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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的政治：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发展的多元景观

孙秀玲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清末民初，基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议题，国家、教育与女性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动态。
一方面，女子教育被视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通过不断重构伦理标准和道德体系，重塑了符合时代要求
的新女性形象，推进了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女子教育的发展又受制于民族国家建设，在教育
宗旨的嬗变、教育空间的拓展，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等方面折射出性别、权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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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尔认为：“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
就教育制度的本质而言，无论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
到，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一项政治活动。” [1]1 清末
民初是中国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不断互构、碰撞的
年代，国家、民族、妇女解放成为女性教育变革的
话语背景，围绕民族国家建设，女性与教育、国家
之间存在多重纠葛。

一、女子教育宗旨的多重变调：贤妻良母、
女国民与男女平等

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生态下，女子教育一直被视
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这种工具化的思想与
其时传入中国的、把教育当作一种天赋人权的西方
女权思想截然不同，二者发生碰撞，并形成了一种
吊诡现象，即在社会公认应该大力发展女学的同时，
办什么样的女子教育却成为分歧不断的话题。清末
民初，女子教育宗旨便出现了贤妻良母主义、女国
民、男女平等教育等多重变调。

（一）贤妻良母
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时期，“贤妻良

母”具有不同的内涵。近代之前，“三从四德”是
其最高标准；近代以降，它与女权、革命等话语合
流，整合了中国传统的女性观、日本的贤妻良母主

义与西方的男女平权思想，呈现出潜隐的传统底色
与鲜明的时代特色。自晚清梁启超提出将“上可相
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作为其内涵
与标准之后，贤妻良母就成为女子教育的办学目标。
即使到了民国之后，在社会舆论中，女子教育“尤
需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
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2]2-17 而女子对于社会
的最大贡献则是“幼儿之保育，儿童之教养”和“良
好家庭之建设”。[3]120-121 其后，女子教育制度虽屡
有更新，但因与中国传统女教理论相契合，所以贤
妻良母主义始终是女子教育宗旨的主流。

显然，贤妻良母主义依然将女性的生活定位在
家庭内部，希望女性能够在接受新式教育后获得现
代化的知识，在道德、文化和能力等方面均获得成
长，从而更好地辅助丈夫、教育孩子、服务国家。
这种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实际上迎合了当时社会对妻
子和母亲角色的普遍认同，是中国女性传统形象和
基本生活范式的复制与延续，因此，它不仅得到政
府的提倡，在民间亦被奉为圭臬。但从本质上看，
这种要求女性恪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将女性伦理
融入国家观念的男性本位思想，“完全是从男子底
方便上着眼，并非以女子底天禀为本。”[4]287 女性
的个体价值依然被忽视，对女性基本角色的定位并
未发生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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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国民
受贤妻良母主义的掣肘，在民初，从西方传入

中国的女权思想并未得到有效传播。五四前后，中
国社会急剧变动，知识分子被迫重构个人与国家的
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下，他们批判传统的
性别理论，认为只专注于女子在铸造国民中应尽的
义务必将使女子终身为社会的附属品，提出“国民
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
唯有如此，中国或有可望也。[5]192-194 自此，“女国民”
便成为女性角色的新表达。由于迎合了其时的社会
舆论潮流，这一教育宗旨迅速确立了其合理性和合
法性，并演变为一种女学时尚，“女子教育，……
实在无处不带着女国民教育的色彩”[6]1-26。

作为国民—国家关系的新建构，女国民的教育
宗旨冲击并挑战了将女性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贤妻良
母主义。它使女性以主体身份建立了与国家的直接
联系，确立了女性在国家话语中的政治身份，“为
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
空间”。[7]48-54 但这种将女性受教育与否和国家兴
亡直接相连的观点，背后隐藏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主
导的话语体系。精英男性自恃为女性觉醒的引路人，
试图通过唤醒女性以实现救亡图存，这与真正意义
上的女性解放、女权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当
面对女性如何跨出小“家”而拯救民族国家“大”
家的问题时，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转移话题，
将承担国家命运的女国民角色与有知识的贤妻良母
统一起来，试图消解二者之间的话语冲突。

