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学问题 2020 年第 1 期

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王 若 颖

摘 要： 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能够反映

出女性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境遇。现有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女子教育、生育育儿、国家干预和

文化建构四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能够推动新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但目前缺乏将母亲作为直接研究对

象的专门研究，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零散状态并且存在研究意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近

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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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国妇女生活史》问世前，徐天啸《神州妇女新史》于 1926 年出版，但其影响力与代表性远不及陈著。
②郑永福、吕美颐：《60 年来的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大象出版社，2013 年，第 258 页。
③当时以高彦颐（Dorothy Ko）、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曼素恩（Mann Susan）、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贺萧（Gail Her-

shatter）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妇女史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不仅强调重新发现妇女的历史，同

时也要求将男性以及两性的互动放入研究视野中，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历史研究因此开始从妇女史研究转向性别史研究。
④“新妇女史”是指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具有西方女性主义色彩和新社会史特征的妇女史，参见郑永福、吕美颐：《60 年来的

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第 257 页。
⑤有关近代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中已有关于女工、女学生和女伶等等成功的研究范例，但那些研究对象大都是在晚清之后

才出现的、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因此很难将她们与中国传统女性做更多的联系，这种现象正是笔者所谓中国妇女史研

究发展的割裂与阻碍。

●中国史研究

1928 年，陈东原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

下反对压迫妇女的产物，它开创了中国妇女史研

究。①《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问世意味着开始专门有

学者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中国妇女的生活，

而且它是第一部真正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史研究

著作，中国妇女史研究自此开端并且继续发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中

国妇女史研究集中围绕妇女解放运动问题进行并且

出现了一大批相关史料编纂成果和研究专著，研究

成果可谓丰富多彩。②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妇女史

研究再次有所突破，当时先有一批海外学者采取了

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妇女史。③ 新的研究强调

应用社会性别理论并且开拓了研究范围、丰富了研

究内容、挖掘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意义。这些新的研

究成果很快被译介到国内，紧接着性别研究成为了

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范式并且最终促成了中国新妇

女史研究开花结果。④ 如果说传统妇女史研究在历

史中重新发现了妇女，那么新妇女史研究则更注重

探究和反思女性的历史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及其意

义。因为研究方法根本不同导致新、旧妇女史研究存

在分歧，传统妇女史研究通常对女性群体做整体性

研究，而新妇女史研究则发掘具有特点的女性小众

群体做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深描，例如明清时期的贤

媛才女等等。因此中国妇女史研究前后呈现割裂状

态，这样会妨碍中国妇女史研究学科的整体发展。⑤

那么应该如何开展新的研究并且推动中国妇女史研

究继续发展？下文将以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为例，

分析和讨论研究中国妇女史应该如何把握宏观问题

意识、采取合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且尝试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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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问题提出建议。

一、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

研究妇女史能够帮助人们在历史中重新发现妇

女并且重新认识她们，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也不

例外。“母亲”一般是对承担了生育职能的女性的统

称，所谓生育职能指的是生产和养育孩子的两种行

为，大多数女性自怀孕开始自觉承担起这两种职能，

但也有一部分母亲们或只承担了二者其一。虽然现

实生活里并不仅仅是母亲来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

例如费孝通的双系抚育理论就强调父亲的抚育职责

和作用，但只将“母亲”作为一种妇女史的研究对象、
将“母亲”的定义和内涵框定在妇女史研究的范围

内，则可以将“母亲”视为一种承担了生育职能的女

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母亲”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

