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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 1919 年间女性文学文体与叙事的新变

郭建鹏

(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随着晚清国族救亡运动的兴起，在男性主导下，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并进

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受此影响，女性从闺阁走向社会，开启了女性对国族建构活动的参

与。她们通过文学创作和创办女性报刊来进行女性启蒙意识的宣传，除了传统的诗词、小

说、戏剧外，还出现了女界新文体政论文及翻译文学。随着她们对西方女权运动的认知，

女权运动也在中国掀起，引起了社会范围的性别冲突。在国家政体为男权主宰的社会，女

性自我觉醒意识被转移到“贤妻良母”的困境，最终与西方女性主义出现国家层面上的错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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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救亡、强种、启蒙、解放的维新变法运动历时百日而被迫终结其政治生命，在其影响下

的社会变革逐渐上位于晚清民初的时代潮流，催生了女性“现代性”的觉醒意识。一个显著的

特征是由女性报刊诞生出新兴的社会职业: 女报人、女作家。女性借助报刊这方阵地进行舆论

宣传、知识传播等，繁荣了女性文学，并成为公共媒介领域关注的焦点，形成了 1898 － 1919 年

间具有女性独特意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在出版业和文学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女

性首次以独立者的身份参与到国族启蒙、革命与现代性的建构之中。在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

中，一开始就与女性报刊及其特定的政治语境发生了关系，并被置身于男权引领的强大政治话

语下，导致女性社会活动及在报刊上的言论表述始终围绕现实的政治环境而阐发，并成为获取

社会舆论认同、国家机器认可合法化存在的关键。此时期的知识女性及其所创造的女性文学，

在举国启蒙运动中诞生，在国族革命话语中走向社会，通过报刊来构建争取女性独立的平台，

书写其长期被压抑的自我觉醒意识。
可以说，1898 － 1919 年间女性文学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报刊这一新型的传播途径来替代手

抄本或木刻版传播文学作品，报刊为其提供了群体性创作的空间。其独特性还在于女性作者

介入翻译文学领域，将西方女性解放思潮引入中国。在女性创作的大量诗歌、小说、戏剧、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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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文体及思想内容上共现的多样化与求新求变，不仅仅是向男权文化藩篱的挑战，也是女性

自我觉醒的重塑，更是女性文学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开始，为“五四”新女性及其现

代性创作提供了范本。

一、浮出历史地表的诗词

1898 年 7 月，中国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在上海诞生，它开启了女性办刊之门。到五

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女性报刊约有五十多种，［1］( P680) 办刊宗旨始终围绕着政治语境展现着独特

的女性自我觉醒的气息。在女性报刊中，出现了“社说”、“论说”、“谈丛”、“演说”等栏目，为

女性作者提供了发表诗文的园地，使女性文学走出闺阁，获得与男性文学书写同等的地位。综

观此时期报刊上发表的女性诗词，虽然没有突破传统诗词创作体式，内容上却出现了“旧瓶装

新酒”，有了女性思想启蒙的萌芽。女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伴随着“废缠足”( 如南社女社员张

默君在八岁时作《天足吟》:“悲悯人天动百神，看从苦海起沉沦。秉彝毕竟同攸好，还尔庄严

自在身。”) 、“兴女学”( 如刘靓的《中国上海女学堂落成开塾歌》:“古来才媛不乏数，每览青史

神为追。况复生当盛明世，六洲万国齐追陪。耳闻目见日诙廓，中西文学争鸿裁。”［2］) 运动而

兴起的。这些诗以铿锵慷慨之气表达出女性要求独立、自由的思想。“狂澜既倒今谁挽，泣读

诸君保种篇。国富人强石勒勋，援桴助战约章焚。倘教再资鲸各虐，相继柴家娘子军。”［3］( P264)

“梯航万国开，人才已不备。况彼妇女俦，与男学并贵。人一抵我百，相形日见累。二万万废

人，其家安不坠? 卓哉当世贤，亟创女学议，建堂予海上，学问中西萃。从此不栉俦，畅其天生

志，知识日渐开，巾帼有奇器。夫惟剖肇难，天下变不易，敢告同辈中，遐迩须相系。有志救世

者，请各兴其地，庶几我辈流，群得吐其气。”［4］( P116) 将废缠足、兴女学纳入更广阔的政治语境中

阐释，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探究种族、国家危弱的根源。女性在觉醒过程中将西方元素作为

