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学动态

中国古代女德教育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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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述评

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日益提高，传统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是

这种复兴也带来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是开历史

倒车、温习封建文化，是“捡起旧时糟粕，强化传

统女性的依附性人格。”①也有人认为应重视妇女传

统美德的价值，并按着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造提

高，赋予其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

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时代发展

的需要，需要全方位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而以教导女子、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女

德班随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的浪潮也一度被推上风

口浪尖。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女德教育对于塑

造古代女子形象、规范女子行为是有一定积极影响

的。但是一些对于古代女德教育的的误读，也使得

女德教育被妖魔化，负面报道屡见报端。如何客观

地看待传统文化的过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本文对古代女德教育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整理，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逐渐接近中国古代真

实的女德母教。

一、我国古代女德教育研究情况

以“古代女子教育”、“女德”、“女子道德教

育”、“母教”、“女子德育”、“古代女子伦理”
为关键词在 CNKI (中国知网) 上检索期刊文献，大

概有 30 多篇论文。90 年代的论文虽然距今较远，

但是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在今

天仍有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女德教育” (后文以

“女德”代之) 展开论述。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

中，发现 “妇德”、“女教”、“母教”等关键词

与中国古代女德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讨论中国

古代女德教育时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这些词语。所

以我们首 先论述“女德”、“妇 德”、“女教”、
“母教”的相关内涵。

1. 女德、妇德、女教、母教的内涵

对于女德的概念，浙江大学苏羽认为，中国传

统文化中所谓“女德”是指妇女应该具有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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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妇道、妻道和母道。② 中南

大学孙哲、刘立夫认为，女德，或者说妇德，外延

极广，主要包括女子的德性及其日常行为规范。教

导女子如何具备相应的德行的教育就是女德教育，

它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东南大学陈

爱华认为，传统女德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

广义的角度看，它包括了从先秦时期直至近代的女

德学说。从狭义的角度看，主要是指“三从四德”。④

淮阴师范学院黄明理、张超认为，中华传统女德的

主要内容是“从”、“节”、“孝”、“勤”。⑤ 福建

社会科学院许莹莹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妇女道德发

展史上，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伦理思想家都赞同的基

本规范就是“三从四德”，它是中华传统妇女道德

的集中反映。中华传统女德的基本内涵是妇德、妇

言、妇功、妇容。⑥

对于女教、妇德的概念，湖南女子大学易银珍

认为，所谓“女教”就是指用规劝告诫的方式诱导

女性从举止动作到一颦一笑如何做到符合封建礼教

的规范，彻底全面、从内到外地完成对父权、夫权

的驯服和尽忠。所谓“妇德”实际是对妇女的道德

规定，史称“四德”。⑦

肖群忠认为，传统女性道德是“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妇德，主要是对女子的行为和品质要

求。从严格意义上讲，敬顺、贞节节烈等都可以说

是一种女子个体道德。⑧

何静之指出，以君臣、父子、夫妻，这“三

纲”为准绳，制定出的一整套的伦理、道德、礼仪

的标准和具体内容，用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

动，可称之为礼教。其中专门针对妇女的部分，可

称之为女教。⑨ 内蒙古师范大学张丽杰认为，“女

教”即女子教育。⑩

陕西师范大学高荣楣指出，中国自古便极为重

视教育妇女，只是目的不在于让她们学习知识，开

发智力，而是要让妇女们知晓礼法、妇道，成为最

符合男权社会要求的淑女贞妇。由于这种观念，中

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发达的“女教”“女学”。輥輯訛

济宁学院李群指出，母教文化是关于母亲教育

的文化。目前，我国学者对“母亲教育”的界定，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母亲的教育”，认为