（三）男女平等
社会政治不断变革，女国民的教育宗旨也因国

家顶层设计的改弦更张而受到压制。但随着西方民
权、平等思想的不断涌入，这一教育宗旨的启蒙效
应却不断发酵。尤其是五四之后，“男女平等”“男
女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等观念被大力提倡，女性独
立的个体价值逐渐被认识和发掘。持论者从生理学、
心理学角度论证了男女平等教育的合理性，提出“不
问男女，都受一种‘人的教育’”[8]387。而要提高
女子的觉悟和人格，“非男女教育平等”不可！只
有有了平等的教育权，女子的职业、参政等问题才
能迎刃而解 [9]30-41。

与贤妻良母主义、女国民的教育宗旨明显不
同，男女平等教育的持论者把女子教育回归到女性
解放这一目标上。虽然他们对女子教育的倡导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对女性被压迫者身份的同情和
批判，但女性已不再是一种工具性、功能性的物化
存在，而开始被认为是具有自身价值的行为主体，
因此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在从贤妻良母主义，到女国民，再到男女平等
的教育宗旨嬗变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不断被重
构的动态概念。而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背景下，

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多重期待亦折射出时人在内忧外
患的时局下急于寻求出路的迫切心态。但新观念的
出现并不意味着已有观念的消失，各教育宗旨之间
的论争也并非相互矫正，其边界亦相当模糊，甚至
呈现出一定的交叉性和交替性。尽管如此，经过不
断的冲突与消解，女子教育宗旨最终实现了由“女
性”的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呈现
出从国家本位向女性个体本位的演进态势。

二、女子教育空间的多向拓展：女子学校、
男女同校与女子留学

教育宗旨的设定直接影响女子教育的形式与制
度安排。清末民初，伴随民族国家建设和妇女解放
进程的推进，女子教育的空间亦不断从单设的女子
学校拓展到男女同校、女子留学。

（一）女子学校
女子教育虽然蹒跚起步于清末，但囿于男权主

导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男女教育在空间上依然分
途进行，女子学校是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唯一场所。
辛亥革命后，随着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不断得到
肯定和接纳，女子学校亦不断扩增。据统计，1922
年 -1923 年，拥有女子初等小学的县占 76.6%，拥
有女子及高等小学的县占 35.9%。[10]116-126

显然，相对于传统将女学局限于家庭教育的形
态，女子学校的单独设立已是质的飞跃。不过，单
设女校也产生不少问题，比如，女子学校的师资、
经费、教学质量等均远逊于男子学校，男女学生隔
离阻碍了男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男女受教育严重
不均等。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逐渐高涨，女子学校
开始被视为实现男女同校的绊脚石。

（二）男女同校
在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的话语框架下，女子

学校是否有单独设立的必要逐渐成为时人争论的焦
点，男女共学的问题浮出水面。此论一出，社会哗
然，教育界更是一石千浪。保守人士对女子结队入
学尚存焦虑，更何况男女同学同座？因此，各种反
对之声蜂拥而至。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反对。“为家
长者，以女子年长必嫁，异日总为他家妇，故无须
教育之；为丈夫者，以为娶妻所以续姓传代，次则
享受服事，故不必求有学之妇也。”[11] 所以，部分
觉悟的女性虽然想进男校学习，但终因家庭所制，
不能如愿。[12] 其次是女子自身的疑惧。有些女性虽
有进男校学习的意愿，家庭也不反对，但仍“唯恐
不得好结果，被人讥笑”，因此，只“暂作观望，
不敢便来”。[13] 再次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在男
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盛行的年代，社
会普遍倡导的依然是女性的贞烈节操，对于男女同
校，普罗大众则唯恐女子失行失德，悖理灭伦。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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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旧者的荒谬逻辑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驳斥，他
们认为，“男女有同等的人格，处平等的地位，应
该受同等的教育，不宜妄生分别，有所歧视。”[14]1

而男女同校是一种“自然发展的教育，是人类平均
发展的教育，是男女平等的教育，也是达到教育目
的的最重要的最速的最善最简单的方法”[15]39-49。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教育界勉强同意在小学试
行男女同学，要求 12 岁以内，不论男女，学校应
一律接纳；但高小以上，必须另设女校单独施教。
至于偏僻贫寒之地只能设一单级高小的，仍然允许
男女共学，以免适龄女子失学。[16]5-7 时至 1912 年
1 月 19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普通教育暂行办
法》，“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17]194。

男女小学共学推动女子争取更高层次的平等
教育机会。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男性精英主张仿效
西方国家实行男女同校，并掀起大学“开女禁”
的讨论热潮。不少论者将男女同校视为实现妇女
解放的必要路径，认为面向女性开放高等教育是
时势所趋。[18]11-31 觉醒了的先进女性也不甘于失语
状态而积极发声。在诸方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
1920 年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并迅速得到北京其他高
等学校，以及南京、上海等地大学的响应。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1925 年，全国各类大学中的女生人
数已达 973 人，占大学生总数的 4.5%[19]135-138。