参照系，为其论说寻找政治依据，成为其强大的舆论支撑点。
在“诗界革命”的影响下，女性走出闺门，在求知求变的过程中，以一种挣脱封建枷锁的勇

气和敢于牺牲的精神与国族革命紧密地连接起来，获得参与社会政治、历史变革的资格。在

“救亡”、“保种”的政治困境中，与男性一起寻找“自救”良方。“医国谁谋补救方，提倡女报费

周张。剗除奴性成团体，此后蛾眉当自强。明珠翠羽日争妍，公益输财谁肯先。我劝红闺诸姊

妹，添妆略省买珠钱。”［5］( P116) 觉醒的女性走上了“不爱红妆爱武装”之路。“束缚束缚不自由，

坐看陆沉此神州。欲扬爝火煎洪水，抵死争之死乃休。报仇杀贼寻常事，木兰谢娥皆女流。我

有颈血如泉涌，佳侠含光笑东瓯。”［6］“报仇杀贼”的政治使命，促使女界争当花木兰。在晚清

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幻过程中，女性的政治书写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发生了密切的交集，注入了铁

血雄豪的英雄主义和大政治观。如在日俄战争中，“辟世隐磻溪，徵才到内闰。战和难自主，

时事不堪提。棋乱难收局，诗狂称醉题。珊瑚莫遗纲，照水澈明犀。”［7］( P44)“旗翻五色卷长风，

万里波涛过眼中。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8］“西风容易惊秋老，愁怀那堪如许，

胡马嘶风，岛夷入犯，断送关河无数。辽阳片土，正豕突蛇奔，衰音难诉，月黑天高，夜阑应有鬼

私语，中宵但闻歌舞。叹隔江自昔，尽多商女，帐下美人，刀头壮士，别有幽情欢绪。英雄甚处，

看塞北烽烟，江南笳鼓。不信终军，请缨空有路。”［9］( P204) 南社三位女诗人对日俄战争的关注和

担忧，可以说是 20 世纪初期女性对战争文学的一大贡献。在而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反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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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有大量的诗词出现在报刊上，同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女性创作群体。沸腾的爱国情感和

浓郁的忧患意识吟咏出满目疮痍、遍地烽火的国情，构建出她们憧憬的家国形象。在“政治新

诗”引领下，她们的诗词从家庭生活叙事转为国族建构、女性解放的政治、社会叙写，成为女性

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宣传手段，并随时代演进而服务于政治。可以说，这是 1898 － 1919 年

间女性诗词创作新变之一。
女学的兴起，为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接受新文化、走出国门在语言、文化知识的吐故纳新

上做了必要的准备。虽然早期女性是在男性的政治远谋中被动地介入其打造的新女性图景之

中，但在客观上却让女性第一次获得进入公共领域的机遇。女性的自我觉醒推动了女权启蒙

运动的发展。女性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解读国族与男女两性关系，建构一个新的“英雌”形

象，成为中国女性解放之路上的探索者，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实现二者的共建。“真正的诗歌史

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0］( P195) 在 1898 － 1919 年间女

性创作的诗词世界里，女性作者将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新概念写入诗词的语言中，褪去了

闺阁悲吟、缠绵悱侧之气，体现了她们主动从表层到深层汲取西方文化，进而实现“欲凭文字

播风潮”的思想启蒙。“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11］( P82) 在当时的女

性诗词中，采用新语词来传播新思想成为创作者们积极效仿、引用的方式。如: “若闻独立意

大利，巾帼英雄信有之。”( 铸任《书愤》) “年年落拓无长物，剩有罗兰笔一枝”( 《楚北英雄》)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失题》) ( 《勉女权歌》) ;“人权天赋原平等，莫道娥眉不及

人。”( 徐自华《吊蒋韫华女士·有序》) ; “与君共索平权债，还我文明独立天。”( 杜清池女士

赠吴庄周三女士诗) ;“光辉祖国女英雄，玛尼批茶现东欧”、“撮得罗兰真种子，绿苗催放九华

巅”( 陈竺湖《绝句八章》) ，这些新语词( 包括外来词) 的运用，浸染着鲜明的性别体认意识，体

现了她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意识，是 1898 － 1919 年间女性诗词创作新变之二。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将署有自己名字的诗歌通过报刊进入公众的阅读视野中，以

独立的主体身份参与到女性思想启蒙的话语中，进而探索、拓展女性创作的范围和生存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先觉者、引导者的角色，是中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随着政治语境的变

