时，( 自由) 离婚取“七出”

而代之，成为更为流行的界定两性婚姻关系终结的

概念。这些转变，与当时社会中倡兴女权、强调婚姻

自由有直接的关系。女性开始被期待成为掌控婚姻

关系、践行自主婚姻的主体。但是，这是否意味着

“七出”“三不去”和出妻从历史中的消退? 其实不

然。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民国，便发现在民国时期，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以“七出”“三不去”为核心

的中国传统出妻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回归和复兴。

五、“常识”之生成: 民国妇女解放话语下的离

婚言论

民国时期对出妻论述的回归和复兴，与此时妇女

解放思想常识化有直接关系。如果说晚清女权主义

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仍需论证男女平权的合法性和必

要性，那么到了民初，妇女解放已由一种振聋发聩的

新兴思想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识。不仅是女

权主义者，而且在更大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

政治家甚至包括一些普通民众，也开始将妇女解放视

为论述两性问题的前提，即妇女饱受压迫、因此急需解

放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实”，借由这种“被他们视为真

实的历史”，时人得以“在诠释中同时进行自我反

省、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乃至付诸实践”［49］(P243)。

由此，时人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妇女需不需要解放，

而是妇女该如何获得解放、两性该如何达至平等。正

是在这种妇女解放常识化的话语中，出妻作为一种已

然形成的“知识”，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视线中。

民国涉及“七出”“三不去”的言论，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

第一类涉及“七出”“三不去”的言论可称之为

流行性女性解放思想。这些言论不仅发表在专门的

妇女刊物上( 如《妇女杂志》《妇女生活》《女声》) ，

而且多见于当时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刊物上

( 如《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 。在这些言论的作

者( 男女皆有) 眼中，“历史真实与诠释标准、价值判

断不可分割”［49］(P243) ，因此，他们经常长篇大论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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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七出”或出妻。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先行的

论述方式，所有的论证、分析，其实都是为了支撑早

已形成的定论，即“七出”和出妻是“封建”社会压迫

女性之明证。如 1922 年瑟庐在《妇女杂志》上发表

的《从七出上看来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便可视为

典型。从该文题目便可见作者倾向，“七出”是中国

妇女地位的一个标签。在文中，瑟庐指出，“所谓

‘七出’，不但要使男子在离婚上完全占优势的主

位，实在要想永远束缚女子，使她们成为万劫不复的

奴隶，并非过言。我国女子所以这许多年来不能取

得人的地位，可说是完全受七出之赐”［50］。这种压

迫、束缚女性的论调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
1943 年，乐无恙( 丁景唐之笔名) 发表《出妻史话》一

文。其 在 开 头 便 指 出，“‘出 妻’是 中 国 历 史 舞

台———封建剧场上所演出许多‘凄惨欲绝’剧目中

的一项特殊插曲。和在其他的封建惨剧中的角色一

样，妇女又再度串扮了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一员”［51］。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流行性的女性解放言论中，

作者对“三不去”往往避而不谈。唯一一例谈及“三

不去”的，便是乐无恙，但其态度也是相当否定的。
“或者有人觉得我的话太苛刻，而提出相反的意见，

以为孔子家语中也曾有‘三不去’的条项，以示男女

平等，给与女子的保障。……这是说谎! 世界上绝

没有那种保障———强权者赋与被蹂躏者的保障! 谁

要是相信白纸黑字的条文可以保障的话，那真太天

真了。圣贤既根据男尊女卑的男权观念订立‘七

出’典律，‘三不去’实不过是后人为了掩饰‘先圣’

