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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并未获得财产继承权，因此女性拥有的家产处分权更能反映出她们在日常生

活中实际拥有的经济权利。通过对地方志《列女传》所载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与家产处分权相关史料

的勾稽分析，可以看出北方乡村女性拥有较大的家产处分权，不仅其家产处分的范围包括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

而且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女性身份突破了以往学者以及大理院判决例中提出的一些身份与条件的限制。清末民初

北方乡村女性的慈善捐赠作为一种良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扩大了北方乡村女性的家产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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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权利问题，以往学者对于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关注较多①，

而对于女性的家产处分权关注得极少。无论从法律制度还是从民间习惯而言，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

并未获得财产继承权②，因此女性拥有的家产处分权更能反映出她们在家庭中实际拥有的经济权利。
关于女性家产处分权的观点主要来自滋贺秀三和阿风。滋贺秀三明确了中国整个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

女性家产处分权的延续性，提出了丈夫在世的情况下妻子是没有家产处分权的基本原则，守节寡妻才有

资格拥有家产处分权，但是其中涉及清末民初的论述极少，更遑论北方乡村女性。阿风在滋贺秀三研究

的基础上对于地方女性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具体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守节寡母在儿子年幼时才有独立处

理家产的权利，但是其研究对象只是明清时期的徽州女性，并未涉及北方女性之状况③。可以说以往学

者的相关研究从区域范围来看，其关注点主要为南方地区的女性; 从历史时段来看，主要为唐宋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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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于清末民初的北方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而言，学界尚未有相关的研究①。秦岭淮河以北辽河以

南的北方地区在地理环境、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南方相比存在很多差异，北方乡村女性拥有的

家庭经济权利也与南方女性有异，因此对北方乡村女性进行相应的研究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女性的家庭

经济权利状况，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女性研究的地方性知识。
清末民初日常生活中乡村女性对乡邻亲族的慈善捐赠已成为北方的民间习俗，北方诸省地方志《列

女传》中有大量相关的记载。毋庸置疑，个人无偿赠与贫困者或受灾者家产的慈善捐赠也是处分家产的

一种方式，并且地方志女性传记中的史料，与女性签订的土地或房屋买卖的契约文书相比，能够提供更

多具体的细节和详细的家庭背景，在北方相关史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使深入分析北方乡村女性所拥有

的家庭经济权利成为可能。笔者在广为搜罗和分析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初北方乡村

女性的家产处分权从家产处分的范围、拥有家产处分权的乡村女性的身份以及慈善捐赠习俗对乡村女

性家产处分权的作用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慈善捐赠中北方乡村女性家产处分的范围

中国古代的行善思想在《易经》中已有体现，《周易·坤·文言》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清代以

来地方志中一般专门有“义行”来记载民间乐善好施人士的事迹，北方地区地方志女性传记中也载有大

量乡村女性周济族亲乡邻、捐资修桥助学等义行，可见日常生活中对乡里戚族等进行力所能及的捐赠已

成为一种民间习俗。在这种习俗之下，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对家产的处分范围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如

钱财、粮食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在其处分之内。
( 一) 捐赠、买卖与典当土地的处分权

土地对于小农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清末民初的慈

善活动中，北方乡村女性对于土地的处分方式，主要是把土地无偿捐赠给族中贫穷者、乡办学校、或家族

祠堂等。考诸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诸县志记载，无偿赠与时，地方志中一般用“捐”“施义地”“分

给”“与之”“拨给”等词来表示。田地赠与的数目有多达百余亩者，如徐水县钱氏; 从捐赠土地的份额来

看，有捐赠田产一半创办义塾者，如淄川司氏; 有将田产十分之二分给本族贫穷者，如河南通许县孙氏。
女性捐赠土地数目的多少与家产处分权的大小应该并无关系，捐赠土地的多寡当是由家庭的经济状况