化，站在国族主义及男权话语立场下的女性期刊大肆宣扬女权、塑造新女性典范，在男性化的

宣传中渐进为政治工具。女权言论完全服从于国族救亡这一民族叙事，忽略了女性被压抑的

自身问题，使之被冷落到边缘地带。女性本身具有的性别特征、内在主体意识被湮没，甚至出

现鼓吹以牺牲女性身体来换取革命和救国的话语。［12］早期的女性诗歌，虽然是在政治语境下

的女性启蒙与女权革命之作，但其暗隐的性别歧视透露出女性觉醒意识的缺失，这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性，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随着政治空间的推移，女性在追求自由，竭力以“女国民”
身份参与到“爱国保种”的政治革命中，争女权、求平等的诉求开始僭越男性独霸国体的公共

空间，社会性别角色的融合、颠覆由此而生。女性政治启蒙革命发生之后，则产生了性别冲突。

二、国族救亡与建构体系下的政论文

随着媒体认知功能的开掘，新知、报刊、政治权力构成女性思想嬗变的三个支点，她们以

“新女性”的身份通过新闻媒介( 报刊) 来传播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女性独立之呼声。报刊与

政治语境不仅改变了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发展的朝向，也促进了女性新文体———政论文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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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二十世纪之前，鲜有女性政论文。之后二十年，女性政论文可信手拈取，超越了女性诗

词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大量的政论文出现，除了适应报刊编辑的需求外，更多的是因为女

性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联姻。而且，这些政论文在主题内容上随外界女性生存环境、国家政

治生活的发生、发展而变化。
早期的女性政论文创作主题，是在男性呼唤女性与之承担起保种救国的重任下，从自身的

积弱说转到民族救亡话语的宏观叙事体。女性报刊、女学创办伊始，最先倡导的是不缠足运

动，但从她们发表的文章来看，放足是为了走出闺阁，挣脱家庭和夫权的枷锁，与男性共同挽救

濒临亡族的国度。而后，她们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兴女学、劝女子留学、复女权等文章，

“中国女学不讲已二千年矣。同人以生才之根本在斯，于是倡立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开

塾，已登报告白外，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13］

“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争取妇女参政，主张男女平等。”［14］( P81) 她们站在女性独

立存在的视角来阐发女性社会观，争取两性之间的平权，以启蒙的姿态来批判、呼唤女性走出

蒙昧状态，去争政治、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凡我同辈亦

可以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无负为戴高履厚之中国女子也。”［15］( P7 － 8)“中国之女子，蔀耳目，

束肢体，施脂粉，而老米盐，圈禁房闼，不识一字，即或略通文墨，亦惟吟弄风月，沾沾自喜，绝不

足助生计，而遂以愧然无用之身，群焉待养于男子。”［16］( P99) 这种鼓吹与重构女国民之身份、崇
尚与张扬女权的精神，贯穿于女性自我解放与国族革命的实践中。1903 年，留学日本的女生

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女性社会团体—共爱会，《共爱会章程》率先提出了“女国民”一词。“本会

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行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

旨。”［17］“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 欲强中国，必强女子; 欲文明中国，必先文

明女子; 欲普救中国． 必先普救女子; 无可疑也。”［18］“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

义务。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 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

则失之过甚矣。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

享公共之权利。盖中国者，非尽男子之中国，亦女子之中国也。”［19］作为女国民，不是从自身解

放的角度出发，而是要置身于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承担起重振国族之风、雄踞世界的

重任。“女国民”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史、女权运动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概念，它突破的不

是单纯的性别概念，而是一个割裂传统走向现代性的分界点，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女性从依附

的身份变成独立的个体，成为存在国家体系中的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的一国民。
女性介入社会展开自救式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处在政治语境下进行国族叙事，虽然女性要

独立，必先获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首先要突破男性为其编制的“国民之母”的光环，希望女

同胞能够“断绝其劣根性，而后恢复其固有性; 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 排除其依赖

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20］“中国女权之变，于今为极。虽然苟丧失权力者，仅我二万万之女

子，而彼男子者，举凡参政、选举、代议、请愿、言论、出版各自由权，皆完全无缺，则吾国今日犹

不失为日本。……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 ……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

子孙; 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21］“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

尽。既不尽义务，即有权利，亦他人与我之权利，非吾辈自争之权利也。与其得不全不备之权

利，则全让与彼可也。今日则可尽义务之日矣，得完全权利之日矣。不奋勇而向前，岂真如彼

男子鄙我曰: 女子者奴隶性质也! 故吾辈即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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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执迷而徒知男女不平之不应，不思如何可以平之，虽日夕愤恨痛哭，岂有分毫之益于女界