所拥有的个体身份角色，它赋予了女性独特的生命

体验，而且“对生命的呵护与持守，这是女人共同的

东西，尽管做起来是一个人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所

以“母亲”也是女性的一种群体身份角色。直到今天

由女性承担生育职能作为一种社会性别分工和劳动

分工仍旧没有发生改变，母亲一直受到各种文化的

赞美，这种对女性的肯定在人类共同且漫长的父权

制文化中显得例外，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更是如

此，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母性是高于女性的。① 研究

近代中国母亲问题就是要挖掘“母亲”作为个体身份

角色所承载的女性生命故事，同时研究“母亲”作为

群体身份在历史中反映出的女性的整体命运。而且

进行任何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仅

仅填补女性的历史失落，而是要实现重新认识、解释

历史以至重写完整的两性同创共享的中华史的目

标。②

目前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通常涉及女

子教育、生育育儿、国家干预和文化建构四个方面。
有关女子教育的研究主要讨论贤妻良母主义和母性

教育问题，其中有关贤妻良母主义的研究最多，因为

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最早提出的有关妇女解放

问题的思想主张。吕美颐认为“贤妻良母”曾是中国

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生活的基本范式，但直至 1905 年

左右才真正形成一种在社会上流行的概念，贤妻良

母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物，但它不仅要求女

性要继续履行传统贤妻良母的义务，还要承担一定

的社会义务、为善种强国做贡献。③ 余华林认为尽管

贤妻良母主义在五四以后遭到批判，但人们无法否

认母职和母性对于女子的重要性，因此人们还是主

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点来代替贤

妻良母的旧观念。④ 针对母性教育的研究一般是从

思想渊源、教育实践和学生态度三个方面开展的。丛
小平认为近代女子教育植根于前近代女学传统，早

期女子教育主流的推动力是民族主义与传统母教观

念的混合物，无论是精英还是国家均接过传统女学

中以母教繁荣家族的观念引导女性接受教育。⑤ 简

姿亚认为尊崇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学实际上在构建新

母性神话来替代旧母性神话，母性依旧被视为女性

最重要的天职，母性依旧在遮蔽和剥夺女性的其他

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⑥ 有关教育实践的研究相对

较少，通常是对学校实施的家政或家事课程进行考

察。张丽研究发现清末女子初小就有家事课程，民国

成立后家事科目成为女子教育的特色，内容涉及手

工、园艺、缝纫、刺绣、烹饪和育儿等等，家事科目随

着女子教育的发展日臻完善并最终被正式纳入了高

等教育体系。⑦ 徐婷婷对金陵女子大学的研究注意

到其下设的家政系共分为三个方向：家庭艺术、儿童

教育和营养学，家政系师资阵容强大且注重实验和

实习活动，学校希望学生能用系统的科学知识去管

理家庭事物，进而管理社区乃至社会的事物。⑧ 有关

女学生如何看待母性教育的研究最少，一般研究者

们都默认女学生是母性教育被动的接受者，但也有

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冯慧敏认为母性教育的重点是

培养女学生的家政技能而不是增长她们的职业技

①李小江等：《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03、404 页。
②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
③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争论》，《天津社会科学》1995 年第 5 期。
④余林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析》，《人文杂志》2007 年第 3 期。
⑤丛小平：《从母亲到民国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⑥简姿亚：《近代新母性神话的建构：从身体解放到人格独立———以辛亥时期女性媒介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

2013 年第 2 期。
⑦张丽：《民国时期学校家政教育初探》，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第 16 页。
⑧徐婷婷：《文化冲突视角下的金陵女大研究》，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硕士论文，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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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会造成她们与男学生间的差距，最终导致毕业