决定的。例如，清末河南通许县孙氏有田地三顷有余，临终前让嗣孙把十分之二的田地“拨给本族贫者，

使之各得所养，蒙恩者数十家”②。直隶徐水县钱氏时常周恤乡里，村人感念她的善行，送给她“乐善好

施”的匾额，村中建立学校，钱氏“慨捐膏腴地百余亩作为校费”③。河南项城李氏“知县恒公捐廉建昭忠

祠，氏捐地五十亩以为岁时祭祀之需”④。民国初年莒县张氏“自捐膏产三十亩，建筑先祠，供奉四时祭

品”⑤。除了捐赠土地之外，还有一种处置土地的方式是把土地分给族中贫者耕种，不收田租，清光绪年

间封邱县谢兴魁妻雷氏于“祖茔侧购地十余亩，俾族中贫者分耕之，不收租如义田”⑥。
清末民初，从地方志关于慈善活动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北方乡村女性能够买卖和典当土地。清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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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时间范围为 1875—1928 年，本文所指北方包括秦岭淮河以北辽河以南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北、
甘肃南部等在内的地区。

民国《通许县新志》卷六《人物志·列女传》，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徐水县新志》卷九《人物记》，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宣统《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贤妇》，清宣统三年石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封邱县续志》卷一七《人物略·列女》，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年间，山东淄川司氏家贫早寡，“以纺织为生，寒暑无间，历五十年，集资置田三十余亩”①，并把一半的田

地用来在龙口庄本村中创办义塾; 光绪二十六年饥荒，临清汤氏“以麦易田百余亩”，第二年让灾民用原

价赎回; 清末河南项城薛氏“置田三百余亩，积金无算”; 项城张氏“不积私财，后置地数顷”; 清末民初河

南通许县孙氏“善居积，后治地三顷有零”②。民国十四、五年间，连岁歉收，莒县牟氏为了救助灾荒，牟

氏曾典当十余亩田地，贷钱给村人，“邻里贷款未尝索讨，度其终不能偿者，检其券，对众焚之”③。
在清末民初北方女性买卖土地的文书中，目前笔者仅发现一例为女性买主，民国七年八月二十日

“立裁卖地契人王郝氏同子德发、德林、德安，因乏用，今将祖遗应分地一亩九分三厘，坐落大蒋庄南王家

茔地，烦中说合，情愿卖与存德堂任勾氏名下永远为业”④。阿风在考察大量明清徽州地区女性买卖土

地的文书后也只发现一例为女性买主，明嘉庆二十年五月黟县“立杜断卖契人母吴氏仝男汪嘉添……今

因无银支用，自情愿将父续置门前基地壹片……凭中立契尽行出卖与本家四好嫂名下为业”⑤。如果只

从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所载买主来看，似乎女性一般只有卖出土地的权利而无买入土地的权利，其实不

然。综合地方志记载来看，清末民初女性买入土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可以确定女性在家庭中已经拥有买

入土地的权利。由此可以推知在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即便实际买主为女性，文书中签署的却应当是家

庭中男性的名字。所以考察女性的家产处分权如果只依赖契约文书的记载，实不能全面反映女性在日

常生活中实际拥有的家庭经济权利。女性买入土地的行为证明了她们有很强的治家能力，并在家产的

扩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捐赠钱财的处分权

鉴于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北方乡村女性捐赠土地的情况较少，但是捐助乡邻戚族钱财的行为却是经

常性或持续性的。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其他戚族有难者，亦莫不解囊慨助”，“凡

乡邻贫不能葬力不能婚者，周济之无少吝”，“遇有贫苦疾病者，罔不竭力周恤。冬施棉衣，夏舍药饵，数

十年无间”⑥。这些北方乡村女性能够经常或长期地捐助钱财，表明她们对于钱财的支配不是偶一为

之，而是数十年间一直拥有对钱财的处分权。
在兵灾、水旱灾害之年，河南、山东等地北方乡村女性也有屡次捐款赈灾者。清光绪四年，河南光山

县林氏捐银五十两，光绪十四年黄河决口，林氏又捐银二十两; 民国初年，山东莒县刘氏每次从报纸上看

到四川、陕西、湖南和湖北出现水旱大灾，都捐款赈济⑦。平度王奎文妻单氏生性俭约，但是在咸丰年间

战乱之时，“出钱数万缗”，修筑堡垒以保全乡民，“( 光绪) 九年河赈，并倾资捐助。前后斥散十余万无吝

色”⑧，单氏在赈灾中能够“倾资捐助”，可知她对钱财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还有些北方乡村女性捐赠巨