哉?”［22］( P231) 女性权利之丧失是因为履行义务的缺席，只好屈尊于男性之下。权利与义务是孪

生的姐妹，一旦女性认真履行义务，就会享有权利的自由。权利不能割让于男性，必须通过斗

争来夺回权利，这也是实现与男性平等的前提。如何争得男女之间的平等，实现政治、社会生

存空间的共享，女性从国族话语中的政治诉求中没有寻找到答案，而在国家政权的重构和共建

中找到女性身份的自我认知与现代性体认。在国族话语与民族生存出现突变几近断层的临界

点，女性以启蒙者的姿态进入政治领域，并附带着强烈的男性特质，女革命党、女豪杰、女国民

这些英雌形象成为女性报刊探讨的主流话语。在民族、女性双重弱势的时代，赋予弱势的女性

拯救弱势民族的历史重任，不能说不是民族的焦虑，同时也是政治语境中呼吁女性启蒙的本

因。
随着武昌起义的号角吹响，众多女性不甘心落后于男性，弃笔投戎，亲自组织北伐队①，在

女性参政、参军运动而起的政论文成为女性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女国民身份言说的重心之

一。［23］［24］［25］“愿我同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扫前途之障蔽，求来日之自由。朔风戈壁，沙漠

浩渺，助我尘马扬扬; 积雪天山，碧草均银，增我旌旗塏塏。更柝忽闻，夜许之一灯筹幄; 马嘶塞

畔，千军之铁甲晨行。班超之深入虎穴，李广之誓扫匈奴，当共历其境焉。兹将起程，谨宣其

意，他日黄龙痛饮，凯歌南归，当与我同志共叙共和之幸福也。”［26］这篇充满磅礴之气势宣言，

彰显了革命女性独立、敢于牺牲的爱国情怀，为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政权，她们自发加入北伐

的行伍之中，不惜血洒疆场。这类的文章在当时女子军发布的宣言、演说、檄文中并不罕见。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国激情和牺牲精神，涌现了一批数以千百

计的女军人、女革命家、女宣传家，她们的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实践活动已完全不同于戊戌变

法之前的闺秀，成为“五四”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最敢于挑战传统、最能彰显出性别生命

光辉的第一代革命女性。民国始肇，这些与男性并肩作战的革命女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女子

参政运动，她们要求在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除了组建“中华民

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等社会团体外，更多地表现在 1911 年 － 1913 年创办的女性期刊上鼓吹参

政的文章。②“吾人所求者为自由，而不平等则自由二字无意味，故求平等。”［27］( P320) 唐群英认

为要达到男女平权目的，必先实现“复其固有之平等自由，大同博爱之地位”［28］( P67)。女性由

参政到共同建构国族体系，并将女性话语权置身于民主性要求，是几千年来性别冲突发展到极

点的另一种转向与替代，也是在现代性女性思潮冲击下对自我身份的首次认知。
从女性的身体解放到男女平权的社会述求，再到国族建构下的政治平等的抗争运动，女性

的思想启蒙意识得到升华。在晚清民初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女性独立的呐喊充满着性别冲

突的张力。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下，女性所引发的“性别冲突”是如此的弱小，以致在

民族政治斗争的旋涡下很快被荡平。尤其是在妇女解放、民族革命、国家政权建构三者被搅到

一起后，女性所追求的性别意识、独立意识失去了主体诉求的政治立场与存在空间，成为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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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沈警音任队长; 湖北女子北伐队，吴淑卿任队长; 女子国民军，薛素贞发起; 女子北伐光复
军，陈婉衍发起; 女子军事团，葛敬华发起; 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吴木兰发起; 女子尚武会，沈佩贞发起; 浙江女子扫荡队，尹
锐志姐妹组织; 广东女子北伐队，徐慕兰、宋铭瑛组织; 安徽女子北伐队，陈也月负责。

代表作有: 杨季威的《致某报记者书》( 1912 年) 、江纫兰的《说女子参政之理由》( 1912 年) 、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
群英的“宣言书”( 1912 年) ，《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林宗素宣言》( 1912 年) 、张汉英在《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上发表的“本
报宣言”( 1913 年) ，《吴芝瑛上袁世凯书》( 1913 年) 等。



革命话语下的点缀。可以说，性别冲突是 1898 － 1919 年间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

的话题，是在早期女性的启蒙思想以西方化为标准来确认女性的社会身份，并将其置身于现代

性语境中，努力去搭建男女平等的政治舞台。但是，不管先觉女性在践行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付

出多大的牺牲，依然没有完成女性身份的现代性体认。其根本原因在于女性没有成为女权的

独立主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与启蒙思潮中想象的女性之间的距离形成了性别话语偏差甚至

冲突的根源。女性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男性化外在于女性的“英雌”
形象，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男性与女性混沌的格局中形成了断裂、对立、主动建构的被