大学女禁的放开刺激着女子中学教育的发展，
争取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中学教育的呼声应时而
生。但由于中学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反对者站
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认为“中学生的血气
未定，情欲冲动了厉害，若不加以防止，难免不发
生危机”[20]。而支持者则驳斥这种以年龄大小为标
准的观点，指出在小学、大学已经对女生开放的前
提下，任何学校，“即是开放，应当要彻底的开放，
不要行局部的开放。”[21]2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
1921 年 11 月，广东省立一中率先招收女生插班生。
随后，湖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学相继
开始招收女生。至 1925 年，女中学生的数量增至
7956 人，占中学总人数的 6.12%[22]194。

清末民初，男女同校的实现，经历了小学初级
阶段、小学高级阶段、中学以及大学的发展线路。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每一步都是在先进
知识分子的呼吁、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进步女性
的努力下共同实现的。最终，男女同校成为历史的
抉择，并由此宣告男女有别的教育制度的终结以及
男女平等教育制度的开始。

（三）女子留学
留学教育是女子教育空间拓展的重要形式，是

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延续。其实，早在清末女学
兴办蔚然成风之际，清政府就开始给予女子留学一
定的鼓励。民国之后，由学校派遣的女子留学愈加

规范化：1913 年，政府颁布留学规程，规定女子同
男子一样可以竞争官费留学；1914 年，教育部发布
《管理留学美洲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和《管理留学
日本学生事务规程》，确定清华学校要利用留美庚
款每隔 1 年考选 10 名女生赴美留学。各省的官费
留学，则不限男女。在政府的鼓励下，1914 年留美
女生有 94 名，1925 年则增加到 640 人。[23]172-176 而
留日的女生在 1914-1926 年间总数更是达到 1024
人。[24]104-112 在对女子留学予以支持的同时，政府先
是本着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对女性留学的专业予以
限制，规定“所需学术，应以师范、医学、美术、
音乐为要”[25]335，其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女
子留学所涉专业逐渐拓宽到政治、经济、教育和科
技领域，呈现出多样性与广泛性；留学国别逐渐增
加到英、法、德等国家，形成了全方位派遣的留学
格局。但受政治权力更迭的影响，女子留学教育仍
然整体上呈现出无序状态。

近代女子留学是在男权的推动和限制下发轫
的，但女性的解放并不以男权为转移。这些走出国
门的女性在归国后从业于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
等领域，改变了民国社会的职业分工和职业性别结
构，标志着女性从一种性别角色到社会角色的转变，
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从女子学校、大学开放女禁、女子中学改革，
再到女子留学教育，女子教育的空间不断拓展，其
发展一波三折却流向清晰。其一，女子教育以实现
男女平等为目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形式到
内容，一直致力于追求与男子同等的权力、同样的
标准；其二，女子教育虽未能完全摆脱男权社会话
语体系的影响，但已不再局限于外在的工具性目的，
而开始追求女性自身发展，并试图平衡社会要求与
自我发展之间的矛盾。[26]75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多元觉醒：性别意
识、权利意识与职业意识

女子教育的发展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而女
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又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天然尺度。
清末民初，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下，接受了教育
的先进女性不断反思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在角色定
位、权力参与、职业获得等方面积极赋权自我，逐
渐完成主体身份的多元建构。

（一）性别意识
中国宗法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男尊女卑的

性别文化和三纲五常的伦理操守，作为一种共同的
社会心理，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人格结构和行为方
式，更影响了女性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认知。民国
初立，随着女子教育的推进和女权思潮的涌动，觉
醒的女性开始意识到自身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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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男性附属品。她们挞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传统观念，强调女子要自立就必须接受与男性同样
的教育。但她们又反对“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
认为这实际上是为男子所设，只会让女子成为识字
的婢女，高等的奴隶。她们唾弃男尊女卑的性别意
识，试图将当下的“我们”与过去的“她们”区别
开来，以此彰显对具有主体精神的女性身份的诉求。
她们努力把争取教育权与人权结合起来，不仅改变
了依附性、封闭性的性格特质，而且展现出自强自
尊的女性形象和颇具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