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承担着教养子女的重

任；二是“教育母亲”，即通过对母亲实施教育，

提高母亲的素质，从而提升母亲的教育质量。輥輰訛

在进行整理之后，在本文中对“女德”的讨

论，范围限定为广义的女德，即包括女教、妇德、
母教中教育母亲的部分等涵义在内。中国古代女子

教育，以“女德”为首，因此女德的涵义在本文中

也应包含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中关于“女德”教育的

部分。古代女子伦理道德教化、封建社会礼教中关

于女德教育的部分在本文中也包含在“女德”的涵

义之内。
2. 女德的产生

(1) 女德源于 《易经》中的阴阳哲学。咸阳师

范学院王渭清指出，《易经》是我国最早阐述男女

两性关系的经典著作。作为一部哲学著作， 《易

经》将阴阳、乾坤、天地、男女作为相对的概念赋

予了哲学的含义。纵观全部《易经》所言八八六十

四卦，可以说完全是基于阴 (- -)、阳 (—) 两爻，

阴阳两爻是一切思想的根源，也应是一切文化制度

的根源。由阴阳观念衍生出的男女关系最初是作为

一个哲学的命题，被认为是社会伦理之始。輥輱訛

中国人民大学吴效马指出，生成、传衍于宗法

农业社会土壤的中国传统性别秩序理念，乃是中国

古代礼法制度、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源

自《周易》的阴阳乾坤学说为哲理依据，以扶阳抑

阴、尊男贱女、“夫为妻纲”和阴阳互补、“夫妻

一体”“夫义妇顺”为核心原则。輥輲訛

易银珍指出，《易经》中坤道要顺应乾道。人

的自然性别被赋予阴阳的涵义，阳为男为刚，阴为

女为柔。由天尊地卑而致男尊女卑，开启了古典伦

理的运行轨迹，奠定了其后中国传统社会男女道德

人格的基础，成为处理两性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也

带来封建女性伦理观念的形成。輥輳訛

(2) 与封建宗法制度相联系。中国古代女子教

育的发展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湖南科技学院

乐伶俐指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宗法制度社会，维持宗法制度社会正常运转的

是伦理关系。我国传统社会通过建立一套完备成熟

“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来管理国家、制约和规范

人们的行为，具体而言，即落实到依“礼”而治。輥輴訛

许莹莹认为在宗法制封建时代，古代女子教育

的这种状况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有利于维护小家

庭的和睦安定，进而促进君臣等上下关系的和谐，

并最终实现宗法等级社会的稳固。輥輵訛

严琬宜、曹大为认为，中国古代在农耕自然经

济与宗族血缘纽带双重制约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

国家行政组织与血缘纽带相互耦合，凝为社会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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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约、规定着中国古文化的导向。在这片特

定社会土壤中积蕴的妇女问题，同样打下这一社会

文化传统的特殊印记。輥輶訛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李桂梅、张翠

莲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注重男女差异，是个男

女有别的社会，当然这种注重不是单纯地基于男女

两性生理上的差别，而是基于封建宗法社会保持稳

定的需要。封建宗法制度决定传统女德的构建，女

性的角色、身份和行为规范均以此而设定。在宗法

家族血缘关系中，则被排除在宗族世袭统治和财产

的继承权之外。在注重宗族整体利益的条件下，女

性也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只有依附于宗族势力才

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传统女德构建的过程也就

是封建宗法制度依据不同时代的要求，对传统女德

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輥輷訛

(3) 儒家伦理对女性进行塑造。青海师范大学

纪宁指出，在儒家大背景下的中国是一个重视家

庭、有高度秩序并具有等级观念的社会。儒家上承

父系氏族社会文化和周代所构建起的父权制社会性

别制度，强调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女有别的纲

常伦理思想和观念。男女双方生理上的差异，在以

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强化，将女性

卑弱论上升到了哲学理论高度，根深蒂固地深植于

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一种天经地义、永远如此

的意识。輦輮訛

易银珍认为，家国同构的儒家伦理结构使女性

自觉置诸“内”的伦理位置。家庭伦理是国家伦理

的基石，而夫妇之道是天地之道的家庭呈现，男外

女内是儒家伦理体系下所规定的男女性别角色的伦

理位置。作者还指出，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男性

身处由君到子层层相扣的伦理阶梯，而妇女则限制

在家的脉络里，仅居五伦之一，她们的社会脉络被

无限简化。“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及性别隔离制

度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家”成了女性

全部的生活空间，家务成为女性的一生事业。考察

传统伦理话语，妇女一直被深植于家庭之“内”，

终究没能归结到女性主体本身。作者指出，儒家女

性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伦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规范女子道德行为

的根本准则。一方面，儒家女性伦理是男性中心社

会里为统治女性而制定的，总体上是维护、代表男

性利益，压抑、摧残女性群体的。它造就了一代代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又弱不禁风的柔弱女子。另

一方面，却也培养了中国妇女的温柔贤惠、和顺谦

让、勤劳节俭、无私奉献等优秀品德，以及德才兼

备、刚毅勇敢，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气质，体现

出我国古代女性的传统美德。輦輯訛

3. 女德的历史发展

黄明理、张超指出，中华传统女德发端于先

秦，形成于两汉，反复于魏晋南北朝，重构于隋

唐，强化于宋以后。輦輰訛

李桂梅、张翠莲輦輱訛认为，夏商周时期对女性德

行的认识仍然处于自然朴素的认知阶段。在先秦以

前 的 文 化 中 ， 女 德 主 要 指 女 性 所 具 有 的“生”
“养”能力以及相应的德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

家思想的不断完善，其所倡导的礼治思想开始渗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

女内的礼性规定。生殖、养育虽仍是女性的主要职

责，但女德的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男女两性的

关系被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起端而逐渐具有礼制的

意味。西汉时期，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和东汉班

昭编著的《女诫》表明女德真正演化为封建伦理思

想体系下女性德性、言行、修养和态度等方面的原

则规范。五帝时期专门针对女性的礼节规范已经出

现。夏桀、殷纣、幽王的宠妃干涉政治生活，最终

败国离家。其时，女德构建的必要性逐渐凸显。春

秋战国时，传统女德构建的基本框架形成。这一时

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为结束这种混乱局面，

孔子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在孔子修订和整

理的六经中，出现了妇礼、妇道、妇德、母道等女

性专门的规范概念。两汉时期，女德构建的理论依

据得到完善并开始实行。董仲舒将“三从”上升为

“三纲”，将普通的行为规范上升到政治高度。《白

虎通·五行》则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论证男尊女

卑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理论的完备，为女德构建奠

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女德的经典读本《列女传》和

《女诫》问世，“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其主

旨思想。唐宋时期，女德构建内容逐渐转向贞节、
忠孝。明清时期，女德构建得到强化，节烈成了戕

害女性的沉重枷锁。这一时期封建官僚体制越来越

僵化，对女性的贞节提倡达到了最高点。作者还指

出，传统女德构建的过程也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依据

不同时代的要求，对传统女德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
如果说先秦典籍中对女德的思考更多是出于对女性