后难以就业，女学生群体成为了被动的受害者，而且

母性教育促使人们认为即使是受教育的女性还是更

适合回归家庭，这本身不利于女子的发展，因此母性

教育越来越受到女性的质疑与反对。①

有关生育育儿的研究主要包括生育卫生、节育

运动和生育观念转变三个方面，生育卫生研究主要

关注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有关分娩卫生

的问题，何江丽研究了近代北京的生育卫生，发现直

至 1913 年以后北京地区才开始一面取缔旧的产婆

和接生方法，一面训练新的助产士和提倡新法接生，

再造“国民母亲”要求将女性身体从属于卫生的控

制，国家话语企图更严密地笼罩女性身体，以最终完

成生育行为的社会化过程。但事实上市政机构未能

将生育的过程严格置于行政管制之下，生育卫生仍

然基于女性的自主选择。② 赵婧研究了近代上海的

生育卫生，具体包括西方产科学的建立、以助产士替

代旧产婆、分娩卫生的医疗化问题。她发现近代上

海的分娩卫生改革使得时人抛弃了旧的生育观念、
认可分娩卫生是保护母性的有效手段，但本质上市

政机构强调分娩卫生仍出于健全母体产生健全儿童

的需要，所以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妇女的身体与健康

只有在作为母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时才有意义。③ 节

育运动研究关注国家如何倡导改变民众的生育观

念，俞莲实重点以北京、上海、南京为例研究民国城

市生育节制运动，重点介绍了运动在三地开展的情

况，她认为生育节制运动实质上是用科学的手段构

建现代母亲角色，推动社会认同母职的重要性，同时

这也造成母亲养育子女的责任越来越重，但母亲的

社会地位和权利却没有因此而上升，最终导致意识

形态的“母性”和女性主体经验的“母性”之间存在着

极大的反差，以母性自由、生育自主权的获得、性解

放、男女平等的性别秩序的建立为主要目标的真正

的生育革命并未实现。④ 有关生育观念转变的研究

经常与节育运动的研究联系起来，陈文联认为五四

时期接受生育节制思想的社会基础较之此前广泛得

多，生育节制思想的内涵也不断得以完善和提升，但

民众生育观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

需要进一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⑤ 另外，相关研

究共同注意到了近代中国女性为履行母职所肩负的

重担，例如李扬的研究指出不同于父教重于母教的

传统，近代中国母亲不仅要担负起生育的责任，还被

要求去学习各种新式的育儿知识，这无疑对母亲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近代中国女性想要成为一

名合格的新式母亲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而在现实

生活里很多女性因此陷入了困境。⑥

有关国家干预的研究主要针对社会公育、社会

保障与慈善救济事业进行考察。社会公育的研究是

考察国家如何通过举办公共事业帮助女性分担母

职，研究者们首先注意到社会公育思想的萌芽，潘晓

飞认为近代中国儿童公育思想萌芽于戊戌维新时期

并促生了近代儿童公育制度，但近代儿童公育思想

片面强调公养和公育而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无法

真正解决实际问题。⑦ 近代中国母亲们的利益更依

赖于公育制度的实践，当时最普遍的实践形式是举

办公立幼儿园或托儿所。赵宇静研究了清末民初幼

儿教育机构的兴办状况、师资情况和幼儿教育团体

对儿童公育事业发展的推进。⑧ 王含含研究了南京

民国政府时期城市幼儿园教育的实施情况，内容包

括机构设置、机构性质、发展成果与启示。⑨ 冯蕾研

究了战后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所以及战后

上海的儿童教养组织的情况。⑩ 社会保障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多，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关保护母亲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出台及其实施情况。刘秀

红研究了 1912 年至 1937 年女工生育保障问题，发

现通过妇女团体的推动和女工群体的主动争取，女

①冯慧敏：《民国时期女子职业问题研究———以〈妇女共鸣〉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第 35 页。
②何江丽：《再造“国民之母”———近代北京生育卫生研究》，《历史教学》2014 年第 8 期。
③赵婧：《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复旦大学 2009 年博士论文，第 26 页。
④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 2008 年博士论文，第 350 页。
⑤陈文联：《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历史考察》，《中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⑥李扬：《歧路纷出，何处是归程？———民国时期知识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上的两难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⑦潘晓飞：《清末民初“儿童公育”思想研究》，安徽财经大学 2013 年硕士论文，第 38 页。
⑧赵宇静：《清末民初幼儿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第 58 页。
⑨王含含：《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幼儿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第 92 页。
⑩冯蕾：《战后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所研究（1945—1949）》，上海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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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最终获得了南京政府颁布的《工厂法》在立法上对

她们生育权益的保障。① 张茂梅对清末民初中国妇

女的法律地位进行研究并且分析了女性作为孕妇和

母亲在近代中国实施现代立法的整体过程中所受到

的保护。② 有关慈善救济事业的研究最少，一般只在

整体研究中顺带论及有关母亲的问题，相关研究都

将国家对孕产妇的卫生指导、设立幼儿公育设施、举
办儿童教育事业视为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一部分，

