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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之后，妇女解放的目标转向了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接受新思想的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勇敢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得益于民国时期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国民政府开放国家行

政机关鼓励妇女就业等措施的实施，女性就业的规模和范围比以前大大地拓展了。女性就业的前景美好，但实

际的过程却充满了艰辛与不易，处在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国职业女性，经常面临着家事与职业、自

身传统责任与现代社会责任的两难选择，内心极度的彷徨与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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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职业女性的研究，学术界成果颇多。早期

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关注职业女性出现的原因、从业

的状况以及职业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进步等。近

年来职业女性的研究视角更加细化，研究的范围更

广，如职业女性的育儿观、社交观念以及她们自身的

身份认同等。一些未刊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范围

更具体到某些特殊群体的职业女性，如女学生、女

工、女教师、女医生或地方性的职业女性等①。在这

些研究成果中，关注职业女性生存空间的文章较少，

目前能检索到的是余华林《民国时期妇女对职业与

家事的两难抉择》一文，文章涉及了民国妇女生存空

间问题。余华林认为民国妇女在家庭和职业之间进

行着两难的抉择，不能两全，究其原因在于妇女必须

要承担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责任，而家事与职业是对

立的，故而民国职业妇女必须面对两难的选择。②在

作者看来，家事与职业的对立，并不是妇女两难选择

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社会传统观念对男女两

性的角色禁锢以及国家为职业女性就业提供的保障

条件有限，否则，民国职业女性是职业和家事都可以

兼顾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注重梳理民国

职业女性在家事和职业两难选择中彷徨、苦闷和挣

扎的心理特点以及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原因，通过

对历史场景的还原以体会民国职业女性生存空间的

不易，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今女性如何更好地

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实现百年来妇女一直孜孜以

求的解放目标。

一、妇女解放与职业的关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妇”一字的解释是：

“妇，服也。从女，持帚，洒埽也。”［1］641表示女子拿着

扫把打扫卫生的意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子的

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家庭开展。为人妻、为人母，侍奉

公婆、相夫教子、整理家务被认为是她们的本职工

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的男女两性分工模式，

妇女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普遍被认为是坐享其成的

“分利者”，因此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清末，

梁启超在论述妇女解放时指出，因为女子不能“生

利”而遭受被奴役的状态：“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

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

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2］女

性因为没有知识，不能自养，同时也使得“男子极

苦”，使得国家有了贫富之分。因此，梁启超提出女

子“生利说”，即解放妇女，让妇女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去“生利”。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梁启超宣扬女

子“生利说”的主要目的是从理论上提倡解放妇女，

对于妇女如何“生利”，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来。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生利”就是让妇女走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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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走向社会，并从事某一社会职业。

近代以来中国女性最早从事的职业是工厂里的

“女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家纷纷在通商口

岸设丝厂、纱布厂招收女工，同时国内逐渐兴起的民

族工业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自给自足的小

农经济日益破产，大量的农村妇女涌向城市，为了生

存，她们走进工厂成为工人。与男子相比，妇女更适

合从事此类工作，加之女工的工资也很少，所以很多

工厂都愿意招收女工。据 1898年上海《女学报》统

计，仅上海 50多家缫丝、纺织工厂，就有女工约六七

万人。到 20世纪初，女工已占工人总数的 1/3［3］223。
除了女工之外，19世纪末从西方教会学校毕业的女

学生开始从事教育、医学等工作，在社会上起了很好

的示范作用。受教会女学的刺激，中国人开始自办

女学校，希望妇女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掌握服

务社会的技能。迫于压力，清政府于 1907年 3月颁

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国的

女子教育从家庭教育中独立出来，取得了合法的地

位。据清朝学部 1907年统计，除了新疆和甘肃外，

全国共设立了女学堂 428所［4］716，女性受教育的人数

增多，就业的机会也就相应地扩大了，这些女学生

中，除了女教师外，最多的是女医生和女护士，除此

之外还有部分女报人和女革命家。

随着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中国形成了以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为主体的职业女性

群体［5］。职业女性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女性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固有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不仅扩大了她们的视野，为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女性意识

的觉醒奠定了基础［6］。“妇女职业问题，是妇女做人

的根本问题，什么女权运动，参政运动，都是枝叶的，

是次要的，不是重要的，想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

不如从职业上指导妇女，使妇女做实际的实验，得有

经济的相当保证，什么问题，方有解决的可能性。”［7］

历史事实证明，困守于家庭的妇女，永远是依附于男

子的寄生虫，没有职业，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女性

就无法保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更无法主宰自

己的命运，何谈妇女解放的实现。

二、民国女性职业发展状况

民国建立之初，在孙中山先生“振兴实业”口号

的鼓励下，城市中的很多妇女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向

社会展示妇女蕴藏的巨大经济活动能力。从 1912
年下半年到 1913年，一批女子商店、女子公司乃至

女子银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诞生。陈友琴在《中

国商业女子的现状》中指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妇女积极加入经济社会，范围非常广，人数也很多。

