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1 月 妇女研究论丛 Nov． 2020

第 6 期 总第 162 期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No． 6 Ser． No． 162

在历史与性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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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近五年来大陆地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视为一种知识生成，探讨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如何依托学科、性别等

途径产生对“妇女”的体制性知识。一方面，研究者们以“妇女”为统摄概念，借助会议、期刊、数据库、丛书等生产机制和资源，

跨越史学内部不同领域，推动史学与其他学科之联合，促成妇女史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极大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学科、知识

体系和代际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对“妇女”进行研究。这些知识生产方式不只是个体层面的

学术探索，亦是时代趋势之折射。它们反映出历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的划界和跨界，妇女 /性别理论和实践的在地化和全球化

互动，以及中国在当下世界格局中以本土经验来寻求自我定位等议题。唯有进一步反思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前提，以个体勾连

时代，我们才能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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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es as a body of produced knowledge the scholarship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mainland

China． It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scholars in this field produce the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of“woman”by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fields and genders． On the one hand，by taking“woman”as a master concept and relying on the resources of conference，journal，and da-

tabase，scholars a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ose in other fields and cultivate 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b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 structure，scholars have formed their own questions and styles of thought． The pro-

duction of this body of knowledge is not just the personal exploration of the field; on the contrary，it reflects the tendencies of the reality．

This includes the boundary setting and crossing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the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women /gender theo-

ries and practice，and the efforts that China take to locate itself in the world． Only by further examining scholars' assumption can we move

forward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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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大陆地区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视

为一种“知识生成”并为之建立一个谱系的话，那

么，很少有人不会提及 21 世纪初的两组笔谈: 2002
年《历史研究》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题的笔谈和

2004 年《史学理论研究》以《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

示》为题的笔谈①。事实上，几乎每一篇回顾中国妇

女史研究概况或论述中国妇女 /性别研究发展史的

文章，都会或多或少地以乐观的态度提及这两组笔

谈，其关切点大致有二: 在学术共同体层面上，男女

学者以笔谈形式进行共同的、平等的对话，参与到对

过往二十余年妇女史研究领域的总结和反思中来;

在学术生产层面上，这两组笔谈分别代表了学者和

学术期刊从史学和理论两大脉络试图对中国妇女史

的发展进行学术定位，姑且不论参与笔谈的学者观

点之异同，至少它们展现出中国妇女史作为一个新

兴领域与学术主流或者中心领域进行交流和互动的

可能。
这两组笔谈的重要性自是毋庸置疑，学者们由

此展现出的乐观态度也有其合理渊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国内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这一方面与整个中国历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

关，女性浮出地表，重新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也是国家 ( 尤其是妇联系统) 和学界共同

推动中国妇女 /性别研究的结果，尤其是 1995 年北

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是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

体制和学术资源等方面确定了妇女 /性别维度在历

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中，近代中国妇女

史领域因其在时空、话语和实践层面与当代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延续性，更是学者关注

的重中之重。可以说，至新世纪初两组笔谈发表时，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初见雏

形的学术共同体。前辈学者的拓疆，为该领域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而后来学者的深耕，则

极大地催动了该领域旺盛的生命力，使其向纵深延

展。其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两组笔

谈，不如说是 2004 年王政和陈雁两位老师在上海复

旦大学举办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以及次年出版的同名会议论文集。它们不仅

以会议和出版的方式展现出中外几代妇女史研究者

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亦初步预示了之后近二十年该

领域重要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发展方向，可以

说，为此一领域的知识生产模式搭构起基本的框

架②。此后，不仅学者代际衍生，陆续进入高校和研

究机构工作，而且他们借助会议、发表、项目申请等

途径以及大型丛书、数据库等资源，持续推动对妇

女史的研究，无论是涵盖的议题、使用的理论或是

涉及的材料，都已是相当丰富和多元，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出现了一种重复碎片化的趋势，即某些具体