这样就与前述很多问题的研究有所交叉和重叠，只

是相关研究更加突出和强调各项事业和措施的社会

公益性质。
近代中国母亲不仅会受到国家权力的规训，还

会受到文化的建构，马川川对中国的母亲文化进行

了研究，但他的研究只是梳理了近代有关母亲问题

的思想潮流的产生及其嬗变，缺乏对有关母亲的文

化建构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③ 目前更多相关研究

集中于考察近代女性报刊是如何建构有关母亲的文

化的，研究者们注意到报刊能够通过传播育儿知识

帮助女性胜任母亲的角色，同时女性读者会主动参

加报刊上相关问题的讨论来表达她们承担母职的感

受。④ 因此有一些研究指出女性在文化建构母亲的

过程中不是全然被动的，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她们就

会主动争取自身的话语权并且参与到文化建构母亲

的过程中去。⑤ 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母亲”是中国

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议题，近代中国随着五四之后

兴起了一批广为社会关注的女性作家，有关母亲的

文学形象、议题和作品也随之陡然增加，女性对于

“母亲”的书写反映出她们通过主动参与文化建构母

亲的过程完成对自我、性别以及生命的认知和表

达。⑥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

前述梳理了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研究的现

状，其中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突出的问题是

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思想流变、制度革新、风俗改良

和社会运动的考察，但很难在具体研究内容中看见

鲜活的人，特别是本该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母亲”
往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被忽略了。事实上绝大多数

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成果只能被归类为政

治史、经济史或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真正能够称作妇

女史的研究成果很有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是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没有采取和应用妇女史的研究

视角、理论和方法，甚至针对该问题的新妇女史研究

还是空缺的，目前急需填补这项空白。另外，新妇女

史研究应用最普遍的三种基础理论是女性主义、社
会性别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因此在开展相关研究之

前应该先熟悉这三种理论。首先，女性主义是20世纪

早期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主流社会中产阶级

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潮。⑦ 书写女

性主义历史意味着要详细说明妇女的规范是如何被

强加、被遗漏、被置换、被再强加或可能被废弃的。⑧

其次，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物性别（Sex）而

提出的概念，它可以被视为自然的“性”的社会关系

的产物，它通过在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建立

起多层次的规范来确立男女各自在社会中的角色、
位置和地位。⑨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将社会性

别理论引入历史研究范畴，她认为研究社会性别是

要探究形成性别差异的全过程，这样才能进一步认

识社会的结构、权力以及物质分配的特点，从而也就

①刘秀红：《社会性别视域下的民国女工生育保障问题（1912—1937）》，《妇女研究论丛》2015 年第 6 期。
②张茂梅：《试论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1901—1926）》，广西师范大学 2001 年硕士论文，第 29 页。
③马川川：《近代中国母亲文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论文，第 210 页。
④陈瑶：《民国上海知识女性的家政生活———以〈妇女杂志〉（1915—1931）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 2015 年硕士论文，第 100

页。
⑤冯剑侠：《女报人与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以 20 世纪 30 年代“新贤良主义”之争为例》，《山西师大学报》2014 年第 5

期。
⑥此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颖、卢升淑和朱凌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可参考王颖《论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中的“母

性”命题》，《东方论坛》2011 年第 4 期；卢升淑《现代妇女作家文本里孤独、无力的母性———试论张爱玲、杨绛、苏青、林徽因的母

性书写》，《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朱凌《“母性”的现代重构与结构———论张爱玲小说中“母性”形象的叛逆》，《东方

丛刊》2005 年第 3 期。
⑦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 年，第 22 页。
⑧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⑨郑永福、吕美颐：《社会性别制度与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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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重写了历史。① 另外，福柯的后现代主义

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最具有影响力，特别是知识权力

形成理论和身体理论，前者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

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知识等同于权

力；后者指出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

为了增加自身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

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②

笔者强调掌握这三种基本研究理论是因为中国妇女

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以性别研究为新范式的新阶段，

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必然要做新妇女史研究，因

为新妇女史研究能够将研究视角真正放在“母亲”身
上，做新妇女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在历史中发现“母

亲”，更有助于探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背后所蕴含的

历史意义。当然基础理论应用于研究实践过程中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理清开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即弄明白采用什么理论更有益于实现研究目标是非

常重要的。
那么，应该如何具体开展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

题的新妇女史研究呢？第一，可以用女性主义理论

为指导确立母亲为直接研究对象，还要以以母亲为

中心的研究视角和立场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第

二，可以用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明确研究要探讨的

是社会性别秩序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是如何影响近

代中国社会的，并且借此探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
权力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这是各种具体问题的研