她举例进行了说明：北京新民储蓄银行提倡妇女储

蓄，所以该行特设妇女储蓄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的

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则都是以女子为职员；除了

银行业之外，还有新组织成立的一五一公司，该公司

职员大多数也是妇女，可以说，“以妇女职员为主体，

而以男子辅助。且妇女职员中，大半是股东或股东

的亲属”［8］。不过 20世纪初期，妇女就业仍以体力劳

动为主，脑力劳动领域面向女性的岗位极少，一些高

层次专业领域，女性根本无法涉足。如 1916年司法

部颁布的《修正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律师必须是“中

华民国之人民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9］795，明文把女

子排除在外。

妇女再次就业的高潮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之后。“五四”时期国内各主要报刊都开设专栏讨论

妇女问题，重点讨论有关妇女婚姻家庭、经济独立、

职业和伦理道德等问题。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纷纷

在《妇女杂志》、《新青年》、《妇女周刊》等杂志上发表

文章，号召妇女勇敢走出家门，争取经济自立。只要

有了职业，妇女才能获得独立人格，才能最终达到解

放的目的，这些观点日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20世
纪 20年代，妇女就业的范围更加广泛，如打字员、速

记员、编辑、邮务员、图书管理员、接线员、秘书等都

是妇女可以从事的职业。瑟庐在《最近十年内妇女

界的回顾》中写到：“十年以前，女子除了充任教员及

医生外，只有少数人从事卑微的不熟练的劳动，现在

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为女子开放了。如银

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会社的职

员等，都有女子羼入，就是大学里的教授，官署里的

吏员等，也颇有以女子充任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

所没有的。”［10］到 30年代，演艺界、科学界、法律界的

妇女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

妇女就业的趋势之所以如此广泛，不仅得益于

“五四”之后妇女解放理论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得益

于此时期国民党重视妇女运动和女子教育的发展。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妇女在法律

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成立

了妇女部领导妇女运动，这表明国民党支持和赞同

妇女谋取经济独立和职业平权。紧接着，1926年中

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

案》，要求各职业机关开放，各行政机关容纳女子充

当职员［11］139。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进入政府部门，

做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据调查“1930年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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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关职员 7，481人中，有女职员 205人，约占 3％。

其中简任官 3人、荐任官 6人、委任官 112人、雇员 84
人，年龄大都在 20—30岁之间。教育程度以中等学

校 或 职 业 学 校 毕 业 为 多 ，大 学 肄 业 或 毕 业 者

次之。”［12］160

除了运用国家法律手段保证妇女充分就业外，

国民政府也通过大力扩展女子教育、女子职业教育

等渠道，提高妇女知识水平，帮助妇女就业。

截至 1932年，全国女学生中有大学生 3 290人，

专科生 559人，留学生 89人，中学生 69 741人，师范

生 23 738人，职业学校女生 9 376人，共计 106 793
人。如果和 1929年做一个比较，受中等以上教育的

女生增加了 48 703人，增长率 83%。［13］283-284从以上数

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的女学生在逐年增加，而

且速度很快，这些都为女性更好的就业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

女生

男生

1928年
1 835
19 951

百分数

8.42%
91.58%

1929年
2 520
23 979

百分数

9.88%
90.12%

1930年
3 283
27 106

百分数

10.81%
89.19%

三、职业女性的困境

职业女性面对的第一个两难选择是结不结婚。

有些专业比如医学，结婚的女性是非常受排斥的。

“一个女孩子假定从 7岁开始接受教育，中间经过小

学 6年，中学 6年，进入医科学院又是 6年，这已经 18
年了，再加上两年的实习，等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二十

七八的人了，这样便错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按

照医院的规定，实习医生是要住在院内，每星期只有

半天可以回家，所以住进医院便几乎与世隔绝。”［14］

至于学校毕业，为了结婚而丧失工作机会的医科女

学生就更多了。尽管很多医院没有明确规定不用已

婚女性，但医院的规章制度对一般女性医疗人员来

讲，既要家庭又要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倪斐君女

士就因为结过婚的缘故被很多医院拒绝。从事妇幼

卫生工作的叶恭绍回忆母校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也

提到她 1935年 7月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

共卫生科工作时，因为要结婚面对的选择难题：“我

告诉他，我将在 10月份结婚，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

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说

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

女医师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师结婚后必定随她的

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

女医师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他还举了杨

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

沈骥英虽然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结婚后生

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她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

