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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五四时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再次兴起，一大批先进知识女性纷纷创立女子社团，结群以争“民权”。这些女

子社团虽规模不一，但主要是以参预政治、争取民权为目的，并通过社团内外的活动施加社会影响。女性社团的变化与国

内外思潮、政治权利、新文化运动等有关。五四时期女子社团为维护女性权利、争取“民权”、促进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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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ith the re-emergence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a large number of wo-

men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set up women’s associations one after another to compete for “civil rights”. Although these women’s

associations vary in size，they mainly aim at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and fighting for civil rights，and exert social influence through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munity. The changes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rends of

thought，political rights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the women’s associ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women’s rights，striving for “civil rights” and promoting ideological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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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秋，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社团——“中

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开启了中国女子自创团体

的新纪元，弥补了中国历史上无女子社团的缺憾。

20 世纪初年，伴随着社团思想和群学理论的传播，

以秋瑾、林宗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群体

创立了女子社团，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新生力量。

不过，这些女子团体规模不大，组织结构较为松

散，且存在时间不长[1](41)。到了五四时期，被压抑许

久的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女性团体

无论在数量和规模，还是活跃程度上，均是对 20 世

纪初年女子社团的超越。然而，学界对这一时期女

子社团的研究并不十分关注，或仅有《五四时期

(1919—1921 年) 妇女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 [2](73)

一文，对该时期女子社团的兴起条件及其影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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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梳理。与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相

比，妇女社团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大提升与拓展的空

间。有基于此，本文拟从女子社团的变化着手，试

图丰富该时段的女子社团研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

一定的思考角度。

一、五四时期女子社团的种类与特点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社团，中国女学会的

创立是女性结群争取解放的一次尝试，但在社会未

觉醒的大环境下影响甚微。至 20 世纪初年，在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冲击下，以秋瑾、林宗素、陈

撷芬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结团体，创报纸，以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自身解放为中心，积极开展

活动，成为当时民主革命运动的一大“风景线”。不

过，该时期女性社团大都呈现出“散沙之性质”[3]，

彼此缺少联系，涣散沉寂[4]（1）。

辛亥革命前后，涌现出了一系列军事、侦查、

救护、募饷等女性组织，其中较为可考的女子社团

分别有女子军事团、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女子

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女子协赞会等。这些社团紧

随革命形势的变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支援和推动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彰显妇女的“国民”义务，在历

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时代和革命形势

的制约，有些女子社团存在的时间极短，多数由于

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渐次消减或改组” [4]（50），余者

多因经费问题和困于人事关系而被迫解散，甚者还

未成立便因发起人意见不合而即告搁置，从而使得

诸多女性社团犹如昙花一现，“若电光火石之渺不

可得”[4]（2），虽发挥一时光热，但影响较为有限。

至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

女性知识群体的扩大，沉寂几年的妇女解放运动

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为“交换知识，团结势

力”[4]（95），各地女界纷纷组建社团，其数量、规模和

社会影响以及活跃程度均是此前女子社团所无法

比拟的。现将五四时期创办的女子社团不完全列举

于表 1。
 

表 1   五四时期创办的女子社团情况一览表

社团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随社附设 说明

上海妇女会 上海 1915年 旬报若干期

广东女界联合会 广州 1919年秋 女职学校工读学校 1927、1931年两次改组

全浙女界联合会 浙江 1920年

湖南女界联合会 湖南 1921年3月 1924年6月9日恢复成立

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总会） 北京 1922年8月13日

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总会） 北京 1922年8月23日  《女权运动》特号

浙江女权运动同盟会 浙江 1922年10月10日

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 上海 1922年10月15日  《女国民》月刊 1927年改为中华女子参政会

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 天津 1922年10月28日  《直隶支部》特刊

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 上海 1922年10月29日

女权请愿团 天津 1922年11月15日

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 南京 1922年11月20日

女权运动同盟会山东支部 山东 1922年11月20日

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湖北 1923年1月1日  《女权周刊》

四川女界联合会 四川 1923年1月4日

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 四川 1923年1月26日

江西女界联合会 江西 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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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表和五四时期相关文献，我们还可以进