的个案、人物和议题，成为学者们反复论述和分析

的对象。
但是，新世纪初的这两组笔谈也隐约预示了

此后二十余年中国妇女史研究挥之不去的一些困

惑 : 为 何 如 此 强 调 学 者 们 的 生 理 性 别，而 这 种 强

调不见于其他任何史学研究领域? 为何如此焦虑

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史学领域和理论领域中的边缘

和中心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惑指向的是

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定位 : 如何理解妇

女史作 为 史 学 之 分 支? 如 何 理 解 妇 女 史 作 为 妇

女 /性别研究之分支? 几代妇女史研究者如何认

知和实践 对 包 括 性 别 在 内 的 自 我 身 份 和 社 会 身

份? 而在这些定位背后，展现的是历史学科内部

不同领域 的 划 界 和 跨 界、妇 女 /性 别 理 论 和 实 践

的在地化和全球化互动，以及中国在当下世界格

局中以本土经验来寻求自我定位等议题。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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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高世瑜、商传、赵世瑜、定宜庄、李伯重、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 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杜芳琴、裔昭印、刘文明、李银河、郑永福、吕美颐:《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史学理论

研究》2004 年第 3 期。
此次会议以“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题，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

主办，于 2004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该会涵盖 17 个专题，大约有 120 余名中外学者参加。详情参见陈雁:《“百年中

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第 4 期; 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前已有学者对 2015 年之前的相关论著进行过详

致的论述③，因此，本文主要以过去五年内发表的近

代中国妇女史论文为主要分析对象( 偶有回溯) ，试

图以一种述评而非列举之方式，探讨作为文本的文

章和作为文本生产者的学者如何在史学和妇女 /性
别研究两大脉络下进行有关“近代中国妇女史”的

知识生产，并希冀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领域进行一些

初步的思考。由于个人阅读有限，加之该文以问题

为导向，笔者无法尽数列举所有文章，如有疏漏不当

之处，还请诸位前辈学友指正。
一、以“妇女”为统摄: 性别化的跨界实践

如果将“近代中国妇女史”视作一种知识生成，

那么其生成场域首先会落在历史学学科之中。纵观

该领域研究者之学术出身，他们大都出自历史学科，

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因此其问题意识、思维方

式和学术训练多是源自学科内部。在这一脉络下，

研究者们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一方面，接续了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与妇女史研究发展直接关联的社会