学院了。”［15］123-124除了一些专业本身限制妇女结婚

外，另一种情况是妇女在婚后，面临家事以及生育，

不得不放弃职业。结婚势必意味着要从事家务劳动

以及生儿育女的传统母职、妻职的工作，婚前没有小

孩拖累，女性还可以从容应对家务和职业之间的矛

盾，一旦结婚有了小孩，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如称为新家庭的一夫一妇，两人各有职业的，所以

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发生，但是女子一生小孩，便不

能担任职务了，这时的经济就只有男子去负担了。

小孩一生之后，既然没有儿童公育，就非自己管不

可，而中人之家大都是用不起保姆的。那时候想怎

么办呢？自然只有男子负担经济，而女子则日日消

磨于家庭的琐碎事务中……，而男子呢，他们这时再

也不想到她们是极有学问，极有才干，能在社会上活

动的女子，他们看她们如一字不识的旧女子一样，以

为她们是经济不能独立，仰给于男子，她们是男子所

有，像奴仆一样的，于是这种有学问有才干的女子，

也是不幸的被困压在这奴性未除的冒称中国的新男

性之威权下作了牺牲。”［16］一旦生育孩子，女性失去

工作，经济上就不得不仰仗男人，即使坚持工作，因

为生育小孩之后的繁重家务，职业女性也是不堪重

负。“中国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怎样呢？女教员们，

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

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一有闲暇，还

想打毛线衣，做小孩鞋袜，即使雇有女仆，有许多事

还是要亲自做的，这生活该有多苦！但这是平时的

现象，如果又怀了孕，便不得不为生育着急了。差不

多的时候，便得暂停职业。一个孩子出了世，精神衰

颓了一大半，对于职业，就要发生厌倦了。所以那结

过婚的女子，从事职业总是站不长久的。”［17］397-398

家事与职业哪个更适宜于女性？在今天看来都

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1924年《妇女杂志》第 10

国民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情况表表1

资料来源：郭缄一《中国妇女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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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9期的讨论会刊登了系列文章讨论家事与职业