究共同着眼的根本问题。第三，还可以用后现代主

义理论为指导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母亲们受到了怎

样的权力规训和文化建构，还要反思女性自身对此

的感受和态度。另外，在研究时需要注意到不同历

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及相应社会条件的变化，还要将

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联系起来做比较分析。还需要

注意到中国由于国土面积辽阔、人口庞大、民族多

样，造成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历来差别

很大，加上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通商口

岸城市和全国其它地区之间（特别是城市与农村之

间）的差异更加突出，所以由于地理范围不同而造成

的差异状况必须在研究时特别注意并加以考量。最

后，研究还应该要关照现实，因为有关母亲问题的研

究正好紧密联系着现实生活，2016 年 1 月 1 日新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国家开始鼓励女性

生育二胎，有关母亲的作用、责任和地位的问题自然

也被摆到了国家、社会和所有人的眼前，“如何帮助

女性成为一名好母亲？”成为了家庭、社会与国家共

同需要思考、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现实的需要会促使

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寻找有用的经验

加以借鉴，因此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历史研究

责无旁贷地需要增加一份关照现实的考量。
反思研究现状能够发现，目前真正缺少的不是

针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将母亲作为直接研

究对象的新妇女史研究。应该如何突破这样的研究

现状呢？笔者留意到，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尝试并且取

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2018 年 4 月中华书局（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卢淑樱的研

究专著《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

（1895—1937）》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共分为四个

章节，前三个章节研究了近代中国牛乳哺育的兴起

过程及其与近代中国母亲的关系，最后一个章节探

讨了牛乳哺育问题背后折射出的近代中国母亲的内

心世界和她们所承受的历史命运。纵览整本书，作者

以研究近代中国母亲哺育方式的转变作为切入点，

研究发现近代中国牛乳哺育的实现是近代中国婴儿

哺育方式转变的结果，女性对个人、身体以至家庭制

度的觉醒，为她们弃母乳、改用牛奶埋下了伏线。作

者认为女子教育和就业问题导致妇女角色与母亲角

色的分离，这就意味着女性可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种发展加速了哺儿方式的改变。卢淑樱还认为哺

育方式的转变对于近代中国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这一改变帮助女性解放了一部分母职，这一改

变会与传统父权思想产生碰撞，这种碰撞与冲突越

发突显了社会上男女两性对妇女角色期望的分别，

最终掀起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别秩序对母亲角色的

重塑。③ 虽然卢淑樱在书中花费了相当多的篇幅来

研究牛乳哺育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和实现的过程，

但她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具体问题本身，而是借此

将研究目光最终牢牢锁定在接受和选择牛乳哺育的

母亲们身上。作者特意以最后一章的内容来压轴讨

论有关近代中国母亲的问题，整本书研究的核心问

题和最终的落脚点是通过分析牛乳哺育问题来探讨

近代中国母亲所受到的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塑，因此

这本书是将母亲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新妇女史研

①鲍晓兰：《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和女史学家》，《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 79 页。
②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
③卢淑樱：《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年，第 237、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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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小江等：《女人：跨文化对话》，第 204 页。

究。这样的研究在笔者目前所关注到的研究中还是

一个孤例，所以特意在此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最新的

和成功的研究示范加以详细介绍。
卢淑樱在这本书中得出的最终研究结论是：妇

女的哺儿经验反映了在建立现代新型国家之际，国

族主义及科学话语代替了儒家学说继续规范着妇女

的思想、行为和身体。理想母亲形象与实际母亲经

验的差距反映出，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两性对

母亲角色的分歧意见，纵使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政

治、社会及文化变动为妇女带来不少机遇，但她们始

终未能突破母亲角色的传统框架。这样的研究结论

看似有些悲观却非常具有价值，因为它不再迎合和

默认过往的相关研究一致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作出的全盘肯定，而是客观看待和分析了中国女性

在近代历史中的真实处境。卢淑樱的研究揭示了近

代中国女性在五四运动以后被社会新文化教育要追

求自我解放并且成为新女性，但同时她们又不可能

拒绝个人家庭需求、社会性别文化传统和构建现代

民族国家的需要对于女性提出的生育要求，因此近

代中国女性被国家、社会和所有人默认既要成为新

女性也要成为新母亲，从而导致女性需要承担的母

职越来越沉重。卢淑樱的研究结论不仅新颖而且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她的研究充分证明了笔者前述