史、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方向，尤其侧重文本、书

写、再现、仪式、符号等分析视角; 另一方面，学者们

接续了此前涉及较少的新兴研究领域———如概念

史、医疗史、科学史和情感史，并以“妇女”为统摄性

词汇，进一步推动妇女史与这些领域的跨界互动。
就前者而言，已有很多学者反复指出，在历史学

学科中，中国妇女史研究之所以兴起，首先与 20 世

纪 80 年代社会史之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史家提倡自

下而上的视角，使得“妇女”这一原本在史学研究领

域中基本上隐而不见的社会群体开始浮出地表。近

五年来，仍有学者以社会史视角对近代女性进行研

究，如杜佩红将近代女性所穿之旗袍置于满汉、中

西、国家权力与商业文化中进行理解，试图展现出有

关旗袍与近代女性形象演变的复杂性［1］。但是，相

较于社会史而言，目前研究者们使用的方法更多则

来自源于中国本土学术环境的社会文化史和自西方

引介入国内的新文化史。一些学者尤其受新文化史

中有关历史书写、再现、仪式和符号等分析方法的影

响，强调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多层性和多角度性。比

较有代表性的可推南开大学侯杰与马晓驰合撰的

《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以川岛芳

子为中心》一文。该文通过对抗战后在审判汉奸浪

潮中媒体对川岛芳子的多重呈现，试图探讨这些媒

体报道如何形成了有关战后女汉奸群体的特定话

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时政府司法体系［2］。

如果说侯杰、马晓驰的文章强调横向性的媒体对事

件的再现，那么王小蕾对红色娘子军的研究则更像

是纵向的不同媒介对此一主体的不同再现。在其

《革命的想象: 红色娘子军中女革命者形象叙事规范

的生成及更新( 1956－1976) 》一文中，作者主要突出

历史发生如何被报告文学、电影、舞剧、京剧直至革

命样板戏等不同媒介呈现，由此向读者展现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如何成为人们耳熟

能详的红色娘子军［3］。

在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之外，近五年

来近代中国妇女史学界更为显著的特点是将“妇

女”引入一些新兴史学领域，尝试进行性别化的跨界

实践。首先是妇女史和概念史的结合。大约在过去

十年中，概念史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兴重

镇。学者们不仅在概念史理论方法上进行谱系式的

梳理和思考，亦借助大数据和电子人文等新兴手段，

切实对近代中国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且详实的

探讨，成果不胜枚举。但是，目前可见大多数研究成

果都是集中在政治、经济和中外交流方面，相较而

言，学者较少关切与近代中国妇女相关的词汇或观

念。新世纪初曾对“她”字进行深入探讨的黄兴涛

教授指出，“关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新的性别名

词的关系，目前学界重视不够也研究不足。”［4］这一

不足，由于妇女史学者的推动，在近五年中获得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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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 年第 3 期; 高世瑜:《中国妇女史研究百年回眸》，《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大的改善。在此前学者们对“女性”“女权”“她”
“性别”“女界”等研究基础之上④，目前又有王燕对

“性”/“性别”“劳动”、杨联芬对“女性主义”、杨力

对“性欲”、余华林对“贞操”、翟晗对“女权”等词汇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⑤。尤其是王燕的研究，她不仅

重视这些词汇的多头探源，着力挖掘其日本和苏联

来源( 这也是将来大有可为之处) ，而且能娴熟地以

关键人物、文本和事件衔接这些源头，清晰地勾勒这

些词汇的来龙去脉。自然，概念史和妇女史的结合

仍有很多可能性。例如像此前学者对政治、经济和

中外交流概念进行研究那般，妇女史学者可以利用

大数据、电子人文以及大型妇女史料丛书等资源，挖

掘出更多与女性相关的词汇，如“文明”“地位”“平

等”“封建”“权利”等，但同时，学者们也要警惕过度

依赖数据库和丛书所带来的对文本历史感和整体感

的疏离趋势。此外，在具体的概念研究基础上，我们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围绕“妇女”所形成的隐喻性的

观念或表达。当“妇女”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在近代

成为一个被论述的“问题”后，社会中不仅出现了与

妇女直接相关的词汇或概念，它也对时人的思维方

式和言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当近代谈

及妇女受压迫时，各类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比喻或

者隐喻性的词汇来描述或形容这种压迫感。这也是

妇女史和概念史结合可以推进的一个方向。
近五年来成果比较集中的第二个领域是妇女史

和医疗史的结合。自 21 世纪以来，医疗史成为海内

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已开始探讨其与近代

女性身体、疾病、生育与职业等关系。而近五年来，

这一研究趋势无疑得到极大的丰富。其中，以姚霏

和鞠茹、赵婧、王瀛培、马冬玲、章原等学者的研究为

代表⑥。大致来说，这些学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取

径来将“妇女”和性别带入医疗史研究。姚霏和鞠

茹对近代子宫癌的研究，主要强调这一疾病如何从

中西文化差异和传统性别视角被社会认知，以及这

一认知如何反过来影响女性对自身疾病的态度和寻

求诊疗的可能性，她们更多的是以疾病为中心，将医

者与患者、技术与身体、中西、传统与现代等不同视

角和权力体系关联起来。而后几位学者则更多地侧

重女医从业者、女性医疗辅助照顾者等群体，强调她

们在社会观念和国家政权的影响和介入下，其职业

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女性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和定

位发生的变化。前者更多是疾病取径，而后者更多

的是职业取径。尤其是关于疾病取径，我们可以更

进一步追问的是一个桑塔格式的问题，关于疾病这

一实际存在的身体症状，究竟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

被转化为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指涉的场域? 其发病

的原理、对身体不同部位和不同方式侵占的过程，与

特定的权力关系体制( 如阶层、性别或者年龄) 怎样

建立起对应的联系［5］?