款在乡村修筑桥梁、修建学校。清光绪年间，河南商水县阎氏捐金百余，修造临川桥，山东夏津县张氏捐

赠巨款，助修明朝寺学校; 民国初年，山东莒县周氏捐献巨资创办初级小学，莒县崔氏施粥施赈逾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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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续淄川县志》卷一〇《列女志》，民国九年石印本。
以上引文分别见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贤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

贤妇》，民国三年石印本; 民国《项城县志》卷二七《列女志·节妇》，民国三年石印本; 民国《通许县新志》卷六《人物志·
列女传》，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刘海岩主编:《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20 页。
转引自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 页。
以上引文分别见民国《阳原县志》卷一三《列女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齐河县志》卷二九《列女志》，民国

二十二年铅印本; 民国《德县志》卷一二《闺范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以上参见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三《人物志·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

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平度县续志》卷六《人物志·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帮助无数灾民①。无疑，这些女性在灾害之年的义举，彰显了她们拥有极大的家产处分权。
( 三) 捐赠粮食的处分权

粮食是人们维持生命最基本的必需品。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捐赠粮食的方式一是直接散发

谷物，二是施粥施饭，这是北方乡村女性最为常见的慈善捐赠活动。日常生活中粮食的捐赠对于有

些女性而言是每年必需的一笔开支，地方志中常有“岁给”“数十年”之语。清光绪年间，河南光山县

林氏每年送给自己孤苦无依的妹妹五石粮食，山东利津县杨氏在每年年终之时施放米面来帮助贫困人

家，河南项城县樊氏在公婆丈夫俱在时即主持家政，一直接济廪米给近族中生活艰苦的母子二人②。山

东、河南有些女性能够坚持数十年向贫者施与粥饭或粮食。莒县郝氏“遇贫困者，量予周恤。施茶施粥

施衣，四十年弗懈”③; 项城县张氏家庭并不富裕，每次做饭都节约出若干米面来帮助贫困者，“数十年不

懈”④。可见慈善捐赠习俗之下，即使不富裕的家庭中女性仍然可以把一部分粮食送给毫无血缘关系的

贫困者。
清光绪三、四年间，北方各省遭遇饥荒，危难时刻不少北方女性挺身而出，她们一般“散粮赈济”“发

粟赈济”。河南各地关于女性散发粮食赈济乡邻的记载最多，她们的善行“全活甚众”“全活无算”⑤。
在赈灾活动中，清末民初北方女性捐助粮食有多达二百石者，临清樊氏“民国十五年水灾，氏首捐赈粮二

百石”⑥。民国初年，甘肃南部的渭源赵氏无论平时还是荒年都将家中余粮全部分散给贫穷者，“家有余

积，即分散贫穷。每遇荒年，施米粥致仓箱告罄。甚至将家需米粮一升半斗散赈青黄不接之时”⑦。虽

然“一升半斗”的粮食确实不算多，但是在灾荒之年或是青黄不接之时却显得十分珍贵，尤其是将家中

仅有的余粮全部接济贫困者的善行更是难得，这种背景下拥有的粮食处分权也比一般时候显得更有说

服力。
综上而言，清末民初北方乡村女性无论是捐赠土地，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帮助贫穷者，她们的这些

义举一方面可以证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绝不只是在家相夫教子，而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另一方面证明

女性对于土地、钱财以及粮食等家产不只是具有管理权，而是能够以买卖、捐赠等方式处分家产，只是并

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拥有这种权利。

二、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北方乡村女性的身份及地位

笔者对于清末民初地方志中进行慈善捐赠活动的北方乡村女性的身份进行了考察与统计，发现她

们的身份均是已婚妇女，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守节寡妻，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有儿子或嗣子。考诸山东、山
西、河南、直隶、陕北、甘肃南部北方六省各县共 180 部地方志的《列女传》，对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女性身

份可以统计如下: 清末民初女性处分土地者有 13 人，均为丈夫去世的守节寡妻; 明确记载捐赠钱财者有

40 人，其中丈夫在世者 5 人，占总数的 12．5%。虽未搜罗殆尽地方志中的相关史料，但是这些统计数据

应该能够反映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所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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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以上参见民国《商水县志》卷二一《列女志·贤母》，民国七年刻本; 民国《夏津县续志》卷八《人物志·节孝》，民国