一步分析当时女子社团的特点。

第一，从空间区域分布来看，这一时期除了风

气较为开通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外，内陆的湖南、

江西、四川等地均成立了女性团体。这与这些城市

位于长江沿线，交通相对发达，文化传播相对容易

有关。借助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思潮从沿海辐射至内

地的影响，从北京、上海发出的结社之声，迅速在

全国大多数地区得到响应。

第二，从社团的名称来看，女子社团在这一时

期提出了“女界联合”“女界同盟”“参政协进”的呼

声，总会之下设分会，体现了社团的规模化、同盟

化和政治化倾向。女子团体走向联合，是基于辛亥

革命时期女性社团大都呈现出“散沙之性质”的缺

陷，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团体之间的协

作、联系，为争取女性解放而结成同盟，籍以互为

声援、团结一致，从而展开政治斗争。显然，这是对

此前女性团体的超越，反映了五四时期女性群体的

进一步觉醒。

第三，从社团的衍生物来看，五四时期女性社

团一部分随社附设了报刊、学校等，以此扩大社会

影响力。例如，“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总会，就设

立了《女权运动》特号专门宣传女性问题；“广东

女界联合会”附设专门职业学校普及女子生活技

能；“女子参政协进会北京总会”更是设立了专门

的女子法政学堂，致力于培育女子法政知识。先进

知识女性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培养妇女解放的后备

人员。

从上面分析中不难发现，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深入发展、先进女性的进一步觉醒，五四时期

的女性社团在数量和规模等方面大大超越辛亥革

命时期女性社团，表明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到达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

二、五四时期女子社团的社会活动

民国初年，诸多辛亥革命前涌现出的女性革命

组织，在革命胜利之后即自行解散或改组为协助共

和之团体，对社会的影响有限。至袁世凯当政时

期，本就孱弱的妇女运动陷入了低谷。五四时期，

伴随妇女运动的高潮，女子社团通过变动组织结

构、参与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施加社会影响，推动

了女性解放。

 （一）内部活动：变动社团组织结构

新文化运动期间，先进知识分子从“人”的解

放的高度对妇女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探讨[4]（95），

解放了女性的思想。至五四时期，知识女性以早期

的女子社团为基础，将之改组、新创，不断完善社

团组织结构，女子社团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1）规整组织结构。

20 世纪初年的女子社团在组织结构上虽然学

习国内外男性社团，初具现代团体的某些特征，但

是仍然不甚规整。时有旌德才女吕碧城为发达女学

而创办“女子教育会”，将教育会分为研究部、调查

部、编译部、建设部四个部分[5]，集开会研究、实地

调研、教材编纂、经费募集为一体，涵盖了一个团

体运转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女子社团向现代化管

理迈进了一步。但是从组织结构考虑，这只涉及了

内部的管理，而没有兼顾对外的沟通、联络。诚然，

 “女子教育会”本身的宗旨只是研究并促进女子教

育发展，对外沟通职能或许并不十分关注，但是就

一个完备的社团而言，内部管理和对外联络应该并

重，不可偏废。这是一个社团有无社会影响力的衡

量标准。

至五四时期，一大批新式女性团体吸取之前社

团部门散乱、功能缺失的教训，尝试将社团结构规

范整合，在注重内部质量、着力培养自身特色的同

时，关注外部宣传，提升社团的社会影响力。以“广

东女界联合会”为例，其章程中规定的社团组织部

门有组织组、理财组、教育组、宣传组、稽核组、妇

女救济组、卫生组、妇女职业组、党议研究组、艺术

组十个[6]，该章程不仅明确了社团内部的组织用人

方案、财务管理制度、专门女子教育、部门任务审

计等方面的任务，还对妇女联络救济、妇女就业等

外部事务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这样就使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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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内外运作时能有条不紊，更好地为妇女解放