的颜面略为敷衍，卖野人头，骗骗‘愚妇’罢了。”［52］

就此而言，如果将“七出”“三不去”视为一系列涉及

传统婚姻和家庭规范的历史元素，那么这些作者有

意识地强调了其中的一些，而隐去另外一些，并按照

现代性的诠释标准和价值判断，重新书写和建构了

中国女性的过去和现在。
在对“七出”和出妻的批评背后，反映的是民国

时期爱情至上论的兴盛。这一观点始于新文化运动

时期对爱伦凯等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宣传，认为

爱情是两性关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高涨时期，婚

姻的缔结和终结，均可视为男女二人基于爱情存在

与否而做出的自由选择。一时之间，婚姻自由之风

大盛，尤其是离婚自由。“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常常

感受了欧美思想的吸引，什么个人主义、工业制度，

一天一天地随着发达，对于一切旧伦理、旧信条加以

怀疑和反抗，同时对于家庭制度也起了不少反动，而

所谓离婚一事渐渐成了个问题。二三年来，因为新

思想的传播和妇女运动的热闹，婚姻自由的要求、恋
爱神圣的呼声，几至普遍到全国，因而离婚问题也一

天一天变为重大和紧要起来了。……所以主张婚姻

自由，便不得不更提倡离婚的自由。”［53］

循此逻辑，几乎“七出”中的每一条都被时人拿

出，仔细审视并大加批判。如对无子出妻，有人便认

为若婚姻只为生子，那“不异自侪于禽兽，视女子为制

儿机械，则其婚媾如犬马之野合耳”［54］。而像嫉妒，则

彻底被翻转为爱情的真谛，可谓无嫉妒，非爱情。“妒

者，爱之所生，一方面爱之专一，一方面爱之不专，于

是而妒生。爱能专一，妒何自生。”［59］这种论述方式，

可以说是以民初一整套的流行词汇、语言和逻辑，重

新阐释了“七出”，使之成为爱情至上观的注脚。
第二类涉及“七出”“三不去”的言论可称之为

专业化的妇女解放言论。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

始，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以婚姻和家庭为

题，进行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研究。这些

学者大都出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青年时期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基本留学日本或美国，回国

后，他们一般选择在大学中任教，著书立说。他们对

中国婚姻和家庭的研究，或者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或者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校

校刊或同人刊物上。如陈东原( 1902－1978 ) 的《中

国妇女生活史》( 1928 年) ，陶希圣( 1899－1988 ) 的

《婚姻与家族》( 1934 年) ，陈顾远( 1896 －1981 ) 的

《中国古代婚姻史》( 1933 年) 、《中国婚姻史》( 1936
年) ，陈鹏( 1909－1969 ) 的《中国婚姻史稿》( 该书于

1937 年开始著写，至 1957 年完成，1990 年出版) ，董

家遵( 1910－1973) 在中山大学的《社会研究》( 季刊)

和《文史汇刊》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其中涉及“七

出”“三不去”的有《汉唐时七出研究》，载《文史汇

刊》1935 年第 1 卷第 1 期) 等。
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对中国婚姻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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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学术关注，一方面与 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提倡

整理国故有关，借这场整理国故运动，很多学者搜集

和积累了相当多的有关这些议题的资料，得以撰文

著书③; 另一方面，这也与此时高校一些学科的体制

化进程有关。如自清末传入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
民族学、法学等学科，至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体制

层面逐渐成熟，成为高等体育中的学科院系。这些

院系的教师在国内外接受了系统的学科训练，在其

任教过程中，他们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

料搜集，而且组织学术机构、创办学术期刊，形成了

一个个以高校为体制依托的知识共同体④。即使中

国传统自有的历史学，此时也经历了进化史观、马克

思主义史观等现代性史观的渗透，与之前大有不同。
可以说，此时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

他们以各自的专门知识、专业语言、学科实践和学术

框架，开始重新论述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这其

中便包括婚姻和家庭这样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结

构性体制。如陶希圣在其《婚姻与家庭》一书中所

说的一段话便颇能代表这一知识学术化的趋势。
“近几年来，有许多社会学民族学的名词都成了惯熟

的口号，于是这些名词的意义都晦了。说到经济与

政治构造，差不多什么都是‘封建的’，说到亲属制

度，差不多什么都是‘宗法的’。”［55］(P1)

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便是这类专业化地研

究中国婚姻和家庭的典型。陈顾远出身法学，先后

在北京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工作。
1936 年，陈顾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婚姻史》一