二十三年刊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以上参见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三《人物志·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利津县续志》卷八《列女传》，民

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贤妇》，民国三年石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贤妇》，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以上引文见民国《商水县志》卷二一《列女志·贤母》，民国七年刻本; 民国《陕县志》卷一八《列女传》，民国二十五

年铅印本。
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贤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渭源县志》卷八《人物志·列女》，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滋贺秀三指出，丈夫在世时妻子只能隐于丈夫背后而无权处理家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完全

如此。清末民初北方拥有家产处分权的乡村女性并不全是守节寡妻，也有少数乡村女性在丈夫在世时

就有处分家庭财产的权利。地方志所载在丈夫在世期间拥有钱财处分权的 5 位女性，她们的家庭处境

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是丈夫外出谋生不在家。其中清末山西翼城王氏、翼城杨氏二人的丈夫在外地

经商，临清郝氏的丈夫则是在外地教书。这种情况地方志中称为“赖氏持家”“代行夫职”。翼城杨氏

“光绪丁丑大祲，夫游商燕京。以所寄之银除度口外，尽数周济亲邻”①。翼城王氏“乐善好施。夫经商

外省，为一乡富户。氏在家课子督农，代行夫职。亲友邻里凡有告急，无不倾囊相助。县有慈善事业，亦

必请之。每次皆慷慨乐输”②。临清郝氏“夫维岳出外教读，赖氏持家，无内顾忧。清光绪间大饥，氏出

纺绩余资，赈济乡邻，至今德之”③。可以说乡村女性家产处分权的获得大多是因为丈夫暂时缺位。第

二种情况是夫妻共同热心于慈善捐赠活动。清末项城张瑞桢妻刘氏，“夫好推解，氏遇族邻贫者或假以

钱财或资以衣食，亦有助夫德焉”④，“推解”之意就是生活上关心帮助别人。因为丈夫好善乐施，妻子捐

赠钱财和衣食被看做是协助丈夫行事而被认可。第三情况是跟随军官丈夫到城市居住。民国初年直隶

沧县陆军少将任国栋妻高氏则是跟随丈夫到东北地区的龙沙同住。任国栋妻高“氏随任龙沙，奉天红十

字会经费支絀，慨捐洋三百元补助之，私储洋二百八十余元购制棉衣，分给流寓难民以御冬寒”⑤。高氏

的情况似可说明，即使与丈夫生活在一起并且丈夫身处高位，城市女性依然能够拥有自由处分钱财的

权利。
丈夫在世期间大多数妻子虽然没有家产处分权，但是她们并非对家产的处分毫无权利。有些情况

是夫妻二人一起商量来处分家产，有些是女性通过劝说丈夫来影响家产的处分。河南商水张锡龄妻钱

氏“光绪二十四年春天大饥，村人乏食……与夫计一家度用，余悉举以周亲族之贫者”⑥，这里显然是夫

妻二人一同对家产处分做出决定。山西虞乡县麻氏“光绪大祲，氏尝劝廷楠解私囊以助赈。故邑侯称贤

内助焉”⑦，商水庠生叶乃昌妻裴氏“宣统二年秋，河决白帝村，被溺者数百家，氏劝夫齎粮米往济”⑧。这

种情况并非清末民初所特有，从地方志记载来看清初即有妻子劝说丈夫焚烧乡邻借钱的债券、散粟救贫

以及助饷之事。
关于母子同居家庭中守寡母亲的家产处分权，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决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凡父

亡遗产由亲子或嗣子承受，子未成年者，由其母管理并代为必要之处分。若子已成年，则应由子得母之

同意处分遗产。仅母自己独断之处分不为有效。惟父有遗言命为财产上之处分，而母嗣后执行遗命者，

则与父自为之处分无异，即非母自己独断之处分可比”，“凡成年之子，未得其母之同意，私擅处分家财

者，仅其母有撤销之权，其本人及第三人均不得主张撤销”⑨，也就是说寡母在儿子年幼时有较大的家产

处分权，即“由其母管理并代为必要之处分”，儿子一旦成年，就要以儿子的意志为主，在母亲同意的情

况下一同处置家产，“仅母自己独断之处分不为有效”，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亦有儿子成年后尚能独立处