动启蒙的多元关系，反映到文学话语层面上，便呈现出一种“文化失调”的事实。自袁世凯登

上总统宝座到五四新女性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女性期刊及女性创作不再以性别书写为主体，更

多的投身到反袁革命的行伍间，同时，受鸳鸯蝴蝶派写情、针砭时弊等创作风气的影响，很多女

报人、女作家、女翻译家跻身到社会化创作领域，性别意识趋于淡化。女性真正从自身去追寻

现代性、确认性别身份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兴起之际，她们对主体性自我的认同、辩难，促进了

女性觉醒意识的萌芽。

三、登上历史舞台的小说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女性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最早的是黄翠凝，1908 年 8 月 1 日 － 29
日《神州日报》上刊登了她的《奋回头》，到 1919 年报刊上共发表已确认女性作者身份的小说

有 150 余篇。这些小说大部分发表于 1912 年之后，( 1914 年发表 20 篇，1915 年 43 篇，1916 年

34 篇。［29］) 大批量的小说创作公开发表，与当时女性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历了妇女参政风波后，女性政论文逐渐减少，民国政府规定女子“不能参加政治结社”、“不

能参加政谈集会”。［30］( P18 － 23) 同时，女子要“一、孝行卓绝，著闻乡里者; 二、妇女节烈贞操，可以

风世者……”［31］在政府的主导下，报刊开始报道贞女烈妇。如《妇女时报》针对接受新式教育

殉夫而死的女学生评论到:“朱烈女之死，非特个人交谊上之光荣也，亦非我孝感一邑之光荣

也，亦非我全国女学界之光荣也，是我中华古国对于世界上之光荣也，幸记者有以表彰之。”［32］

“不主妇女之当参政，不嚣然以倡妇女之权。……求妇女之行有德，求妇女知利害自爱自重，

求女子之能孝亲，求妇女之能相夫、能教其子女，求妇女家庭之生涯，求妇女知爱国。故本集有

论说，以道妇女之时弊; 有古今女德轶闻纪录，为进德之模范; 有家庭事业以助治家之道; 有算

学、文学以导妇女之未能进学者。”［33］“余对予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

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惟对于智识技能之方面，则辈设法研究． 以谋发展。则不能适应于文

明日进之时势也。”［34］报刊褒扬贞妇烈女，显然与晚清民初女权思潮背道而驰，除了民国三年

政治趋向于反动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依然隶属于男权主导，并且此时的国族话语叙事不再

是主流。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消闲风气泛滥，女性退出政治舞台，走向社会，寻找新的人生出

路，第一代女性职业作家诞生。稿酬制度与报刊的编辑方针及市场需求导向，促使了民初小说

市场的繁荣。丰厚的稿酬成为职业小说家谋生的手段，如黄翠凝依靠稿酬来维持张毅汉母子

俩的生活。女性创作、翻译小说，是历史选择和顺应时代的必然。
考察此时期的女性作家和小说作品，具有代表性的应首推民初四大小说家: 黄翠凝、吕韵

清、高剑华和刘韵琴。黄翠凝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共有 6 篇作品发表于报刊上，其中 2 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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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说，①其创作小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这与她懂得外语和从事翻译活动的经历

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小说《姊妹花》从革除家庭旧俗入手，通过冰姿母女之间思想争论，来

反映当时男女平权的举步维艰。鲍氏的顿悟“吾虚生数十寒暑，竟不悟斯理，幸至今犹存世

间，得闻此种妙论”，可以说是革除社会旧俗的破冰之旅。通过鲍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叙写，表

达了作者对社会改革的思想，嬗递着在妇女解放思潮影响下女性对平权思想的强烈渴望。
与黄翠凝早期的小说相比，吕韵清的小说主题则多了一份人生哲理的思考。虽然作者通

过传统小说中“女才非福”来演绎故事情节，揭示民初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仍呈现出浓郁

的性别主题，如《秋窗夜啸》中的去凤、《花镜》的女主人公绶珠与新藻。高剑华的《裸体美人

语》通过追求清静女儿世界的“我”与混于男性世界的霞婧对比式的描述，揭示男性与女性之

间的对立及不可调和的性别冲突。吕韵清和高剑华的小说淡化了早期女性文学中的国家、政
治性的话语，这与她们和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她们更多地将女性的

现实生活与生命关怀作为叙写的对象，浸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旋律。
当女性小说家沉浸在社会写情小说的主流意识流里，还有一支以批判的视角来契合政治

话语权的小说家群体存在，其杰出的代表者为刘韵琴。就目前存在的刘韵琴小说来看，它们有

着一个共同的政治主题: 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大公子》的篇前小引中她写道: “我这小