自然的生理和心理的朴素认知，而封建社会形成之

后，女德的构建则更多具有封建宗法制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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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德的教化书籍

徐州师范大学陈延斌、王丹丹輦輲訛指出，女训或

称女教书，是专门以女性为教育对象，通过文字与

语言的形式阐述女性如何治家处世的训揭，道德

教化是古代女训的主要内容。古代女训分为先秦

时期 (发轫)、汉唐时期 (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

时期 (繁荣与昌盛)、明清时期 (鼎盛时期) 四个阶

段。先秦时期是发轫期，中国古代女训产生的萌

芽在《诗》 《书》 《礼》 《易》 《春秋》 《论语》
《孟子》等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有所反映。汉唐时期

是形成和发展时期，从汉到隋唐是古代女训在中

国的第一次高潮。该时期的女训仅专著就有 《内

训》 《列女传》 《女诫》 《女鉴》 《女记》 《诫诸

女及妇》 《女戒》 《戒女》 《女孝经》 《女论语》
《戒子拾遗》 《贞顺志》 《妇人书仪》 《妇人训诫

集》 《美妇人传》 《妬记》 《娣姒训》 《后妃记》
等多种。宋元明清时期是繁荣与昌盛时期，这一时

期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女训著作的思想内容更加

理论化、系统化，而且还出现了除语录、书信、经

书、条规之外的诗、词、箴、铭及歌诀等新的表现

形式。宋元时期女训的代表作有司马光《家范》中

的女训部分、宋太祖赵匡胤的 《戒公主》、徐伯益

的 《训女蒙求》和许熙载的 《女教书》。明清时期

是鼎盛时期，作者归纳了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书

籍，如黄尚文等人汇辑的《女范编》，明仁孝文皇

后的《内训》，王刘氏的《女范捷录》，官吏温璜记

录整理其母训诫的《温氏母训》，李氏与丈夫袁参

坡的《庭帏杂录》，诗人徐媛的《训子》，以及黄氏

的《训子诗三十韵》和 《百字令·戒子》等。清代

是“集女教之大成”的时期，如陈宏谋的《教女遗

规》、陆圻的 《新妇谱》、陈确与查琪两人补作的

《新妇谱补》和 《补新妇谱》、蓝鼎元的 《女学》，

还有大量流行于民间下层的女训，如 《妇女一说

晓》 《闺训千字文》 《绘图女儿三字经》 《闺阁

箴》 《女小儿语》等。
作者根据写作内容的不同，将古代女训的类别

分为说教型、典范性、混合型。根据写作方式、写

作风格的不同，将女训分为引经据典型、清规戒律

型、书信随笔型、箴语歌诀型。根据女训针对的训

诫阶层对象不同，将女训分为专门针对皇室的、贵

族的、宦官的、殷实之家的、平民的等。根据训诫

教化范围，划分为家庭教化型、社会教化型和混合

型等。

河北师范大学安拴虎輦輳訛认为我国古代很早就有

了女教的读物。作为周代礼义集大成的“三礼”中

关于如何做媳妇、事舅姑 (即公婆) 的规矩、礼义

的内容，可以算作是中国古代女教读物的雏形。女

教教科书的出现是在汉代，汉以后，女教的读物陆

续增多。汉代是女教读物的奠基期，直到宋代后

期，理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女教读物便迎来

了第二次高潮，不但内容上出现了多方面的更新，

而且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以及妇女生活等发

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从汉至隋，女教读物仅专著

就有《曹大家女诫》 《妇人书仪》 《列女传》 《女

鉴》 《妇人训诫集》 《贞顺志》 《女记》 《美妇人

传》 《妬记》 《娣姒训》 《后妃记》等，其中《列

女传》就有刘向、赵母、刘歌、曹植、皇甫谧、茶

母邃等人撰写的 10 种不同版本。唐代女德教科书，

除上述各书外，又有《内训》 《女训集》 《妇人训

解集》 《女则要录》 《孝女传》等书。宋代有《诫

女书》 《弟子职女诫乡约家仪乡仪》 《家范》；明

代有 《高皇后内训》 《女诫》 《章圣太后女训》
《女钅监》 《内则诗》 《母训》 《妇训》 《女教续编》
《古今列女传》 等，清代顺治皇帝还亲自编写了

《内则衍义》。
北京大学张秀春根据研究发现出土文献《季子

女训》、失传文献 《女宪》 及传世文献 《礼记·内

则》 等都可以反映出女教文献的萌芽，两汉刘向

《列女传》和班昭《女诫》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

女教文献的产生。此后，历经魏晋隋唐的发展期、
宋元的低落期，到明清达到鼎盛并发生变异。它们

可分为传记类、理论类、综合类和仪则类，内容涉

及道德品行、人际关系和才智技能等方面。呈现出

由少到多、渐趋鼎盛发展的过程，女教文献数量呈

马鞍型变化，读者群由社会中上层扩大到下层、由

已婚妇女扩大到几乎所有女性，作者群中女作者逐

步增多、帝王后妃亲自参与撰著，内容和形式也渐

趋通俗化，到清末发生变异，向新式女教文献转变。輦輴訛

二、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女德教育的认
知

1. 中国古代社会女子伦理道德观

(1) 男尊女卑。有学者认为 《易经》是男尊女

卑思想的根源。如肖群忠认为男尊女卑是指男子在

社会、宗族、家族生活中有尊贵的地位，妇女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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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卑残的地位；在人格上男子有独立人格和尊严，