书。在前言中，陈顾远指出，要从社会学及法学的角

度来审视婚姻问题，“婚姻为社会现象之一，而又法律

现象之一，社会学家及法学家均甚重视其问题，详为

探讨，求有所明”。在整本书中，陈顾远持一种“就史

言史”的态度，即不能“以个人主观上的或种见解，被

于客观的史实之外”［56］(PP1－2)。因此，在论述“七出”
“三不去”时，陈顾远虽使用现代的学术词汇但却并

无套用的生硬。如陈顾远谈及“七出”时，便言:“七出

属于夫方专权离婚之事，于现代诚极不合理由。然在

往昔，则设此七种条件以限制其专权之行使，故黎蒸

不熟，或人即以为问，对社会亦未尝无相当之功效也。

盖往昔男权高张，女子或以色衰而被弃，男子或以富

贵而再娶，比比皆是。……则在礼法上设为七出之条

件，并受三不去之限制，实不容已也。”［56］(PP242－243)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此时妇女解放已经成为一

种不言自明的流行思想，即使是这些学者，妇女解放

思想也是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其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

中的。因此，尽管他们以专业化的知识来阐释婚姻

和家庭，这其中却多少掺杂着妇女解放思想。比如

董家遵的《汉唐时“七出”研究》一文便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董家遵曾经先后就学于厦门大学、中山大

学社会学系，1934 年自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于社会学系。1935 年，董家遵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

科研究所出版的《文史汇刊》杂志上发表《汉唐时

“七出”研究》一文。董家遵在文章中指出: “从‘七

出’的本质看，我们知道‘七出’的目的，不是保障婚

姻的持久，也不是专给男子以离婚的便利，而是建在

宗法主义的基础上来维持家族的利益。”［57］这种论

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学式论述，与之前那种认

为“七出”“永远束缚女子，使她们成为万劫不复的

奴隶”［57］的观点颇为不同。但是，董家遵很快又说，

“许多人以为……当时的‘七出’不过是少数人在礼

书上说说，没有定为律例或被人采作离婚的根据。

这种虚伪的掩饰，简直把封建时代离婚制度的恶毒，

轻轻地抹杀了”［57］。董家遵尤其批判恶疾一条，指

出:“可怜的妇女，无论她是穷无所归，或与夫有同贫

苦同患难的关系，苟偶然不幸被恶疾所侵，法律是准

许其夫把她离弃的。这简直是说: 妇人犯了恶疾即

有意的冒犯，不是意外的灾祸。这不是不合理的混

账制度吗? 另一方面看来，便明白地把女子当作器

具玩物。适用时便留着使用，损坏时可以任意把她

抛弃，这是奴隶不如的待遇哟!”［57］由此，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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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若兰:《五四妇女史观的建构: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研究》，提交于“走过五四: 反传统风潮下的知识妇女与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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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孙本文文集》第 3 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159－330 页。亦见王铭