分家产的守寡女性。
母子同居家庭中，能够独立处分土地的守寡女性大部分都是在儿子年幼之时，但是也有少数女性在

儿子成年后依然能够独立处分土地。上述 6 省中拥有土地处分权的 13 位北方乡村女性中，其中有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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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②民国《翼城县志》卷三六《列女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贤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贤妇》，民国三年石印本。
民国《沧县志》卷八《文献志·人物》，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⑧民国《商水县志》卷二一《列女志·贤母》，民国七年刻本。
民国《虞乡县新志》卷六《士女传》，民国九年年石印本。
民国三年上字第 669 号、三年上字第 2385 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上海: 会文堂新记书局，1932 年版，第

52、54 页。



无子也未立嗣的女性，有 2 位在儿子成年后依然能够对家产独立进行处分的女性，还有 1 位是临终前嘱

托嗣孙处分土地的女性。除此之外，其余 8 位均是在儿子或嗣子年幼时独立对土地进行处分的女性。
儿子成年后仍然能够独立处分家产的两位守节女性分别是山东临清张树德母汤氏、河南封邱谢兴魁妻

雷氏。山东临清张树德母汤氏:

清平庠生震川先生之次女，幼承家学，嗜读书，尤熟於二十四史，有不栉进士之誉。于归后，持

家勤俭，事姑以孝著。生子五人，长树德，次树梅。皆早岁知名，得诸母教者尤多。孙女七八人，於

课织之余各授一经，吚哑一室，居然函丈焉。家计粗给，约以自奉，终身不衣帛，而性慈祥，不靳施

与。每值冬尽，凡戚族之贫困者皆遣人慰问，量给以卒岁资。清光绪二十六年大饥，以麦易田百余

亩。至次年，则尽令原价赎归，取买契悉焚之。民国九年，岁又荒，积谷百石，以五十石半价糶诸邻

村，其余则周卹乡里。每日计口给领，全村之民赖免饥馁，以故遐迩称颂。①

汤氏买卖田地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据《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四·文苑》载张树德即汤

氏长子，民国十二年( 1923) 去世，享年 45 岁( 虚岁) ，由此可推知张树德于 1879 年出生，那么光绪二十

六年张树德已经 22 岁( 虚岁) ，无疑已经成年，那么这种情况下汤氏能够独立买卖土地应该与张树德一

直在外从事同盟会工作有关，张树德“少有大志，兼资文武。光绪甲午后，慨国势阽危，毅然入本省武备

学校，毕业后深为当道所器，以政见不合假归，迭电不赴继。见时政日非，遂入同盟会从事革新运动。提

倡宣传，新闻界奉为泰斗”②。另一位封邱谢兴魁妻雷氏之情况:

光绪三年，岁大歉，适遭姑丧，家愈式微。同夫谋食开州，居刘五星村。子一，名玉亭，方数岁。
继而夫旋省坟墓未返而逝，三年始得耗。乃携子来归，至则房屋全无，不得已又赴汴垣。母傭工，子

学商，数年后，玉亭已成立，聪敏孝顺，且勤劳工作，由是返里。而氏心慈善好施舍。……陈道祖茔

侧购地十余亩，俾族中贫者分耕之，不收租如义田。然其他救助贫困捐助善举，不可胜数。③

雷氏在家乡陈道祖茔侧买地无偿分给贫穷族人耕种时，儿子“玉亭已成立”，也就是说雷氏是在儿

子成人后进行的土地买卖活动。可见在北方母子同居家庭中，儿子成年后母亲需与儿子一起处分家产

的法规并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严格遵守，有些寡母依然有独立处分家产的权利。
母子同居家庭中，还有些守寡女性命令子孙按照自己的意思处分家产，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清光绪