而女子则无独立人格、尊严。作者指出， 《易传》
的乾刚坤柔，男阳女阴，男能生女，男国女家，男

外女内等思想从宇宙观，社会观上提出男尊女卑观

念。“天”“阳”为“一”，为“奇”；“地”“阴”
为“二”、为“耦”；既然“一”能生“二”，“太

极”能生“两仪”，则“男”能生“女”，“女”生

于男。由此宇宙论的男尊女卑推至在社会生活中男

国女家、男外女内。国统治家，也就是男统治女。
儒家通过居丧、奔丧、祭祀、配偶、生子、结婚、
离婚等礼法给男尊女卑以制度上的保证。輦輵訛

男尊女卑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重大意义。河北

大学阎广芬认为，男尊女卑有两层内涵：第一就其

自身存在而言，男性比女性优越；第二就其社会地

位而言，男子高于女子。滥觞于先秦而完成于汉代

的“三纲”思想集中而又明确地体现了男尊女卑思

想。阎广芬认为，男尊女卑的理论实质是“男女有

别”。这个“别”是本体论和人性论意义上的差别。
传统文化心理对女性地位的认识寓于乾坤、阴阳等

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中，歧视女性的社会偏见牢牢地

放到了本体论的基石上，这就从本体论的高度确定

了女性是卑贱的。作者指出，男尊女卑必然导致男

女有别，男女有别对维护社会秩序有重大意义。輦輶訛

有学者分析了男尊女卑产生的原因，认为男尊

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阎广芬、张杨认为，“男

尊女卑”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古代社会分工，男子

在社会生产和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这种

社会生活实践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便产生了相应

的男尊女卑的意识。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的产物。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有两大特点：一是大一

统，二是宗法制。大一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意识形

态体系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三纲五常”就

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所以，“男尊女卑”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产物。輦輷訛

对于男尊女卑观的强化方式，谷忠玉认为，男

尊女卑观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哲理化、法律化、社

会习俗化而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对中国古代女子的

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輧輮訛

(2) 三从四德。有学者探讨了三从四德的起源

和三个层次，并阐述了三从四德与男尊女卑的关

系。易银珍輧輯訛认为，“三从”最先见于 《仪礼》：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

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

容、妇功。“三从”把女子的一生固定在一个依从

他人的毫无自主、泯灭自我的整体框范之中；“四

德”则为女子的举止言行提供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

和典型。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可分三个层次：

男尊女卑是传统女子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总体目标；

“三从”是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在女性终生

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中的贯彻；“四德”则是上述

观念和目标对女性个体品质的具体要求。男尊女卑

给“三从四德”提供了应然性的目标，“三从四

德”给男尊女卑提供了规范性的保证。
有学者认为三从四德体现的是对妇女的束缚、

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肖群忠认为，即幼从父、嫁

从夫、老从子在《女诫》等女子教训书中则提出一

系列行为规范使其更加具体化了。未嫁从父，体现

了父权对女子的束缚，既嫁从夫体现了夫权对女子

的统治，夫死从子则使妇女最终丧失了任何自主权

利，而终生沦为男子的奴隶。輧輰訛“四德”从它是专

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和片面义务来

说，是为男尊女卑和“三从”服务的，因而也是束

缚妇女的精神枷锁。阎广芬认为，三从四德的本质

就在于对妇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奴化，它

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妇女文化的根本所在。輧輱訛

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三从四德并非

绝对的服从。严琬宜、曹大为以“三从”中 “夫

死从子”的条目为例，指出“夫死从子”因有儒家

孝道的制约，也只限于夫死不嫁，不另立门户，而

并非实际规范母子关系的准绳。相反，社会一向认

同母亲具有一定管教惩戒子嗣的义务和权力。除了

日常家教外，在主婚、分配财产等方面，亦有次于

父家长的权限，甚至皇太后在夫亡子幼的情况下暂

行摄政。这种状况多少反映妇女因在人类自身繁

衍、家庭经济及操持家务、稳固家庭宗族等方面的

作用而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一些父家长在

家内受制于妻妾的表象并不能改变在政治、经济等

社会活动中男尊女卑的大局。輧輲訛

(3) 持贞守节。对于贞节观产生的原因，黄明

理、张超认为，在私有制和父权制下，财产继承的

必然，要求妻子必须生出确实属于父亲血统的子

女，于是，忠贞专一便异化为对女子的片面的道德

禁锢，并走上了“从一而终”、“节妇烈女”的绝

对主义。輧輳訛

有学者对贞节观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易银

珍认为在先秦早期文献中已有“贞女”的记载。輧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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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寡妇改嫁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乃至于到了唐

代，由于政府对寡妇再嫁一直采取不干涉态度，因

而妇女离婚易嫁之风依然盛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

形成后，贞节观念才严格起来。经过宋代对于贞节

观念的强化，到了元代，便渐渐地成为一种社会风

气，夫死守寡，成为人们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及至

到了明朝，朱元璋登基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十分重视利用儒学中君臣父子夫妇的封建纲常说教

来驯服人们。各地争相仿效，一时节女烈妇剧增。
清朝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旌表贞女节妇。特别是