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1－52 页。



便一转而为一篇颇具流行妇女解放思想特点的、声

讨传统婚姻制度的檄文。
这种以专业知识包装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述方式，

不仅表现在对“七出”和出妻的描述中，也表现在学者

们对“三不去”的呈现方式中。作为自视客观、理性的

学术研究，这些学者基本都会论及“三不去”，而不是

像流行妇女解放论者那样将“三不去”隐去。但是，学

者们在讲到“三不去”时都相当简单，如董家遵在《汉

唐时“七出”研究》一文中，对“七出”的批判相当详

尽，大约占 8 页篇幅，但对“三不去”就提到一句，“‘三

不去’在于‘义绝’的条件之下便失了效用”，读者甚

至都不知道“三不去”到底是哪“三不去”［61］(P293)。陈

鹏⑤的《中国婚姻史稿》更是如此。在书中，陈鹏以一

卷的篇幅专门谈及离婚( 第 11 卷) 。其中，大约有 16
页论及离婚的用语、性质、观念演变等，用 14 页的篇

幅详细分析了“七出”的各条，但是在“七出”部分的

最后，只用了不到半页的篇幅说到“三不去”，并且只

是简单列举各朝有关“三不去”的相关律令，而没有任

何分析［58］(PP589－627)。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一书，则

完全未提及“三不去”［58］(PP48－53)。可以说，尽管学者

们对“三不去”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判断，但是这

种论述方式本身便是一种无言的倾向。
第三类涉及“七出”“三不去”的言论可称之为

微知识。除了流行性妇女解放论述和专业性妇女解

放言论外，时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七出”还经常以一

种微知识的面貌出现在大众媒体中。也就是说，“七

出”经常被简化为一种词条式的知识存在，一般只有

具体内容和定性结论两部分，且多占据报纸和期刊

页面上很小的一块。如 1936 年在《妇女生活》上，便

有《小辞典·七出》。作者先是定性地说，“七出是中

国古代妇女嫁到夫家，如果犯了七件事情之一，便要

退回娘家的。出就是赶她出去的意思，也叫做‘七

去’”。继而列举《大戴礼记》中“七出”的具体内容。
最后评述道:“这七条中，如无子和恶疾，都是视女子

为机器，机器不适用了，便要退还。淫是表明损害所

有权，而男的却可三妻四妾，连妒都不许你妒; 其余

四条都表明她是不驯服的奴隶，所以非退还不可。
这是非常侮辱女子的规律。中国现在虽然没有七去

的规定，但是它的潜力还普遍于各地。”［59］另外，《民

友月刊》也是类似的模式，在整页下方有一块空间，

专门以小词典的形式写各类词条，将“七出之条”与

“三从四德”“妇女问题”并列，每条不过三四句话。
如“七出之条”只有三句话，开头是“中国古时对于

妇女所施行的规律”，接下来是“七出”的具体内容，

“所谓七出就是‘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

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最后是一句总

结，“为封建社会中最无人道的规律”［60］。三年后，

在《五云日升楼》这份杂志上，“七出”被列于《事物

志微》栏中，与戒指、月事、重行合巹、帕首、拜堂并

列。“七出”被视为“俗詈妇人之不贤者，谓犯七出

之条”［61］。这样的微知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报刊

上相当流行。它一方面有调节版面的功效，让整个

版面看起来更加紧凑和清晰;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

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即将知识细

碎化和表面化，读者只需浮光掠影地看上一眼，便可

知某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时代评价。而这种知识究

竟是如何历史地形成，或者在形成过程中有何争论

或变化，则完全不在读者考虑的层面。读者无须多

少思考和深入阅读便可快速掌握这些微知识，由此

形成一种高度口号化或者符号化的知识点，嵌入其

现代性的知识结构中。
六、体制的回应: 民国法律体系对“七出”“三不

去”的存废

尽管民国时期对“七出”和出妻的批判已成为

一种流行思潮，但吊诡的是，在体制层面，自唐代以

来便具备律令效力的“七出”“三不去”却历经南京

临时政府、袁世凯政权和北洋政府，一直是历任政府

判决男方诉请离婚的主要依据，直到 20 世纪 30 年

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修订颁行《中华民国民法典》
的《亲属编》，“七出”“三不去”才完全从法律体系中

消失，由此可见思潮先行和体制滞后之间的张力。
自 19 世纪后半期便受到各种批判的“七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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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妻，为何一直能够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而且是

在一个自视建立在西方式的民主和共和基础之上的

新政权? 这与民初法律体系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其

实，早在清末，清政府便任命沈家本、伍廷芳等人为

修订法律大臣。二人在西方和日本法律体系的基础

上，于 1911 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就离婚而言，

《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夫妻二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两愿离婚，并列举了离婚的九个理由: 重婚者，妻与