服务。

2）加强同盟联合。

五四时期女子社团与之前的女性社团相比，存

在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社团之间的同盟、联合化倾

向。从上表所列的社团名称中可以发现，五四时期

女子社团大部分是“地名”加上“女界联合会”“女

权运动同盟会”等后缀，如“广东女界联合会”“上

海女权运动同盟会”等。同时，这些会社又分为总会

和分会，如“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总会）”“上海女

子参政协进会（分会）”等。

形成上述女性社团同盟联合化趋势的原因，即

在于女界开始寻求自身力量的发掘和整合。《留日

女学生会杂志》题词中曾言，“我国女界数千年

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在

男子的压迫下挣扎生存至今，且现在仍不知被奴役

的现状，为“除奴隶之征号、散沙之性质”[4]（14），女

性必须团结起来，结成同盟进行抗争，以便“互为

声援”，从而求得学术、人权之进境 [4]（14）。但是，女

界联合的过程是非常缓慢且艰难的，散乱的现状使

妇女在争取平等权利的时候常常处于弱势地位，

尤其是民元之后，“虽号称男女平等，实则依然歧

视” [4]（107）。1911 年 11 月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也

暴露出单个女子社团势弱、“乏有实力之团体，为

之后援”[7] 的缺陷。

五四先进女性对民国初年此类“歧视”事件进

行深刻反思，最后得出“欲求男女平等地位，非积

极团结不可”；“欲求发展能力，达到平等目的，非

团结不可，否则无能为力”[4]（107）的结论。基于此，先

进女性不断致力于社团之间的同盟、联合。为此，

北京进步女青年在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北京总

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北京总会）”等女子社团之

后，就“派代表分赴各地接洽组织支会事宜”[4]（120），

于上海、浙江、南京、山东等地均成立支会；此外，

五四初期，上海率先成立女界联合会，广东、浙江、

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更是闻风而动，均次第成立

联合会，以此作为女界团结势力、互为声援、争取

权利的武器。

3）社团间交纵连横。

五四时期的女性社团众多，这些社团虽因名

称不同而相区分，但仍然保持着相互间的联合，其

中少数富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先进女性知识分子更

是身兼数个社团的要职。例如，同位于上海的“上

海女界联合会”和“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在“上

海女界联合会”中担任要职的黄绍兰和黄宗汉，在

 “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中仍居要职；“北京女子

参政协进会”和“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虽最初

创立者因意见不合而分别进行组织，但是其相互

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断裂。女子社团间的交流

和声援是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

原因。

这种跨越社团间的联合，不仅仅体现在女性社

团内部的交纵，更体现在男女社团间的连横。当

时，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就吸收了向警予、

杨开慧等 19 名女会员，首开男女社团间合作的先

河；以男性为主导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赴法勤工俭

学运动会、天津觉悟社等，吸收女子团体中的领导

者共同致力于妇女解放、争取女权。五四时期的妇

女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男女

知识分子的通力合作，正如邓颖超所说，在这类社

团中“当时男女同学相处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

也是互相尊重平等的”[8]，这是对虽言解放已久实

则道阻且长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一次冲击。

 （二）外部活动：争取政治权利

20 世纪初年，亡国灭种的沉沉阴霾，笼罩在中

华民族上空。寻求“御外侮、雪国耻”之策，成为当

时先进人士的共同心声。有鉴时局，此时期成立的

女性社团，大多以政治运动类为主，带有鲜明的政

治性质[1]（42）。到了五四时期，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所

宣扬的“民主”“平等”并未实现，男女仍不平等，且

宪法明文刊录不平等言辞，求变之声日盛。由此，

五四妇女运动也就以修宪为主，辅之以争平等民

权，展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宪法运动”。

1）以修宪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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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大多数女性社团都涉及对“宪法”中