年间直隶南皮县刘彭龄妻王氏，丈夫早亡，“家道渐裕”，“特命清浩葺别宅，创办两等小学校，垫款不

赀”④。民国初年昌黎县举人杨占春妻张氏，其长子“奉母命创建初等学校的款自捐”⑤。民国九年，莒县

遭遇饥荒，莒县庄宝儒妻赵氏，“民国九年岁饥，命子潍灏捐助山东义赈”⑥。民国《重修莒志·列女传》
文后附录了十五位守寡女性命子、命孙或嗣孙助赈的情况。地方志的撰写者多用“命”来描述女性让子

孙按照己意处分家产的情况，“命”字的使用表明日常生活中，儿孙对于母亲或祖母捐赠家产的意愿应

当听从，凸显了母亲或祖母作为尊长的地位。
通过以上考述，可以确知清末民初拥有家产处分权的北方乡村女性虽然大多数都是寡妻，但也有少

数丈夫在世的女性能够拥有家产处分权。在丈夫外出谋生、丈夫热心慈善活动以及跟随做官的丈夫在

城市中居住这个三种特殊情况下的女性，都拥有独立处分家产的权利。儿子成年后，寡母因儿子在外工

作或经商的情况下也有独立处分家产的权利。除此之外，北方乡村女性还经常通过劝说丈夫或者留有

遗嘱、命令子孙来影响家产的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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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六·贤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四·文苑》，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封邱县续志》卷一七《人物略·列女》，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南皮县志》卷一〇《文献志四·列女》，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民国《昌黎县志》卷一一《人物志·列女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三、慈善捐赠习俗对北方乡村女性家产处分权的作用

北方乡村社会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加之旱涝灾害频仍，乡村居民

喜聚村而居，邻里街坊关系较为紧密，以便合力建造沟渠堤坝以及挖掘水井等灌溉系统以抵抗自然灾害

的侵袭①。所以北方乡村社会“乡闾之间，平时守望相助，有无相通。若遇婚丧大事，则皆以财物互相资

助”②，这一点与南方主要依靠强大的宗族组织相互救恤的方式不同，北方村民之间“守望相助”的慈善

捐赠习俗的形成与北方易旱易涝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对于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呈现

的家产处分权，慈善捐赠这一良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障和扩大的作用。
( 一) 慈善捐赠习俗对女性家产处分权的保障

清末民国地方志《列女传》所载北方乡村女性周济邻里、济人困乏之事俯拾皆是，一般多载为“周恤

亲邻”“乐善好施”“好施与”“轻财好义”“慈惠倾闾里”等等。民国初年，北方乡村女性之义举不再限于

救困扶贫，而是开始捐资创办学校。山东、山西、直隶、河南诸省乡村女性捐赠家产创建小学的情况在地

方志中屡见不鲜，其中山东莒县是守寡女性创办乡村小学最多的一个地方。县志记载莒县马庄张献廷

妻刘氏“创设马庄两等小学校”、泉头庄邵名世妻崔氏“创立泉头小学校”、苍子坡魏复春妻段氏“设立初

级小学”、朱陈店庄阿聚妻“创办新民小学”、新城沟庄许鸿德妻周氏“创办初级小学”③。除了创办小学

外，她们对于“凡寒畯子弟无力升学者，依次资助学费”，“无力读书者，时予资助”④。莒县女性之所以创

办小学最多，应当同当地的民风密切相关，“莒俗素敦乡谊，……有无相通，患难相恤，邻井共汲，里丧不

歌”⑤，同时莒县“科举时代，人民习尚，惟重读书”⑥，这种由来已久的重视读书的习尚和患难之际相互捐

赠的习俗正是莒县女性愿意捐资办学的地方文化因素。
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拥有的家产处分权也得到乡村社会以及官方政府的普遍认可。莒