说，不是捏造出来的，不是有营业性质的，是要使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知道，于今政界种种的黑

暗事实，都是由这万恶政府酝酿出来的。我绝对认为于人心世道上有绝大关系，决非浪费笔

墨，供人玩笑。本意已明，便叙实事。”［35］( P2 － 3) 可见，其创作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袁氏政府

统治下的国民性弊端，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发表于同时期的政治小说还有秀英女士的《杀

妻》、《髯翁之遗产》，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人物对话为框架展开故事情节，围绕着爱国主题来塑

造人物形象。尤其是《杀妻》，作者在结尾中的一段补白，更表明了其创作倾向，“秀英曰: 杀妻

求将，昔我国之吴起曾为之，惟彼为一己之功名耳，若麦克以爱祖国故，竟杀其新婚之爱妻，令

人可怜而又可敬。回视吾华男子，且有因狎日妓而卖国者，何中外人之不相及也。吁! 可胜叹

哉!”［36］

1898 － 1919 年间的女性小说，从内容上看，继承了“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今日欲改良群

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政治、社会功用性，部分小说还遗留着政论文的痕迹。有些小说与当

时鸳鸯蝴蝶派主打的写情小说相呼应，通过女性自身体验来描述其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还有

一些小说脱离男性主导的女权、平等的思维，通过女国民书写的自由体身份完成同性视觉的人

生透视与关怀。从表现手法上看，表现出古典到现代转型时期文学形态的特质。除了最早发

表的《女狱花》、《姊妹花》、《蟹公子》、《侠义佳人》采用传统章回体外，其余的基本属于中短篇

小说。在语言上，大量采用口语、俗语、习语的话语方式，有的几乎接近五四新文学倡导的白话

文体。如最早的弹词小说《精卫石》，还有《大公子》被学者认为是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第

一人称叙事、倒叙、插叙的描写手法，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表现手法，正是这些女性小说家通

过吸纳、提炼、积淀艺术新质，为“五四”新女性小说的兴起准备了先天条件。如果我们再追溯

一下五四后的女小说家的创作历程: 早期曾追寻“男性话语”经历( 如冰心“男士”作笔名，创作

69

① 具体如下:《地狱村》:《小说林》( 1908． 2 － 10) 日·雨遒舍主人原译，黄翠凝、陈信芳重译; 《猴刺客》: 《月月小说》
周年纪典大增刊( 1908． 10) ，番禺女士黄翠凝著;《姊妹花》: 上海改良新小说社( 1908 ) ，番禺女士黄翠凝著; 《牧羊少年》: 上
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 1915． 12) 英·却而斯士著，番禺女士黄翠凝译述;《离雏记》: 《小说画报》( 1917． 7 ) ，岭南黄翠凝女士
撰。



中模糊性别特征) ，而后才开始回归女性自身写作。不难看出，在“男性”与“女性”、“中心”与

“边缘”、“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要实现“双性共体”同时存在于政治话语下的社会空

间，女性付出的代价超出了历史极限与挑战。虽然女性的自赎之音不断地被凸显，却因女性历

史定位下的生存状态理所当然地被遮蔽了。

四、创作与翻译世界里的戏剧

关于 1898 － 1919 年间女性戏剧创作，学界鲜有论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创作的戏剧太

少。就目前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戏剧为赢宗季女作的《六月霜》传奇( 1907
年改良小说会出铅印本) ; 之后有胡无闷女士的《章台柳》传奇( 《大共和日报》，民国三年三月

一日至六月二日刊，为明梅鼎祚《玉合记》传奇删节版) ，《玉管姻》傅奇( 载《莺花杂志》1915 年

2 月 1 日、4 月 1 日、5 月 15 日，为明陈汝元《金莲记》传奇删节版) ; 陈小翠有三部戏剧发表于

1920 年代前( 《梦游月宫曲》《申报》1917 年 9 月 30 日;《南仙吕入双角·除夕祭诗杂剧》、《南

双角调·黛玉葬花》原刊于《文苑导游录》第六册( 1918 年 5 － 6 月) ; 郑申华的“警世新剧”
《知足不辱》( 刊上海《妇女杂志》4 卷 2 号 1918 年 2 月 5 日) 。除了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戏剧，

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五部翻译剧，最早的是薛琪瑛女士译《意中人》( 英·王尔德