同治以后，推崇贞操达到极盛。“全节堂”“崇节

堂”“导节局”“清节堂”“立贞堂”等到处设

立，节烈妇女越来越多。由于严酷的贞节观浸润到

人们的意识深处，使人们的心灵扭曲，造成许多荒

唐的行为和风气。这种封建的节烈观带给一代又一

代妇女的是灾难深重的致病镣铐。安阳师范学院孙

朝阳认为，节烈思想的发展清晰地表现出两条主

线：一条是男权社会积极进行节烈理论建设、倡导

节烈的主线；一条是节烈思想由一种社会精英理论

逐渐进人世俗生活的主线。作者将这一历史过程分

为“先秦：节烈思想的滥觞和两性关系的宽泛”；

“秦汉魏晋南北朝：节烈理论的完善和节烈观念的

淡薄”；“唐宋：节烈理论的重建和节烈观念由淡

趋浓”；“元明清：节烈理论和世俗行为的统一”
这四个阶段进行考察。輧輵訛

许莹莹指出自先秦至明清，贞节观的形成及发

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在父系社会

取代母系社会的过程中，朴素的贞操观念产生了。
春秋中后期以降，随着儒家礼教的产生，朴素的贞

操观念开始具备“从一而终”等原则，而逐步演变

为封建的贞节观。此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贞节观的发展主要呈现两个方面的态势，一是统治

阶级和社会精英致力于贞节理论的建设，贞节理论

日趋完备；二是贞节观不断由理论倡导向民众接受

转化，明清时，成为世俗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輧輶訛

(4) 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
产生的原因，易银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

调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也是统治阶级

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而执行的“愚民政策”的具

体表现。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主要与各种社会历

史偏见密切相关。輧輷訛 主要是：一是认为女子有才则

容易导致不贞；二是认为女子有才则会命运不济；

三是认为女子多才则命不长。从女性价值含义角

度，阎广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是

以男性为认识主体审视女性的价值观念，是男性中

心社会为男权统治的便利而着眼的。輨輮訛 吴效马认为，

在有关女性个体价值的女子才德关系问题上，中国

传统主流社会一贯秉持“德本才末，才为德用”的

道德中心主义观念。輨輯訛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教育“重

德”，但也不“反才”。同济大学刘颖、邵龙宝认

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现代人不假思索戏谑古

代女子教育的话，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教育

的确非常“重德”，但也不“反才”。輨輰訛 女子文化知

识教育具有相当大的自觉性，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

到，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应当读书识字，尽管其

落脚点也许还在于女德的提升。作者认为中国古代

对女子文化教育没有要求的观点是片面的。
2. 中国古代社会对女德教育十分重视

高荣楣指出，中国古代妇女没有与男子同等的

教育权利，但这不是说古代忽视女子教育，恰恰相

反，中国自古便极为重视教育妇女，只是目的不在

于让她们学习知识，开发智力，而是要让妇女们知

晓礼法、妇道，成为最符合男权社会要求的淑女贞

妇。由于这种观念，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发达的

“女教”“女学”。輨輱訛

熊贤君輨輲訛认为，封建社会统治者将开展女子教

育提高到教化、成德、贤明廉正、无殃避祸的高度

来认识，说明他们对女子教育的社会价值持肯定态

度。汉魏以来，女子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重视女

子教育，却逐渐为更多的社会人士尤其是上流社会

人士所认同。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周密地设计出

了压迫女子的“节烈名教”理论系统，提出“饿死

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导致女子社会地位大幅

度降低，但事实本身正好说明宋儒比任何时候更重

视女子教育问题，只不过是其内容偏离了科学与民

主、人道与妇道的标准而已。明清以降，女子教育

的内容离这个标准愈来愈远，但统治者乃至朝野士

大夫庶民无不看重女子教育。
严琬宜、曹大为认为，在家国同构、血缘地域

二系合一的古代中国，家庭既是农业自然经济下进

行生产、承担赋税兵徭的基本单位，又是宗族血缘

色彩极浓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因而“齐家”一向

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而夫妇关系又是组

成家庭结构的主导因素。在家国一体社会结构中，

妇女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作者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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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妇女问题，在维系自然经济、稳定宗族血缘

社会结构、强化专制集权统制等方面有奇特功效，

异乎寻常地受到历代统治阶级高度重视，成为他们

殚精竭虑冀图加以解决的事关立国之本的重大社会

课题。輨輳訛

许莹莹輨輴訛认为，历代统治者、士大夫乃至庶民

阶层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男子教育。占中

国人口一半的女子教育，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男

权宗法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王伟萍认为，中国人

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母教是决定家齐与否的

关键，母贤而后子孙贤，子孙贤而后家齐，家齐而

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作者还认为，教女比教

子切要的原因在于：有贤女方有贤母，而且女子受

教育的机会和时间均比男子少，教育女孩显得更为

重要。輨輵訛

上海大学王有英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重视

“女教”，原因在于女教的成功与否与政治教化的得

失休戚相关。作者认为，即使重视女子教育，也并

没有把其放在与男子相同的高度上，只是为了更加

凸显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輨輶訛

因此，中国古代女德教育的目的就与培养家庭

中的贤妻良母密切相关。高荣楣认为，古代对妇女

的专门教育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无外乎要培养濡

染出所谓“贤妻良母”。女性可能受女德的影响，

逐渐训练成为温柔可爱、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

亲，成为她的子女眼中完美高尚的典型。作者指

出，良女的家庭教育使女性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

妻子和母亲，这就是古代女子教育的宗旨。輨輷訛

三、中国古代女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及
方式方法

1. 女德教育的特征和内容

刘颖、邵龙宝认为，同男子家庭道德教育相比

较，中国传统家庭女子道德教育呈现五个主要特

点：围绕婚姻家庭生活而展开；借助美育开展道德

教育；智育提升德育效果；和家务劳动相结合培养

女子勤俭美德；“卑顺”是总体的道德品质要求。輩輮訛

高荣楣认为，女教的内容有道德礼法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两种。輩輯訛 乐伶俐将女教的内容概括为：