人通奸者，夫因奸非罪被处刑者，彼造故谋杀害自己

者，夫妇之一造受彼造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

者，妻虐待夫之直系尊属或重大侮辱者，受夫直系尊

属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夫妇之一造以恶意遗弃彼

造者，夫妇之一造逾三年以上之生死不明者［62］(P174)。
尽管其中仍有“七出”之痕迹( 如第二条) ，但“这种

离婚制度与传统的‘七出’制度相比，提出离异不再

只是男性的权力，传统社会男子的离婚垄断权被打

破，女性也具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63］(P149)。

但是，未等《大清民律草案》实施，清政府便被

推翻，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决定略过未经实践的《大清

民律草案》，继续沿用清代刑律。“惟民律草案，前

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

照前清现行刑律中规定各条办理。”［64］(P59) 因此，民初

一直援用清代现行律的民事有效部分作为审理案件

的依据，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正是因为沿袭了清代现行律，《现行律民事有效

部分》不出意外地收入了“七出”“三不去”“义绝”
等传统涉及婚姻关系终结的条例。张勤认为，《现行

律民事有效部分》“重申清代离婚法中‘七出’‘三不

去’‘义绝’等法律原则的有效性，可以说是固有离

婚法的延续”［65］(P316)。比如，“有统一解释权和最终

决定力的”［66］大理院曾对“七出”中的无子进行解

释:“查现行律婚姻门出妻条所称无子之义，系指为

人妻者达到不能生育之年龄而其夫除另娶外别无得

子之望者而言。盖该律主旨在于得子以承宗祧，故

凡夫已有子 ( 如妾或前妻已生子或已承继有子之

类) 或虽不另娶妻亦可有子者，当然无适用该条之余

地。其不能生育之原因，仍须在妻，更无待言。至不

能生育之年龄，诚如来函所述，应准用立嫡子违法条

内所定五十以上之岁限。又妻虽具备无子之条件而

有三不去之理由者，仍不准其夫离异，此律所明定

也。”［67］像夫已有子( 不管是谁所生) 、妻子未到 50

岁不能出这样的说法以及慎重使用无子出妻这一条

例的态度，均与之前历代王朝相差无几。
自然，大理院也认识到沿袭前朝律法与维护新

建政权之间的不洽，一些律令“与社会情形悬隔天

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

法，改弦更张，又滋纠纷”［68］(P904) ，因此，也通过援引

条理、判解先例、案例解释的方式，多少接续了未被

施行的《大清民律草案》的内容。比如，对“七出”之

条，大理院不仅规定丈夫不能以妻有恶疾而离婚，而

且将“不事舅姑”的认定标准客观化［68］(PP119－120)。更

重要的是，大理院还扩大了妻子离婚的权利，承认在

“不堪同居之虐待”“受夫重大侮辱”“男子通奸”
“夫恶意遗弃其妻达三年”“夫纵容其妻与人通奸或

典卖其妻者”“男子婚后有残疾”“男方重婚”“妻受

夫之尊亲属虐待或妻之尊亲属受夫之虐待侮辱”等

情况中，妻均可提起离婚［72］(PP94－112)。再加之此时社

会中爱情至上、自由离婚之思潮颇为流行，一时之

间，离婚人数激增。司法部甚至不得不于 1922 年下

令限制离婚。“近来民间离婚之事，日盛一日，故司

法部特于日昨训令各法院，略谓离婚一事，苟有具备

一定之条件者，固为法律所不禁，惟是若不稍寓限

制，则与风俗前途，大有影响，此后各法院对于受理

请求离婚之件，务须严加取缔，而对于双方手续非十

分完备者，尤不宜照准离异云云。”［69］

社会思潮的涌动和社会现实的多变，有时会对体

制改革起到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这从南京国民政府

一直努力将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思想引入司法改革可

见一斑。南京政府甫成立，便任命著名法学家燕树棠

起草《亲属法草案》。其草案序言，很能看出当时妇女

解放思想对司法领域的渗透力度。燕树棠坦言:“重

男轻女之习惯，由来已久，反映于法律，导致男女间差

别待遇，遂成牢不可破之局势。妇女解放，夙为各国

共通之问题，有经立法者、政治家及女权运动者数十

年间之努力奋斗，而仍未能达到最终之目的。在彼号

称先进之文明国家，而法律上男女平等地位之不平

等，犹多在所不免。如离婚条件宽于男而严于女，对

于子女行使亲权，认父应优先于母，于一定限度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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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夫权之存在等等皆是。此草案则无论就何事项，苟

在合理范围内，无不承认男女地位之平等，实将上述

种种历史上之陈迹，于学理上无存在价值者，一扫而

空之。”［68］(P906) 可惜的是，该草案并未付诸施行。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立法院，对民法

典进行修订，其中因亲属编和继承编与社会关系最

为密切，所以南京国民政府花费两年时间进行修订，

直到 1930 年年底才通过和公布了《民法亲属编》和

《民法继承编》，并于 1931 年 5 月 5 日开始施行。在

《民法亲属编》中，“七出”“三不去”“义绝”等传统

离婚理由被彻底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下离婚原因:

重婚者，通奸者，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

者，妻对于夫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

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夫妻之一方以恶

意遗弃他方正在继续状态中者，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

他方者，有不治之恶疾者，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生

死不明已逾三年者，被处三年以上至徒刑或因犯不名

誉之罪被处徒刑者［70］(PP111－119)。至此，夫妻双方开始

享有相同的离婚权，而不是各自依法提出诉请。
“七出”“三不去”从民国法典中消失，以及夫妻

同等离婚权的确立，使时人对《民法亲属编》的颁行评

价颇高。一位署名为“心水”的作者在当时颇有影响

力的《生活》周刊上指出，《民法亲属编》中关于离婚

的条例最能体现“男女平等的精神，清律夫对妻有‘七

出’之条……妻对夫无‘一出’之例; 即民国从前的现

行律，妻犯奸时夫得请离婚，夫犯奸时妻不得请求离

婚，仍不平等，现在新民法则重男女平等”［71］。而民法

亲属、继承两编开始施行的 1931 年 5 月 5 日，则被视

为“女子解放之新纪元，宗法社会之殡葬日”［72］。也就

是说，直到 1931 年，在社会中广受批判的“七出”和出

妻，才最终从国家司法体制中彻底消失，妇女解放亦

成为一种被国家权力体制化的“常识”。
七、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有关“七

出”“三不去”的各类话语转变，并大致勾勒了“三不

去”被遗忘、“七出”被视为压迫女性象征的历史过

程。这种看似烦琐的分析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

要的问题，即当下的某些知识或认知到底是如何形

成的。“七出”“三不去”这样在传统社会关涉中国婚

姻关系和儒家礼制的知识，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内容空

洞、高度符号化的常识，人们无须知道其具体内容，却

能轻易地脱口而出其象征意义。事实上，如果从一个

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有很多类似“七出”“三

不去”这样的知识点，它们一一连缀，构成了当下很多

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这背后反映了这样一种

意图，即在社会日趋复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更清晰、
更有效地掌握这个世界，才能获得意义。就像格尔茨

( Geertz C． ) 所言，常识的背后是一种“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明显的想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常识带

来的是一个熟悉的、可以清楚认知的世界［1］(P77，91)。但

是，这样一种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并非一个自然而

然、毋庸置疑的现象，而恰恰是一个需要历史化分析

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呈现出“理所当然”背后

的“理”，才可以解释为何会有如此之“当然”。
以“七出”“三不去”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最后

这种简约化、符号化的知识生成，与 19 世纪后半期

以来话语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这包括在基督教文

化影响下对儒教的批评，殖民主义在全球取得压倒

性胜利后兴起的文明论和妇女地位说，女权主义者

和无政府主义者对男女平权的提倡和宣传，妇女解

放思想的常规化、专业化和肤浅化，以及滞后的国家

法律体系回应社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努力。这些话

语并不必然只是一种时间序列上的推进，恰恰相反，

这其中既有并置和延续，也有回滞和冲突。甚至有

些外在的叙述，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如传教士

和基督徒对儒教的批评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儒学的

批评———但其背后却是不同的话语在发挥作用。同

时，我们也可看到近代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论述出现了

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流动过程。从最初基督教文化

相对于儒家文化的边缘到日后妇女地位说成为国家

文明程度的衡量准则，从最初男女平权作为一种非主

流思想的出现到日后妇女解放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

的常识，不同的知识体系轮番上阵，各自划分着主流

和边缘的界限，又持续地模糊着主流和边缘的界限。
话语是 权 力 的 外 衣。正 如 彼 得·伯 克 ( Peter

Burke) 所言，任何知识的选择、组织和呈现，“都不是

一种中立的和无价值倾向的过程。恰恰相反，它是

一种由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所支撑的一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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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73］(P176)。从有关“七出”“三不去”话语的转

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权力关系在发挥作用，如

中西、男女、常识与专业、法律与社会等。这些权力

关系的运作，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依托于具体的、实

际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比如传教士在中国创办

的基督教刊物和出版的书籍、女权主义者和无政府

主义者在中国内外创办的杂志、女学的常规化、高校

学科的建制、国家司法体制的变革等。因此，我们不

能仅仅停留于描述话语的表层呈现( 当然这是必须

的和重要的) ，而是要更深入地去探讨如何通过这些

结构和体制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因此，一个文本

便不只是一些文字的集合体，而是背后各种关系折射

于表层的体现; 一个女权主义者或一个大学的社会学

教授也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其思想亦是各种权力关

系互动的凝结物。知识生成背后的权力关系总是沉

静地隐于幕后，面目模糊地发挥作用。可以说，只有

当我们能将这些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剖露出来时，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会这样想问题、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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