著，薛琪英译，《青年杂志》1 卷 2 － 4、6，2 卷 2 号连载) ，这是王尔德戏剧作品第一次被译介到

中国; 郑申华女士译新剧《薏波》( 刊商务版《妇女杂志》3 卷 8 号，1917 年 8 月 5 日) ; 沈性仁女

士发表于《新青年》译王尔德的《遗扇记》( 5 卷 6 号、6 卷 1、3 号) 、卞尔生著的《新闻记者》( 7
卷 5 号 8 卷 1 号 9 卷 2 号) ; 在《新青年》4 卷 6 号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小爱友夫》( Litile
Eyff) 的第一幕，易卜生戏剧最早的译者是吴弱男。
《六月霜》传奇是一部时事政治新剧，新在它的时效性，秋瑾就义之后不到两个月，它就出

版了单行本; 新在它的纪实性，作者以秋瑾的人生经历为底版进行叙写; 新在它的政治性，正是

在《六月霜》等文学创作的引领下，形成了“秋瑾文学”的热潮，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引

领政治的革命。同时，《六月霜》作者赢宗季女并未将政治革命作为唯一的关注点，她将秋瑾

男女平权思想形成的背景作为重述的对象，重审在男权统治下女性性别角色转变的过程。如

在秋瑾被捕押解回衙时，兵士所唱凯歌:“嗟尔弱女，奈何竞雄。料汝此往，霾碧以终。外侮不

御，此独奏功。痛歼妇孺，我顶其红。”( 第十出《瘼噬》) 在这里，“竞雄”、“妇孺”乃作者有意改

之，充分体现作者凸显秋瑾革命思想中的女权意识。在绍兴知府审秋瑾之时，其写道:

【泣颜回】雨打复风吹，那惜娇红嫩翠。山阴道上，秋花合谢枯蕊。……判借他

颈血斑斓，染得我顶儿红矣。……【太平令】女子无知，欲竞雄飞信有之，只者两言小

字应殊死。又何况，弄潢池。( 第十一出《张罗》)

此处更将当时社会以性别之强势为秋瑾鸣冤融合到一起。与当时社会上同时出现的几部

传奇剧相比，她有意地贬低剧中的男性“一班男子，甘心奴隶珠申( 女真) ”，进而展现秋瑾

“六宫粉黛须眉做，半壁河山巾帼羞”( 第十三出《返真》) 的平权思想。显然，赢宗季女为同秋

瑾一样的女性因受制于男权政治而报国无门、心志难平而鸣不平。通过《六月霜》传奇对中国

男性“雌伏”危机的思考，进而转到女性社会角色的强调，凸显出女性早期的觉醒意识。
陈小翠在《南仙吕入双角·除夕祭诗杂剧》、《南双角调·黛玉葬花》中采用了诗、花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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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传奇杂剧的叙事方法来表达其对转折时代的社会感和时代感，传达出她“旧”与“新”交杂的

思想，若仅停留在“旧”的层面，但陈小翠作为新女性的一面，她对女性解放思潮中存在的冒进

主义与不良风气，有意识地用“旧”来拉开与“新女性”之间的距离。陈小翠的传奇戏剧，她不

仅继承了钱塘才女吴藻的书画功力，也继承了她传奇剧中关于婚姻的主题。与同时期女性作

家不同的是，陈小翠并没有一味的追逐对“偶像”和“新信仰”的崇拜，“俺本是白璧无瑕，也只

被卢骚学说误侬家。”女性的觉醒和思想解放必须从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出发，不能盲目

的追随。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舆论重镇《新青年》，发表女性翻译戏剧有着其必然性。我们从《新青

年》的主办者陈独秀及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李大钊等发表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其办刊宗旨通

过德先生、赛先生来改造国民性。因此，经袁世凯政府打压下的女性问题再次上升为改造国民

性的关键问题，在推介西方译介作品过程中，女性翻译的戏剧自然登上报刊。在《意中人》中，

王尔德通过戏剧情节设计了充满女性主义意识的纪尔泰夫人、对抗男权社会伦理的齐佛雷太

太、收获爱情的美白儿·纪尔泰女性形象，代表了女性在政治、经济、爱情三方面的追求，让读

者在其构造的生存场中产生女性自我觉醒意识。而《新闻记者》所表现的主题，正是中国女性

走不出“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的困境之际所看到的曙光，格脱洛挣脱父母套在身上的婚姻

枷锁，与哈拉特·雷恩走向幸福的婚姻殿堂，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为中国新女性带来希望。
沈性仁、吴弱男等将女性主义戏剧翻译到中国，带有浓郁的女性主义自我救赎倾向，戏剧中鲜

活的女性形象，摆脱男权的成功案例，足以激起女性阅读者的心理共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

到，虽然男性也倡导女性解放，但其表述的女性观与女性自我表述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温德