县女性资助教育的行为受到当地百姓地称颂，地方志称“乡党重之”，“邻里咸称颂焉”⑦。对于商水县女

性在饥荒之年以粮食赈济贫民、在黄河决堤之时施饭于难民的善行，“邻里德之”“乡邻啧啧称德惠

焉”⑧。大名县谷氏“民国十二年，捐赀立本村义校，闾里感之。”⑨利津县女性每年年终施放米面以济贫

困，“乡里至今称颂”瑏瑠。这种乡民的推崇和赞赏正是北方乡村女性家产处分权得到地方民众舆论支持

的明证。慈善捐赠中北方乡村女性所拥有的处分家产的权利，也得到官方的认同。对于女性参与的慈

善捐赠活动，从中央礼部到地方官员都对此给予褒奖。清末，莒县守寡于氏在“光绪丁亥岁饥，出粟赈

济，邻里均蒙周恤”，“二十三年礼部提请旌表”; 莒县守寡赵氏“( 民国) 十三年捐助义赈”，时县长题赠

“恺恻慈祥”，“并勒石以垂不朽”瑏瑡。山西襄陵吴氏“慈善为怀，贫乏所遇，无不周济。诚巾帼之丈夫也。
民国十年，山西旱灾，命四子吉黼捐施巨款。颁给四等银色奖章，又给‘扶危济困’的匾额”瑏瑢。官方的褒

奖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拥有的处分家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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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社会与社会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62－63 页。
民国《获嘉县志》卷九《风俗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⑦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以上引文见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

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⑥民国《重修莒志》卷四二《民社志·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以上引文见民国《商水县志》卷二一《列女志·贤母》，民国七年刻本。
民国《大名县志》卷一九《人物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利津县续志》卷八《列女传》，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以上引文见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襄陵县新志》卷一四《士女传》，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关于赠与家产的行为，滋贺秀三对于宋代以来家庭中父亲的生前赠与和遗赠，在父亲去世后容易发

生纠纷的情况进行过考察，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乡俗不谙赠与契约”①，一般土地赠与都要做成土地买

卖契约才能避免日后的纠纷。民国初年大理院判例对于赠与的效力做出进一步说明，明确规定了赠与

契约何时生效以及什么条件下才能撤销②。由此可以看出，直到民国初年因财产赠与导致的民间纠纷

依然很多，这也可以证明民间确实对赠与契约不认可。在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中，尚未发现女性的慈善捐

赠发生财产所有权纠纷的问题，也就是说北方乡村女性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拥有的家产处分权在民间认

同度很高，一般不会因此产生质疑和纠纷。清末民初，民间的认同再加上官方的褒奖使得慈善捐赠习俗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北方乡村女性的家产处分权。
( 二) 慈善捐赠习俗对乡村女性家产处分权的扩大

一般女性出卖土地是为了维持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婚丧嫁娶、交粮纳税、还债和治疗疾病

等③。慈善捐赠中无偿赠与的土地、钱财或粮食，则完全是为了接济家庭之外贫困的族党、戚族或者是

乡邻的生活。族党、戚族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乡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

本村的人，具有地域性特点。赠与行为使得家产不再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享用，而是扩展到血缘关系更远

的族党、戚族和地缘上较近的乡邻。
清末民初，从血缘性来看，北方乡村女性可以把家产无偿赠与丈夫的宗族、族人以及自己娘家的亲

戚。譬如直隶阜城县寇珍妻王氏守寡有子，乐善好施，族党间因贫困不能举办葬礼者，王氏即送去棺木;

没有能力娶亲者，王氏则助其完婚; 并且创立学舍，延请老师教育族众，族众子侄藉以成名者很多; 清末

光绪三年大饥，河南许昌汪氏早寡，族弟准备卖妻度日，汪氏知道后马上送去三斗粟制止了族弟卖妻的

行为; 灵宝县新店张会元妻张氏守寡无子，也在灾荒之年把仅有的七斗麦子全部分散给族人; 封邱县范

亮妻边氏，守寡，四子皆成立，能够恤宗族，济贫困，行种种慈善事业④。帮助族人的女性，其身份基本上

为守寡女性，尽管丈夫已经去世，她们在丈夫的族人陷入困境之时却能够承担起恤族济贫的责任。清末

民初民间虽然依然存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和习俗，但是出嫁后已经守寡的女性对娘

家的亲戚却能够慷慨相助。有对自己亲妹妹每年供给谷物粮食的河南光山县守寡的林氏，有对戚族有

难者慷慨解囊的直隶阳原县守寡的李氏，还有对戚族贫穷无助者周济备至的山东德县守寡的马氏等

等⑤，这些守寡女性对娘家人的相助正是得益于慈善捐赠习俗之下女性拥有的家产处分权。
北方乡村女性可以把家产无偿赠与乡邻，从地域范围来说，乡邻是接受赠与最多的受益者。在地方志