哪个更适宜于女性的问题。其中大部分人的观点认

为女子更适宜于家事，原因无非是男女两性生理、心

理的特点以及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等。在这种舆论

的影响下，女性似乎只能走婚前职业、婚后家庭的道

路。放弃职业的女子，内心无比痛苦。一位曾经在

学生时代热心公众事业的学生领袖，结婚后放弃了

自己的职业，她说：“我从前所抱负的要为社会服务

的志气，却一天天消磨下去了。儿女接一连二的生

育，大哭小喊，把尿喂奶，弄得你头昏脑胀；油盐酱

醋，戚友往来，叫你忙得不亦乐乎。先生，在这种情

况之下，你纵有天大的志向，也会消磨得无影无迹。

这是我最感到痛心的一件事！”［18］因此有些追求解放

的女性选择独身主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主张打

破男女职业不平权的张若名曾说：“按现在的中国情

形说，要打算做‘女子解放’急先锋的人，最适合的还

是抱独身主义的人。”［19］53对女人来说，婚姻和家庭是

她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独身并不是她们心甘情

愿的，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无奈选择。“按目前的

事实看，要做一个职业的女性，就得放弃组织家庭的

权利；否则只有终生做个贤明的主妇。可是，前进的

女性是绝对不愿让家务来决定她们一生的；于是：要

得到经济的独立；要有职业，便不得不放弃有一个家

庭的权利，不得不孤独地过一个苦楚的生活，甚至于

发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变态：一切的家庭都被她们用

恶意来看待了。现代的女性就是在这种冲突的火花

中被燃烧着。”［20］只要有婚姻，就会有家庭，有家庭就

会有生儿育女以及家务事，处在婚姻与家庭之间的

女性进退两难。

职业女性面对的第二个困境是新文化与旧道德

的两难。1928年 12月，燕京大学对本校男生的婚姻

态度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共发出问卷 300份，收回

230份，其中有效试卷 202份，占在校男生（总 506人）

的 37%，这些接受问卷调查的男生分三类：已婚者、

已订婚者和未订婚者。他们的人数分别是 42人（占

总数 20.79%）、28人（占总数 13.86%）和 132人（占总

数 65.34%）。在这份调查问卷中有一项内容是关于

男生的择偶条件以及对婚后妻子职业的调查。问卷

列举的择偶条件是：（1）性情；（2）身体；（3）品貌；（4）
品性；（5）才能；（6）学问；（7）年龄；（8）家世；（9）交际。

三类男生都把性情、身体、品貌列为择偶的重要条

件，这反映了大多数的男生还是从贤妻良母的标准

来择偶的。对妻子职业的看法调查显示：已婚者的

妻子主要角色是理家的 34人（85.00%），教员 4人

（10.00%），念书 2人（5.00%），未填者 2人；已订婚者

对婚后妻子的职业看法是：理家 12人（48.00%），服

务 社 会 5 人（20.00%），服 务 社 会 兼 理 家 4 人

（16.00%），随她意 4人（16.00%），未填 3人；未订婚者

对 婚 后 妻 子 职 业 的 看 法 是 ：服 务 社 会 44 人

（33.33%），理家 36人（27.27%），服务社会兼理家 35
人（26.51%），随她意 14人（10.60%），随环境而定 3人
（2.27%）［21］。从这份调查问卷中就可以看出，相当多

的一部分男性（已婚）倾向于自己的妻子首先是能够

理家，其次才是服务社会，而未婚者则是希望女性首

先具备服务社会的能力，其次是理家。可实际上，一

旦成家涉及处理家务事，他们就会转向。“女子最好

先将家政料理完美，为社会建筑一个坚固美好的基

础，然后再出其所学，从事其他服务社会的工

作。”［22］142“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推翻了原来的

传统女性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要求女性人格独立和

经济独立，但同时对女性的婚姻和事业又提出了新

的要求，既要事业又要兼顾家庭；既要有新知识，还

得具备旧道德，职业女性解放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适应男子的择偶标准，有

些女性竟宣称自己接受过教育，具有新文化，同时也

具备旧道德，两种本质上截然相反的特质却要体现

在同一个人身上，其中的无奈、苦闷也只有身处那个

时代的职业女性才能深刻体会。

第三，职业女性还要面对社会上各种不良的舆

论压力。一些抱有保守观念的人写文章讽刺女职员

是“花瓶”，只是为了调剂男职员们枯燥的生活，商店

雇佣女招待也是为了招徕顾客，专靠女子来赚钱。

“写字间里的女职员，根本就不会做事，老板用她无

非是点缀和调剂写字间里的沉重、枯寂、单调的空

气，给男职员们以兴奋而增进工作的效率。”［23］由于

传统观念作祟，对于到社会上工作的职业女性，社会

往往不能给予支持和谅解，反而因为一些细枝末节

的事情无限夸大妇女从业带来的弊端，致使妇女迫

于压力而离职。1937年 8月份，福建省 30多名女职

员被无故全部停职。据说起因就是因为当时任福建

省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外出，碰巧看到一个打扮很时

髦的女子走进了省府大堂，当陈仪听说此摩登女子

是本府职员时，勃然大怒，认为如此打扮的职员是虚

糜公帑，于是就命令秘书处通知各厅把女职员全部

裁撤，各发给“恩俸”一个月遣散，遗缺不另补人，以

节约经费［24］。节约经费是假，把妇女赶回家是真。

20世纪 30年代末期，各机关单位都出现了裁减或者

禁用女职员的类似情况，借口无非是妇女能力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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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遣且“行为不检点”。