针对中国近代母亲问题做新妇女史研究应该采取的

意识、视野、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是能够成立和实现

的。但是一本书的研究内容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尽善

尽美，特别是卢淑樱的研究只是从牛乳哺育这一个

方面来论证近代中国母亲所受到的社会性别秩序的

重塑，显然还不够充分并且显得不够有说服力。可

是研究任何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卢淑樱的研

究应该被视作一个突破，除此之外，应该期待更多针

对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新妇女史研究能够得以全面

展开和深入发展。

三、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意义

梳理和反思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是为

了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发展。那么，重视和强调研

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促进

妇女史研究发展层面来说，研究母亲问题能够观察

到一直以来为妇女史研究所忽略的历史面相与细

节。近代中国社会在男性知识分子们的号召和主导

下寻求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而近代中国女性受惠

于妇女解放事业的整体发展，具体表现为近代有越

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自由恋爱和结婚、参加

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甚至参与政治或军事活动等等。
但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为了解放女

性而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会给女性带来负担和痛

苦，例如 19 世纪末中国社会兴起的禁缠足运动，让

很多已经缠过足又需要重新放足的女性饱受了肉体

和精神的双重负担和折磨，虽然这并不足以否定禁

缠足运动本身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但为争得妇女

解放事业整体发展而牺牲一小部分女性利益的做法

在近代中国的很多人眼中是具有合理性的，这种观

念甚至得到后世很多妇女史研究者们的认同，因此

更多类似禁缠足运动的消极影响这样的问题就会在

妇女史研究过程中被掩盖，这样做研究不仅无视了

近代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处境，更重要的是忽

略了女性为历史发展做出的奉献和付出的代价。所

以那些被既有研究忽略掉的中国妇女的历史的另一

面应该予以认真地梳理、分析与反思，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展新的研究，研

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恰恰是一个理想的题目。其次，

从研究的宏观意义层面来看，就如同著名女性主义

研究学者李小江指出的：“你问女人有没有共同的东

西，我以为是有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自然的，就是生

育；另外是历史的，就是女人都曾经是‘第二性’，这

也是女人不同于男人的最根本的差异。”① 研究近代

中国母亲问题，正是要借由这种女性共同的并且无

法为时代所割裂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去探究妇

女群体内部和代际之间延续和共享的一种历史及其

所承载的力量和意义，做这样的研究有益于弥合新、
旧妇女史研究之间的分歧并且改变两种妇女史研究

彼此割裂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书写有关母亲的历史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女性）从历史中获取有

益的经验并且加以借鉴，在人类文明固有的文化传

统里习惯将女性称颂为生命之母、国民之母、文明之

母，但所有的赞美只是在建构理想的“母亲”，只有客

观地面对和反思有关母亲们的真实的历史的时候，

人们才会意识到女性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母亲的理想

颂歌，女性更需要的是国家、社会和所有人对于母亲

真正的理解、尊重和帮助，而这一切可以并且应该从

研究有关母亲的历史开始。
最后，进一步说明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对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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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妇女史和近现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并且以此

作为本文的结论。如果说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

发展为绝大多数女性带来了福音，那么近代中国母

亲们是否也一样得益于此？从古至今绝大部分女性

基于自然的性别分工必须成为母亲并且承担母职，

因为近代中国女性一般结婚较早，而女性婚后一旦

怀孕生子就将承受各种作为母亲的责任与压力，那

么有多少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还能够继续享受妇女

解放运动所倡导的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和参

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呢？如果近代中国女性被疲劳地

束缚于母职，这能否说明无法解放母亲的妇女解放

运动对于全体女性的帮助是有限的呢？《母乳与牛

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

书的结论给出了一种回答：“二十世纪现代国家针对

各阶层的母亲重申她们必须履行育儿责任，以达至

治家兴国、强国强种的目标，在‘双重负担’下职业妇

女的解放可以说是虚假的。”① 这是唯一且正确的答

案吗？客观地说仅仅凭借一本书的研究而得出的答

案肯定是不完善的，那么就需要对近代中国母亲问

题做出更丰富更细致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更多样和

更可靠的答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妇女

解放事业发展的积极成果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历史

事实，同时这也为既有中国妇女史研究所证明过了，

因此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借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去