虽然现实的政治生态构成了进步女性表达自我
的言论框架，也为其合法性征得了社会认同，但无
论是成为贤妻良母、女国民还是与男性平等的女性，
这种看似丰富的身份赋予和自我建构，实际上并没
有摆脱男性话语对女性行为的预设和规训。她们以
男性的眼光对自身加以考量，用男权社会的标准来
衡量、塑造自己，所谓的觉醒，其主题也不过是作
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附属品出现，女性微弱的声音终
被淹没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声浪之中。

（二）权利意识
性别意识的觉醒促发了权利意识的觉醒，先进

的女性开始期待成为国民的权利主体，并通过各种
方式表达对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关注。她们不再满
足于依赖男性鼓吹妇女解放，开始自己创办报刊、
组织团体，表达女性的身份诉求，争取男女平等的
权利，成为女性参政运动中的意见领袖。部分进步
知识女性甚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探求
中国妇女解放的新途径。尽管她们在立场上有激进
和渐进之分，在对女性身份认同上存在社会与家庭
的不同偏重，但她们站在舆论舞台上表达女性观点
的行动本身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将女性身份囿于家
庭之内的限制，反映了女性希望通过承担国家责任
来获得主体身份的迫切心情。除在舆论上积极争取
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外，精英知识女性还身体力行
地投身于参政运动。尤其是五四之后，“女界多才，
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
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27]52-53 展现了精英女性权利意
识的觉醒以及在公共社会空间中的多重风貌。

然而，传统的惯性依然强大，波诡云谲的政治
环境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女性权利诉求的表达。政治
的失序折射在文化思想界则表现为新旧思想的冲突
与混杂，导致对女子参政问题的探讨一直在进步与
保守之间彷徨不定。随着精英知识女性被迫退出舆
论和政治场域，她们甚至再次回归传统女性身份，
重新致力于在家庭职责中发掘女性的社会价值。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旧杂陈的历史时期，知识女
性在身份选择上的无奈。

（三）职业意识
女子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近代知识女性职业群体

的出现。她们对从业必要性的认知可追溯至清末，
那时的女性已经开始积极介绍西方妇女的就业状况
并向国内女性推荐职业。民国之后，随着女性职业
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她们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生活之
中，将获得职业、实现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根
本途径。就职业领域而言，教师、医生是知识女性
较早从事的职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女性才
开始涉入更加广泛的职业场域。20 世纪 30 年代，
女性的职业选择范围越来越广泛。就业观念的变革，
职业范围的扩大，不仅使女性获得了经济上、心理
上的独立，也突破了传统的职业分工和社会结构，
重构了女性的家庭与社会角色。

但受传统女性观念的束缚，即使踏入职场的女
性也曾一度在家事和职业之间犹疑徘徊。再加上社
会对女性工作能力的怀疑，女性走向职场更是阻力
重重。“行政机关也容许少数女子进去，但却要被
认为‘花瓶’，视为案头供玩而已；学校机关也容
许女子充任教员，而在当局看来，不过适应潮流，
凑凑热闹罢了；至于其他机关，如商店之用女子，
则利用之以为广告，工厂之用女子，则图其工价之
贱，便于驱役。设问有几个人毫无差别的同等待遇
女子？至若不为职业机关所沿用，就连‘花瓶’‘牛
马’而不可得的，更不可胜数！”[28]185-186 社会心理
与社会环境的双重阻碍，使女性的职业获得与所受
教育之间并未表现出密切的关系。于是，教育走向
歧路，即教育资源的获得并未用作女性的自强之基，
反而成为回归家庭、待嫁门第高低的一种筹码。

无论如何，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主体意识
的觉醒，改变了女性传统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但不
同于男性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中展开对女性问题的讨
论、对性别观念的重构和对女权的界定，女性则基
于对自身生存困境的探求与思考，对人格尊严之平
等、个性自由之解放的追求而走向主体意识的觉醒。
无论是其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还是社会角色的重
塑，无不彰显了近代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
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份建构的主动性。

结  语

女子教育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发端伊始，它就被纳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之中。社会变革及政治重构的现实以隐喻的方式在
女子教育发展中得以传递并引起共鸣，女子教育不
断得到形塑与推进：一方面，对政府、教育者和某
些论争者来说，女子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手
段，通过不断重构伦理标准和道德体系，女子教育
被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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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无论是教育宗旨的多重变调，教育空间的
多向拓展，还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多元觉醒，无不对
已有的传统、道德和文化构成挑战，从而昭示了性
别、权力与社会变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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