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析

为何民国职业女性从业如此艰难，主要的原因

概括如下：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男权

主导的社会。在男性看来，做饭、洗衣以及生儿育女

等家事从来都是妻子应该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妻子

是职业女性而改变。民国时期各大报纸争相讨论女

子到底适宜于家事还是职业，但是却没有一份报纸

讨论男子在家庭中应尽的责任，或者讨论男女两性

如何在家务事中进行合理的分工，以减轻就业妇女

的压力，这也充分说明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有些妇

女因为工作不能完全料理家务，竟然有人在报纸上

进行质问。“她们自以为是新妇女，可以这样放弃根

本责任，但她们放弃的根本责任是不是要男子去负

担？如果这样，那么解放了几个女子，反缚住了几个

男子，这岂不是很可笑吗？”［25］男人们的这种思想和

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没有任何本质区

别。所以“女性的职业与家庭并不是客观地冲突的，

所造成这冲突的要业，便是‘顽固的习惯和盲目的偏

见’。顽固的习惯和盲目的偏见是不容轻视的，这就

代表了整个封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今后

女性的去处即是努力取得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

度”［20］。国民政府参政员史良、吴贻芳等对民国时期

这种歧视女性的现象也给予了反驳：确实是有女子

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业，但是男子也有很多是滥竽充

数的；女子固然有儿女家务的牵累，但这也是少数，

不可认为一般女性都是。而男子也有因为父母年迈

或其他事务不愿意听从调遣，所以家庭负担等关系

不愿调遣也属常事，不能以这个理由拒绝女性就业；

男女两性关系本来属于私人关系，各机关部门录用

女职员应该以个人才能为主，如果有不良分子或者

意志薄弱的也在所难免，为什么一旦考查两性问题，

唯独对女子加以“行为不检点”的责难，男子却逍遥

法外，这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必须要废除这种封建

的思想［27］。

其次，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的家庭意识

远远高于男性。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是

如此，在家庭和职业有矛盾的时候，她们往往会首先

选择家庭而把职业放在第二位。我国著名的第一位

任职于大学的女教授陈衡哲说：“母亲是文化的基

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

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

也。”［28］19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教书育人的社

会职业和家庭育儿的母性职业发生矛盾时，依然辞

职回家，专门教养儿女，等到儿女长大家庭和职业的

冲突减弱时，再重新进入高校担任教职工作，所以陈

衡哲三进三出高校。不仅仅是陈衡哲，与她同时代

的一些民国才女如林徽因、程俊英都是如此，在面对

家庭和自己的事业时，她们始终以对子女的教养、扶

助丈夫的学术为主要任务。当年的五四“四公子”曾

许下“狡兔三窟”（教书、著作、主妇）的诺言，不仅要

做贤妻良母，还要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有所建树，可结

婚生子之后，面对母职、妻职的压力，专业的建树自

然是往后排了！还有的女性婚后直接放弃了自己的

事业，专注于家庭。如杨步伟，她曾出任过为五百人

的女子北伐队所办的崇实学校的校长，领导学员纺

织、打绒绳、学刺绣、学救护，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

帝国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绒线胡

同开办“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创了妇女创业的新风

气。一度以事业为重的她宣称“不婚”，不过最后她

还是和“汉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结婚，更

让人惊奇的是婚后的杨步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

心在家相夫教子。民国时期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王

世瑛、徐亦蓁、毛彦文等，以她们所受的教育和自己

的学识，如果选择事业的话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就，

但是她们选择了婚姻，之后就以经营家庭、协助丈夫

的事业为主，甘心当起了“贤内助”。

最后，民国女性就业难还在于当时的民国政府

没有为已婚女性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条件保障和物质

支持。据民国 19年工商部印行的全国工人生活及

工业生产统计报告，江苏九区的男工数为 1 476 288
人，女工则为 258 592人。［29］如此庞大的女工数量，从

生育到家务事却只能由家庭主妇来承担，儿童公育、

托儿所的设立都很有限，产假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

家事社会化根本没有实施的条件。另外，随着抗日

战争日渐升级，经济萧条，失业率高涨，女性首先成

为了被淘汰的对象：“目前社会是动乱、恐慌、饥寒，

失业者充满着街头巷尾的社会。许多熟练的工人都

有遭受事业的危险！所以，许多身壮力旺的男性都

找不到工做，何况体力赶不上男子的女性。尤其工

商业陷于总崩溃的上海，女子想找一个公司商店职

员的位置是万分的困难。”［30］很多女性只能牺牲自

我，回归家庭。

五、结 语

“一份职业就是一个社会岗位，是社会认同的起

点，也是女人走出家庭，走向解放的基石。”［31］123民国

时期妇女解放自身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寻找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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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男女平等的具体体现。

尽管妇女从就业之初就一直困难重重，始终纠结在

家事与职业的矛盾之中，甚至有些妇女最后回归家

庭。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已经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表现。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赋予了女性家庭角色之外的

社会角色，女性在家事和职业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寻

找适合的自我解放之路。历史发展到今天，女性已

经真正成为了“半边天”，在社会中生产和生活中发

挥了巨大的潜力，但是职业女性的生存危机和压力

依然十分严峻，“男主外，女主内”是改变了，但却是

“女既主外也主内”，传统职责之外又加上了社会责

任，家庭和事业都要兼顾。女性还需不断奋斗以实

现自己在社会上应有的合法地位和独立的生存空

间，什么时候女性不再被社会、被他人所“要求”，真

正能自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女性才能算

“解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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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itation and Depression：the Professional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Family and Career

Zhang Xueling
Abstract：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the goal of women’s liberation turned to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ity indepen⁃
dence. Women who accepted new ideas walked out of their family and into the society，bravely assumed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benefi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national gov⁃
ernment open administrative organs of the State encouraged women employment measure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scale and scope greatly wider than before. The prospect of women’s employment was bright，but the actual process was
full of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Professional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who were between family and society，tradition and
modernity，often facing the dilemma of family and career，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moder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y were ex⁃
tremely hesitation and depression about life.
Keyw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professional women；family；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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