守节思想教育、礼仪教育、孝道观念教育，以及三

纲五常、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内容的教育。輩輰訛 王

伟萍将女教内容概括为，基本生存技能和家庭常务

的教育；如何为人妇、为人母的教育；经史诗书的

教育；艺术的教育；其他教育。輩輱訛福建社会科学院

许莹莹将女性道德教育的内涵概括为“三从四德”
的教育。輩輲訛 乐伶俐认为，女书中的礼教思想有守节

思想、礼仪教育 (主要是婚礼、祭祀) 和孝道观念。
輩輳訛 上海大学王有英认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三从教化与“妇德、妇言、妇容、妇

功”的四德教化是封建礼教的主要教化内容。輩輴訛 作

者将这种教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
出嫁前和出嫁后四个阶段并进行了阐释。徐州师范

大学陈延斌、王丹丹指出，古代女训的伦理道德教

化的基本内容是孝顺和慈、恭敬贞淑、勤励节俭、
遵礼崇德、顺从奉迎。輩輵訛 黄明理、张超指出，传统

女德的基本原则是“从”，传统女德的主要规范是

“节”、“孝”、“勤”。輩輶訛

对于男女教育内容的不同，张丽杰指出，男女

教育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地点和形式上，最重要的是

还表现在内容和目的上，就男子而言，读书习礼，

寻求为仕 (做官) 的道路；就女子而言，则是伦理

修行，学会做人处事 (做人妇) 的方法。輩輷訛

有学者还将贵族女教与平民女教进行了对比。
如熊贤君认为，贵族女子较之平民女子还有些特殊

的教育内容。作者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普通人

家女子与贵族女子教育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出入不

大，但贵族女子还有些特殊内容，或者存有强调的

程序与重点之分。贵族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性

与修身，这一点较之平民女教更为突出。在与男子

教育关系上，作者认为女子教育内容与男子也有少

量重合的，其范围多为识字、记数及浅易经书。但

论其程度，则远不及男子。輪輮訛

2. 女德教育途径及方法

古代女德教育以家庭为主要场所展开，通过女

子教育书籍的流通来普及和传播。高荣楣认为，古

代的妇女教育中，除了宫廷设学堂，由专职的教师

教授嫔妃、宫女之外，其余完全以家庭、私人教育

为主，绝少公共教育。有些人家专门聘请女塾师为

女子授业。有的家庭在家中设立家塾或学馆，常让

兄弟姐妹或家族、亲戚的男女儿童一起读书。除了

大户人家的家塾外，有的村镇也设有学馆或家塾，

女童也有进入这种学馆读书的。輪輯訛 张丽杰认为中国

古代女子教育的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女子教育书籍

的普及和传播，及家庭教育的引导和制约。輪輰訛 许莹

莹指出，与男子相比，古代女子受教育的途径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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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除了以宫女及风尘女子为对象的少数特殊教

育 (宫廷教育和教坊教育) 外，古代女子教育以家

庭教育为主，绝少公共教育。妇女几乎没有进入学

校或私塾学习的机会，而只能在家庭接受来自父母

兄长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輪輱訛

有学者分析了古代女子教育为何要以家庭化的

形式表现的原因。中华女子学院蔡锋指出，古代女

性教育之所以通过家庭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因

为社会化教育对女性的剥夺、歧视所致。在此种情

形下，贵族 (包括皇室)、官宦、富裕之家，为其女

性以后能承担起“相夫教子”的重任，不得不以家

庭文化教育的形式、途径来解决其女性的文化知识

问题。輪輲訛

蔡锋还分析了古代女性文化教育难以社会化的

原因：古代女性文化教育之所以很难社会化，就是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接受文化教育只是从家