记载的清末民初女性参与的慈善捐赠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时，或者是灾荒之年，“乡里”
“邻里”都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语。北方乡村女性一般自己生活极为俭朴，但是对于乡邻的捐赠却毫不吝啬。
日常生活中，她们对于贫邻或赠送钱财或资助衣食，对于贫苦生病者或赠与棉衣或赠与药物; 在乡邻有紧急情

况需要帮助之时，会想方设法地去救助，并且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教育儿子“家业故应守，贫邻亦当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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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 217 页。
民国三年上字第 142 号、三年上字第 212 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上海: 会文堂新记书局，1932 年版，第

104 页。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98－108 页。
以上参见光绪《阜成县志》卷二〇《列女志》，清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许昌县志》卷一五《列女志下》，民国十

二年石印本; 民国《灵宝县志》卷一〇《列女志》，民国三十四年重修本; 民国《封邱县续志》卷一七《人物略·列女》，民国

二十六年铅印本。
以上参见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三《人物志·列女》，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阳原县志》卷一三《列女志》，民

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德县志》卷一二《闺范志》，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以上参见民国《项城县志》卷二六《列女志·贤妇》，民国三年石印本; 民国《德县志》卷一二《闺范志》，民国二十四

年铅印本; 民国《陕县志》卷一八《列女传》，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对于乡邻间那些贫不能丧、力不能娶者，北方乡村女性“周济之无少吝”①，有的女性更是为了周济乡邻

“虽典质弗吝”②。
清末民初水旱灾害之年，北方乡村女性更是积极赈灾。地方志多载“邻里均蒙周恤”③、“散粮乡里”

“以济邻里”“赈济贫邻”“赈济乡邻”④。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一些女性在乡邻遭遇水旱灾害以

及战乱袭击时，有的散发粮食，有的供给薪火蔬菜，有的捐助银两，有的倾尽家财帮助乡民渡过难关⑤。
还有不少北方乡村女性出资为所在的乡村建桥修路、创办小学校，其捐赠对象或者说受益对象则是全村

村民。也有个别女性有赈济外地受灾者的情况，譬如民国初年莒县守寡刘氏“每见报载川陕湘鄂水旱大

灾，辄为捐款赈济”⑥。北方乡村女性的这些善行义举被地方文人记载于地方志中得以流传后世，她们

拥有的家产处分权也在慈善捐赠习俗中得以扩大。
综上所述，慈善捐赠是把财产无偿赠与贫困或受灾的族人、亲戚和乡邻，与普通的赠与不同，清末民

初它在官方的奖励和民间舆论支持下蔚然成风。在慈善捐赠习俗之下，北方乡村女性对家产处分的范

围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如钱财、粮食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在其处分之内，并且北方乡村女性拥有家

产处分权的身份突破了滋贺秀三、阿风以及大理院判决例中提出的一些身份和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

下已婚女性当丈夫在世时没有家产处分权，但是北方乡村女性在丈夫外出经商等特殊情况下也能够行

使家产处分的权利; 一般情况下丈夫去世后母子同居家庭中，北方乡村女性在儿子年幼时拥有家产处分

权，儿子成年以后则不然，但是也有少数女性在儿子成年后仍可以独立处分家产。北方乡村女性还经常

通过劝说丈夫或者留有遗嘱、命令子孙等间接方式来影响家产的处分。此外清末民初慈善捐赠活动作

为一种良善习俗，使得北方乡村女性在处分家产时不再限于家庭内部成员，而是扩展到血缘关系更远的

族党、戚族和地缘上较近的乡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扩大了北方乡村女性的家产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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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民国《齐河县志》卷二九《列女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③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以上引文分别见民国《新修阌乡县志》卷一七《列女志》，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民国《闻喜县志》卷一八《列女志》，民

国八年石印本; 民国《商水县志》卷二一《列女志·贤母》，民国七年刻本; 民国《临清县志》卷五《人物志·列女·贤母》，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以上参见民国《平度县续志》卷六《人物志·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

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翼城县志》卷三六《列女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三《人

物志·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重修莒志》卷七二《文献志·人物·列女》，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