质疑和否定近代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成果，而是利

用研究这个问题让人们能够以更全面的视角观察近

代中国妇女的历史，这样做也会促进中国妇女史研

究更加以人为本。
本文主旨就是要说明和强调，目前我们需要更

多有关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新妇女史研究，我们需

要去认真聆听母亲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留下的声

音，因为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其实就是在研究我

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

最终目的是要突破社会性别制度的遮蔽与限制，从

而去发现母亲们以及更多女性的生命力与价值，由

此也昭示出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及其一直

以来的研究目标和发展方向。同时，审视和研究近代

中国母亲的历史还会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全新

的视角、思路和答案。自 1898 年戊戌维新变法运动

开始，梁启超等晚清的有识之士们就将女性视为实

现民族“强国保种”的对象，继之，近代中国社会倡导

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男性知识分子们一直强调女性

的生育价值对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那么，

在近代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是如何肯

定、重塑和利用女性生育价值的？在近代中国构建现

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如何规训母亲和母

职的、社会文化又是如何建构母亲和母职的？近代中

国社会的女性作为母亲是否接受、配合和参与了国

家权力的规训和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弄清楚这些

问题，才能够理解和说明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构在近

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研究近代中国母亲问

题的新妇女史应该做出的终极思考，这也是研究该

问题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所

在。另外，研究近代中国母亲的历史还有一种特别的

现实意义，那就是，知道历史给予过母亲怎样的价

值、地位和意义，才能够警醒和指导当下社会应该如

何帮助女性更好地面对“成为母亲”这件事。

（责任编辑：李孝迁）

①卢淑樱：《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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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 was written into Chinese textbooks shortly after it occurred and continued to exist as a symbol of
Japanese brutality. In the past 80 years，the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ese textbooks of different periods
changed greatly in terms of the war mobilization， the trial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exposure of
negative resistance of the KMT， the criticisms on the Japanese right-wing denial of the massacre，and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fact of Nanjing Massacre changed，but that peo-
ple’s cognition of the massacre keeps deepen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building up a correc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world view，are
the missions of Nanjing Massacre writings in Chinese textbooks for the new era.

Reflection on the Studies of Mother in Modern China （WANG Ruoying）
Since the studies o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started，some have focused on the questions of moth-

er in modern China. The studies on mother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Current-
ly，the mother question deals with women’s education，birth and parenting，state intervention，and cul-
tural construction. But there are no specialized researches on mothers as direct subjects.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is in scattered condition and contains many problems in terms of ideology， theory and
method. The studies on mother in modern China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Recreate the Body and Mind”：China Traveler 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Writings on Leisured
Journe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ZHOU Bo；HAN Binna）

China Traveler is the first travel magazin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travels published on China Traveler from 1927 to 1936. It analyzes the travel motivation of the authors
to understand the life style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urban intellectual group of this period. For them，

leisure travel was not only a passive escape from the noisy urban environment，but also a positive activ-
ity to seek physical and mental pleasure. Sometimes the two effects counteracted each other，but overall，
leisured travel helped“recreate the body and mind”.

The Base，Effect and Experience of the Mobilization of Children’s League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ENG Bing；LUO Qi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based on the previou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xperi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reated a unique way to mobilize the Children’s Leagues. Political mobilized Children’
s Leagues carried out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propaganda，conveyed greetings to soldiers， sup-
ported the war front and conducted other series of activities，which showed that children did their part
for the war and expressed their patriotic feelings. The actions of Children’s Leagues effectively inspired
the whole nation’s courage.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CCP
not only creat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but also raised the
Party’s prestige among the masses.

Medical Treatment，Training and Enlistment：The Reasons of the Military Incapacity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UANG Hehao）

Althoug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in the front battlefiel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d merits，it was disappointing most of the time. Certainly，there were clear gaps in the overall nation-
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between China and Japan，but subjectively，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criti-
cal constraints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the logistic ser-
vice，the quality of military training，or the public recruitment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all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