庭、家族的利益出发，最多也只从某一社会政治集

团的利益出发，而绝无替社会文化进步考虑的因素

存在。因此，女性文化教育家庭化特征有很大的负

面因素。
在教化女子的方法上，有学者认为男女教化的

分流以十岁为界，男女教化方式开始出现差异。王

伟萍认为，据《礼记·内则》记载，周之时，中国

女子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就已基本形成。女子教

育的执行者主要是家庭，10 岁以前实施的是男女无

差别的教育，即基本生活仪节、说话、识数认名、
知年日、男女相处之道、长幼之礼等，十岁之后男

女教育开始分化、分流，男子教育由社会接管，女

子教育则继续由家庭负主责。此时，男子离开家庭

出外就傅学书诗乐礼、致仕为官诸事，女子在家中

跟随母亲 (贵族家庭除母亲之外，还请有子师、傅

母等专人负责教育) 学习，成年嫁人之后则由婆母

接管。輪輳訛 王有英根据清代前期所编的 《教女遗规》
对封建统治者教化女子的方法做了总结，她认为大

致有：其一，上以导下，内以表外。其二，父子兄

弟陈述。其三，观感而效法。輪輴訛

李桂梅、张翠莲指出，封建宗法制度通过对女

性的角色固化使女性处于卑从低下的地位，而代表

封建宗法势力的社会机构、家族以及文化名流则通

过知行合一、奖惩结合、教化规劝兼施三种方法从

情感行为上强化其对身份的认同和顺应。中国古代

社会通过权威读本的普及形成传统女德人格塑造的

价值认知惯性，通过森严的家庭规范奠定女德人格

塑造的无我品格基础，通过纯化的生活环境强化女

德人格塑造的单向价值判断。輪輵訛

四、中华传统女德的现代价值

有学者对中华传统女德的价值是持否定态度

的。高荣楣认为，以历史的眼光看，古代女教有很

大的局限性。特别是自宋朝以来对女子贞操观的大

力推崇，为女性们带来更多枷锁，使她们常常处于

束缚、压迫之中。她们一定程度上被摧毁了应有的

自信心，因此也被排挤出社会活动的大舞台。长期

封闭的家务劳动可能使女性变得目光短浅、心胸狭

窄，无法和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同时它也

强化了女性的依附心理，不利于形成独立人格。輪輶訛

王有英也认为，尽管中国古代女子的教化为当时社

会秩序的维持和巩固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教化方式

也别具一格，但由于以社会教化形式实施的封建正

统礼教，仅专注于女德，并灌输“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观点，把培养女子的基本目标定格在三从四

德式的贤妻良母上。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妇女身心

受到严重的摧残、变形乃至扭曲。而她们的不争、
顺从、忍让也使得她们成为“失语”的一群。这不

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女子的悲哀。輪輷訛 学者高碧英认为

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

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将自身的人身价值和受教育的

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是一

种驯服工具。輫輮訛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女德可资现代借

鉴。如熊贤君指出，传统与科学理性并不是两不相

容的水火冰炭，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并不完全是现

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中国女性温柔敦厚、吃苦耐

劳、勤俭持家、深明大义的优良传统与文化性格，

便与传统的女子教育代代相因的行事方式、规范作

用、道德感召的文化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輫輯訛

李桂梅、张翠莲认为，在现代女德构建的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要传承与弘扬传统女德的精华，培育女

性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宗法等级观念和

男权意识，普及现代平等民主自主意识，塑造现代

女性自主、自立、自尊和自强的形象，使传统女德

焕发出时代生机。輫輰訛 孙哲、刘立夫指出，中华传统

女德教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十分

丰厚而珍贵的资源，同时又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对

于其糟粕的部分，我们应当坚决予以摈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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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中超阶级、超时代、符合人类本性的普遍理