男女不平等表述的争论与请愿。女性如此关注宪

法，是因为“女权运动就是人权平分的运动”，但在

习惯上“所谓人权已经被男子独占去了”，为了获

得这种平等地位，必须“要求法律的准许和保

障” [9]。为此，一大批女性社团为实现“宪法”上的

 “男女”平等而不断努力。

平权之争从未间断。成立于 1921 年的“湖南女

界联合会”值创制省宪之机，发布宣言，向宪法起草

委员会提出六点要求：“（一）女子须有选举与被选

举权；（二）女子教育当与男子平等；（三）女子职业

须与男子同视不得歧异；（四）女子须有婚姻自主

权；（五）女子须有承受父母遗产保管权；（六）男子

须实行一夫一妻制度”[4]（107）。湖南女界经过艰难地

斗争，这六点要求终于被省制宪会接受，以至于湖

南省宪成立之日，各县妇女团体应时而起，选举时

出现了“男女竞选激烈”的情况[4]（107）。这次成功的

修宪经历，被其他省份的女性作为斗争的典范加以

宣传，也鼓舞了其他省女性追求宪法上平等的

斗志。

与湖南省自定宪法不同，当时其他省份仍是沿

用北京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宪法修订之时，

 “江西女界联合会”以湖南成功的案例作为斗争

的依据，明确要求对宪法草案第三条、第四条内容

中均在适当位置加入“男女”二字，修改成“凡依法

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均为中华民国人

民”以及“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男女）种族阶

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10]，以此明确中华民国男女

均为“人民”且男女平权这一概念。又有“女子参政

协进会北京总会”，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第四第

五各条中均有“男子”二字的特别规定进行批驳，

要求修改 [11]；“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在成立之初

第一步紧要工作便是向北京参众两院请愿将两院

各选举法及文官考试法中只规定“男子”二字，一

律改为“男女”二字，以此显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一律平等”[12]。

众多女性社团将目光聚焦于宪法上的不平等

的文字描述，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法律上的承认和保

护，另一方面是对男性所承诺的男女一律平等的失

望，在旧式男性当权者无意于承认“平等”且默许

现状并横加阻扰时，女性只能寻求自己的团结的力

量通过修宪改变现状，追求“平等”。

2）争取参政权。

在宪法条文上加入“男女”二字，获得法律上

的平等只是前提，争取参政权才是最终目的。五四

时期，不论是从社团名称还是社团宗旨，抑或具体

实践，都体现了女性对参政权利的追求。

参政权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

要求达到我们的目的，非获得政权不可”，并认为

 “政权不在手中，一切关于我们切身的害利问题，仰

赖男子的恩惠与慈悲”，这是“无望”且“可耻”的[13]，

为了能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女界团体不余遗力地

争取参政的权利。

为了争取参政权，女界们一方面结成团体，依

靠群体的力量积蓄实力；另一方面，依靠教育唤醒

妇女界，培养女子的法政学识，为将来参政作准

备。1919 年秋成立的“广东女界联合会”伺广东自

制省宪之机，召集女子国民大会，作大规模之参政

运动[4]（95），使女子参政呼声高涨；浙江作为风气先

开之地，对参政问题尤为看中，“全浙女界联合会”在

省宪制定之时大力促成浙江省“九九宪法”承认

 “男女一律平等”；“湖南女界联合会”在促成湖南

省宪法制成之后，积极参与选举，省议员中就有王

昌国、吴家瑛、周天璞等女性[4]（108）。五四时期的各

地女子参政协进会，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宗

旨便是“要求女子参与全国政治”[4]（114）。

争取参政权是五四时期女性在解放自我问题

上的前所未有的认知。这一时期，女性团体不仅极

为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斗争

方案。通过这一系列有步骤的斗争，女性的参政权

益初步得到了保障。

五四时期的女子社团，通过内外活动加强了女

性的话语权，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妇女

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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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子社团兴起及“结群索权”的原因