米尔夫人的扇子》在沈性仁翻译前后，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版本，在不同的版本里关于女性平权

意识的翻译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法律面前，男女平等的观念是沈性仁译本特别突出强调

的，而潘家洵译本弱化了法律观念，到洪深译本则成为只强调女性走错路是不可原谅的，译者

的性别身份传递出对女性性别意识的不同解读，足见女性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从传统传奇杂

剧创作到女性翻译戏剧的流传，也是女性从政治革命话语到自我觉醒与救赎的过程。在这个

转变转型过程中，女性从本土历史题材的挖掘转到外来题材的共享，揭开了中国女性解放里程

上的新篇章。

五、结语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名之所以在学界产生争鸣，是因为将晚清启蒙与五四现代性

二者之间过重的撕裂和分割。其实，任何社会意识流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或从空而降，它

需要一个接受、继承、创新的过程。如果只强调晚清或认重五四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

那么 1912 年 － 1919 年这七年或扩大到 1898 年 － 1919 年这个节点，此时期的文学如何安置，

必将出现一个断层和空白。正如一些学者在建构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中将前二十年置其于一

个盲点的状态，进而引发出质疑声音。不是此时期的女性文学没有影响或者说没有优秀的作

品问世，而是被历史的尘埃蒙蔽得太久，被政治书写的话语权压抑得太深，致使研究者将社团

与文体共构成女性创作群体，进而阐释女性文学在晚清与现代夹缝之间存在的重要性。
1898 － 1919 年间的女性作家，利用报刊将西方妇女解放思潮引入到中国，进行大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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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地域性的偏离，这种偏离来自中国女性在历史长河

中的缺席。西方女性主义进入中国来自男性的推介，其原因是父权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来自

国族危机的质疑并导致他们的民族焦虑与自卑，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提倡女权将妇女提到政治

层面上来，来抵制和消解他们的自卑与民族忧虑，经过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女性独立意

识产生后，并朝着颠覆现存男性社会话语权的方向发展，借助翻译等手段将西方先进的女性文

化介绍、转化、整合到晚清民初的社会公共空间领域。面对西方女权主义者领导的世界性的女

性参政运动，让中国男性预卜到若任由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将会出现与男性“夺权”的场域斗

争，后果的严重性、可怕性促使男性从国族忧虑转变成性别忧虑，惧怕女性打破男权体系。一

边倡导女性解放，一边又要剔除女性主义蕴含的女权、独立的成分，由此难免产生“男性的女

性观”，既挤压女性主义又要打造“贤妻良母”的话语语境。在男性的干涉下，西方的女性主义

被中国男性打造出一个路径不同的“中国版”的女性主义———脱离女性主体觉醒意识的女性

主义，脱离了男性、女性作为女性主义最基本的性别框架，脱离了文明、愚昧的女性启蒙格局，

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革命的社会话语中展开，国族救亡话语的强势性削弱了女性对性别歧视

的反叛性。
从与男性平等地位的角度来重塑女性处世方式，使长期被压抑的女性意识浮出地表。在

女性诗歌、政论文、小说、戏剧等文体中，承载着女性政治述求、身体述求、思想述求及女性觉醒

意识。“中国娜拉面前有两道门: 父亲的家门与丈夫( 对于新女性来说，是自己选择的丈夫) 的

家门。”［37］( P16) 挣脱“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父亲的家门，寻找一个可以比翼双飞的栖居之地，

才是女性自我解放之始。盛赞西方婚姻制度，是女性独立于男权启蒙话语对西方女性主义的

追求。但是，中国女性走出闺阁的第一步就踏入了挽救国家危亡的政治舞台，导致西方女性主

义在中国女性意识觉醒初期出现断层与错位。故研究前 1898 － 1919 年间中国女性文学与女

性意识的觉醒，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框架强嫁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那

样，不仅会抹煞两者之间的地域、民族、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也会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带入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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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anges in the Style and Narration of Female
Newspaper Literature in 1898 － 1919

Guo Jianpeng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estern

femin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under the dominance of men and underwent localized transforma-
tion． As a result，from the boudoir to the society，women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con-
struction activities． They propagandized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enlightenment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omen＇s newspaper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oetry，
novels and plays，the new style political essays and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ppeared． With their recog-
nition of the Western feminist movement，the feminist movement also set off in China，causing gen-
der conflicts in the society． In the national regime and male － dominated society，the meaning of
women＇s self － awakening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dilemma of“good wife and loving mother”，
and finally it appears the disloc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with western feminism．

Key words: female newspapers; Western feminism; male discourse;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self －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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