念，完全可以为现实的妇女道德建设所用，值得提

倡和发扬光大。构建当代女性道德要大胆地、卓有

成效地吸取传统女德中的优秀成分，并结合现实赋

予其必要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传统与时代的整

合，创造出既源于传统女德又不同于传统女德的全

新的现代女性道德。輫輱訛 还有学者从家庭教育的角度，

指出古代母教仍有值得今天家庭值得借鉴学习的地

方。輫輲訛

在批判继承的内容上，许莹莹将中华传统女德

的现代价值概括为尊爱丈夫、孝敬老人、善教子

女、珍视名节、勤俭持家、注重礼仪六个方面。輫輳訛

张丽杰认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代女子教育的

启示在于要重视早教；要重视孝敬、贤良、慈爱、
仁义等人格和美德的教育、要重视家庭对女子教育

的作用、要重视妇道教育、要重视母亲教育这五方

面。輫輴訛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女德教育对于古代男

士也有教育意义。张秀春指出，在女教书籍的教导

影响下，我国古代妇女形成了孝亲、相夫教子的人

生观、宁玉碎不瓦全的贞节观和夹缝中艰难展露的

价值观，同时它们还吸引了大批男性学者积极编

写、注解和传播，直接或间接地教诲、帮助了中国

古代男士。輫輵訛

五、中国古代女德教育研究情况分析

在整理女德教育文献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学者

们对于女德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比如对女德教育

的内容、方式、教化书籍等方面的探究，已经取得

了相当范围的成果。特别是一些学者将社会学理论

引入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来进行研究，这不

能不说是研究古代女德教育的一个可喜突破：有的

学者引入了社会性别理念，在女性价值这个角度上

立意进行阐述；还有的学者引入了社会学的量表，

将各个地方的女子节烈情况进行量化分析。这些都

是值得关注、学习的研究方法。
但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女德教育的研究也有一

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是对于中国古代女德教育有待加强学科特性

的研究。在整理古代女德教育文献的过程中，我们

发现对于“古代女德教育”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

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诸多学科，而学者们所研究的成

果共性的多，特性的少，特别是体现本学科特性的

较少。对于之后的女德教育研究，我们因此要注意

加强学科特性，鲜明地突出所在学科的学科属性。
二是“女德”概念的界定仍需完善。对于“女

德”概念，虽然已有多位学者给出自己的界定，且

这些界定也均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仍然认

为有必要给“女德”进一步做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准

确精当的定义。现有文献对“女德”概念的界定不

明，导致“女德”与“女教”、“母教”、“妇德”、
“古代女子伦理”等概念混淆使用。我们肯定这些

概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也有重合之处，但不加区

别的使用会使女德教育的研究陷入混乱，所以澄清

这些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对于男士的教育意义研究需加强。在女德

教育已有的文献中，除北京大学张秀春提到中国古

代女德教育对于古代男士也有教育意义外，在其余

的文献中没有提及古代女德教育对于男士的意义。
特殊的性别教育是否有跨越性别的意义，女德教育

对于古代男士、当今男士有何价值？这应该作为我

们考虑古代女德教育现代价值的一个方面。
四是连续性研究需加强。在已有文献中，除王

伟萍、许莹莹等学者外，其他学者基本上只发表了

1 篇有关女德教育的论文，缺乏连续性的关注。
五是女德教育史料的搜集有待突破。对于女德

教育的文本研究可以说已经比较全面，但还是有所

局限。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个疑

问：中国古代妇女对自身的普遍认知是什么，她们

对于女德教育是否存在过反抗，她们对于社会期待

的角色认定接受的是否自觉，她们是否认同这种教

育？这里我们不是指古代女教书编辑者的观点，而

是指普通的古代妇女对于自身是如何认知的。但是

囿于史料的限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在这方

面的论述较少，即便有所论述也多是从女性中杰出

者的角度进行论述，普通百姓的观点很少。这就需

要我们对于现有女德教育的研究资料进行拓展，进

一步加强对女德教育史料的搜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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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18



2019.4

③輫輱訛 孙哲、刘立夫： 《女权与女德的会通———〈女

诫〉家教意义的现代诠释》，《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5 年第 1 期。
④ 陈爱华：《论传统女德对当代女性道德建构的价

值》，《学海》 2000 年第 2 期。
⑤輦輰訛輧輳訛輩輶訛 黄明理、张超：《试论中华传统女德及其

现代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5 期。

⑥輩輲訛 许莹莹：《中华传统女德的历史建构与当代审

视》，《黑龙江史志》 2010 年第 16 期。
⑦輥輳訛輦輯訛輧輯訛輧輴訛輧輷訛 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

本内涵》，《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⑧輦輵訛輧輰訛 肖群忠：《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观述评———〈女

诫〉 〈女论语〉 〈女儿经〉研究》，《社会科学》 1990 年

第 5 期。
⑨ 何静之：《儒学礼教的发展与中国妇女相夫教子

的作用》，《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4 年第 3 期。
⑩輩輷訛輪輰訛輫輴訛 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

教育的启示》，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 年第 11 期。

輥輯訛輨輱訛輨輷訛輩輯訛輪輯訛輪輶訛 高荣楣： 《试谈中国古代的女子教

育》，《华夏文化》 2009 年第 3 期。
輥輰訛 李群：《中国传统母教文化及其当代价值》，《中

国成人教育》 2011 年第 5 期。
輥輱訛 王渭清：《先秦儒家女性观论略》，《文艺评论》

2013 年第 8 期。
輥輲訛輨輯訛 吴效马： 《中国传统社会性别理念的近代转

换》，《教学与研究》 2006 年第 10 期。
輥輴訛輩輰訛輩輳訛 乐伶俐：《论女书中的礼教思想》，《广西社

会科学》 2009 年第 7 期。
輥輵訛輪輱訛 许莹莹：《浅谈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黑龙江

史志》 2012 年第 18 期。
輥輶訛輧輲訛輨輳訛 严琬宜、曹大为：《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4 期。
輥輷訛輦輱訛輪輵訛輫輰訛 李桂梅、张翠莲：《中国传统社会女德构

建的价值向度》，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輦輮訛 纪宁：《儒家伦理中女性的理想人格》，《理论前

沿》 2013 年第 2 期。

輦輲訛輩輵訛 陈延斌、王丹丹：《中国古代女训论要》，《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 (基础教育版) 2010 年第 6 期。
輦輳訛 安拴虎：《中国古代女教读物》，《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 (教育科学版) 1998 年第 4 期。
輦輴訛輫輵訛 张秀春：《中国古代女教文献研究》，《中国典

籍与文化》 2005 年第 4 期。
輦輶訛輧輱訛輨輮訛 阎广芬：《中国古代女子伦理道德观简论》，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

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 (13) ———中国性

别教育史研究》，2009 年 (光盘版)，第 847—852 页。
輦輷訛 阎广芬、张杨：《儒家妇女观与现代女子教育》，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4 期。
輧輮訛 谷忠玉：《男尊女卑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强化路

径》，《妇女研究论丛》 2003 年第 4 期。
輧輵訛 孙朝阳：《论节烈思想发展的两条主线》，《安阳

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6 期。
輧輶訛輫輳訛 许莹莹：《谈中国古代妇女贞节观的形成与变

迁》，《学理论》 2010 年第 32 期。
輨輰訛輩輮訛 刘颖、邵龙宝：《中国传统家庭的女子道德教

育及其特征》，《重庆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8 期。
輨輲訛輪輮訛輫輯訛 熊贤君： 《中国女子教育的传承与擅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3期。
輨輵訛輩輱訛 王伟萍：《中国当代母教文化发展探讨》，《广

西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9 期。
輨輶訛輩輴訛輪輴訛輪輷訛 王有英：《中国古代女子教化探析》，《山

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輪輲訛 蔡锋：《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特征刍议》，《中

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輪輳訛 王伟萍： 《试论中国传统的母教观及其现实意

义》，《创新》 2010 年第 3 期。
輫輮訛 高碧英：《浅议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中国古代

女子教育对妇女站到历史前台的阻碍》，《教育教学论坛》
2016 年第 5 期。

輫輲訛 李中学：《郑珍〈母教录〉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

示》，《教育文化论坛》 2016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冯小桐，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天津，300350。
(责任编辑 刘晓慧)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