近代中国的妇女团体从萌芽出现到成立发展

分别经历了: 萌芽胚胎期、生长繁荣期、趋近大众

期及曲折奋斗期等不同阶段，其中，五四时期的女

子社团处在承前启后的趋近大众的重要阶段[2]（73）。

为了与大众相互联合，这一时期的女子社团在组织

结构和宗旨目的以及斗争策略方面都作了深刻的

改变。而作出改变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新思潮的冲

击、政治权利失衡下的人的觉醒以及新文化运动的

推动[14]。

 （一）国内外新思潮的冲击

清末以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也涌入中国，对中国影响很大。

至五四时期，一定程度上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知识

分子接触了西方实验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思

想理论 [2]（74），使女性知识分子更加注重群体的力

量，女子社团朝着同盟联合化趋势发展。

而国内由于政府更替频繁，军阀争权夺利，为

社团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社

会环境[15]，政府放开了对社团的诸多管控，法律上

允许创设社团。因此，女性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诉

求，纷纷创立、改组社团，修正一段时期内女子社

团脱离下层民众的缺陷，不断向大众靠拢，创办诸

多平民女子学校、开设报刊等，在扩大社会话语权

的同时，为启迪民智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政治权利失衡下人的觉醒

五四时期，虽然宣扬“民主”“平等”的中华民

国已成立多年，但男女仍不平等，权利失衡严重。

男性当权者可以随意曲解法律，女性的权益无法从

法律中寻得保护，故求变之声日盛，这直接刺激了

女性的觉醒。

在政治权利失衡之下，众多女性知识分子纷纷

寻求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湖南女界联合会、江西

女界联合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北平总会、上海女权

运动同盟会等女性社团，均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益

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众多女性社团将目光聚焦于宪法，追求参政

权，是对男性所承诺的男女一律平等的失望，在男

性当权者利用政治权力压迫女性人权时，女性只能

通过团体的力量改变现状，追求平等。

 （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前所未有的抨击，使中

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对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弘扬

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更是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民

主主义觉悟和推动中国政治民主作出了极大

贡献。

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上的大解放为五四女

子社团的活动提供了沃土。这一时期的女性明确了

要想获得平等的权利，不得“仰赖男子的恩惠”，为

了能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必须以获得政治上的权

利为先。同时，女性以更加活跃的姿态，走出校园，

走入社会，办报刊、开演讲、办学校，担负起“女国

民”的社会责任，向普通民众传授新知，培养解放女

性的后备人才，为争取平等的人权而努力。

四、余　论

从 1897 年秋创立的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社

团——“中国女学会”开始，女性在救亡图存、解放

自我、变革社会思想的道路上一直探索着。五四时

期的女子社团，是近代妇女运动经验总结后的集大

成者，它充分利用了群体的力量，为社会思想解放

和女性解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 激发了女性获取政治权利的热情，创新了妇

女解放的方式。五四之前，妇女运动大都如 “散沙”

一般，彼此没有联合，各自为政，也没有明确提出

自身的诉求，故而成效不足。五四时期，解放了思

想的女性知识分子，更加注重政治权利的获

取，为此，社团附设学校，开设专门的法政学堂以

及平民学堂，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传播新知，培

养了参政的后备人才，为之后的女性寻求法律保

护、争取政治权利、促进女性解放提供了新的斗争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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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击了男权社会的政治形态。父权制、男权

社会贯穿于整个封建时期，男性作为政治权利的习

惯上的享有者，在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仍然占据

着政治上的特权。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开始意

识到获取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认为掌握“政权”是

摆脱男性控制、获得解放的重要一步。为此，众女

性团体借助集体的力量，经过艰难斗争，初步获得

了参政权，打破了男性独享政治权利的局面，冲击

了男权社会的政治形态，为女性参与政治打下基

础，推动了其后的妇女解放运动。

纵观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女子社团的发展脉

络，可以看出女子社团的兴衰与中国的社会形势紧

密相关。五四时期的女性社团在妇女解放史上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女子社团与戊戌变法

时期将女性束缚在扶持男性的角色定位上不同，又

发展了辛亥革命时期女子社团争取政治权利、摆脱

男性控制的愿望，将独立意识以及人格自由作为自

己的奋斗目标，充分利用了社团这一斗争场所，促

进了妇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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