第三个重要的领域是妇女史和科学史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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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5 期; 宋少鹏: 《平等和差异: 近代性“别”
观念双重特性的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12 年第 6 期; 陈雁:《从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 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

的翻译与流转》，《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秦方:《新词汇、新世界: 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清史

研究》2014 年第 4 期;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王燕:《从“阴阳”到“性别”: 现代中国“性”概念的缘起与价值观的转向》，《史林》2016 年第 6 期; 王燕:《晚清至民国“劳

动”观下的妇女家庭劳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杨联芬: 《新文化运动与“女性主

义”之诞生》，《文艺研究》2019 年第 5 期; 杨力:《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五四”科学语境中的性话语分析》，《四川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余华林: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对贞操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翟晗:《国家想象之镜: 中国近代“女权”概念的另一面》，《政法论坛》2020 年第 4 期。
章原:《民国女医的性别焦虑与身份认同———以民国女医刊物为中心的分析》，《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 1 期; 王瀛培:《团结与改造: 从旧产婆到社会主义接生员———以上海为例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4 期; 马冬玲:《近代护理职业女性化中的性别协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王瀛培: 《“旧中国”经验与

“新中国”道路: 杨崇瑞和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的起源》，《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6 期; 赵婧: 《医学、职业与性

别———近代女子习医论再探》，《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6 期; 姚霏、鞠茹:《医疗内外的社会性别———近代中国子宫癌

的认知、发病与诊疗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6 期; 王瀛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助产士的式微及其原因

( 1949－1966) 》，《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2 期。



如杨笛《冲破科学的性别藩篱》一文以民国时期金

陵女子大学培养出来的女性科技人才为例，将金陵

女大的教育理念和学校设置与社会中科技报国和女

性独立等思潮融合起来，探讨这些女性如何挑战科

学学科中的性别隔离及传统的性别规范［6］。而杨笛

与金一虹合撰的《技术、性别与社会变迁———20 世

纪 20－40 年代费达生与她的女性团队技术实践研

究》则是以民国时期费达生及其领导的妇女团队为

研究对象，挑战此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中国现代

性的女性形象( 如那些主张并实践婚姻自由、家庭革

命的女性或摩登女郎等) ，更多强调费达生及其团队

在逐渐工业化的蚕丝业界中所扮演技术革新和企业

管理的新角色。该文在结语“未曾完结的实验”中

更是进一步指出，费达生之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性

别和技术领域的挑战，更在于其有关中国现代转型

的另类思考和实践［7］。此点可见费达生之时代关

怀，亦可见作者之当下关怀。客观来说，在过去五年

中，此类关于妇女史和科学史结合的文章数量并不

多，而且两位作者也更多是在一种添加妇女入科学

科技史的层面上切入这一议题，但是，这一研究指向

一个日后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思考

的是，在近代中国，科学作为具体技术以及作为思维

方式，是否有性别化的可能或必要。如果有此可能

或必要的话，这种性别化的视角是否反过来型塑了

时人对土地 /农业、机器 /工业、资本、消费等社会运

作方式的认知? 或者作为技术及思维方式的科学如

何影响实际和想象的两性关系和日常生活? 在此，

我们尤其要警觉的是时人在科学科技与现代性之间

建立起来的不言自明的关联性，这恰恰是我们需要

历史化地去分析的问题，而非是已经确立的前提。
以家用电器为例，它区别于工厂机器，是近代社会

“效率”“经济”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具化，亦是呈现

社会阶层化区分的展演物，更是在近代女权主义思

潮中被冠以“女性解放之利器”的新生事物。但是，

家电之于女性，究竟是提高了家务劳作的“效率”、
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还是对女性在家

内的劳作提出了更精致化、更细密化的劳动新要求?

或者在 20 世纪前半期，当家用科技仍然是一个昂贵

的商品时，便宜的家庭雇佣是否反过来阻碍了家用

科技的推广? 笔者以为，这些议题都是日后妇女史

和科学科技史相结合可以发展的方向。
最后一个领域是妇女史和情感史的结合。这以

杭苏红和冯剑侠两位学者的文章为代表。杭苏红主

要探讨民初时期湖南女性在“离家”的过程中，在

“观念解放”和“情感解放”之间的困境。身体迈出

了家门，可是情感上这些女性仍与“家”有着千丝万

缕的羁绊。即使在离开家庭后，这些女性借助学校、
社团等新式共同体进行社会化，她们仍然无法摆脱

对“家”既怨又恋的“怨慕”情结［8］。而冯剑侠则以

五四时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一群天津女性为例，

探讨她们如何通过情感———尤其是悲愤和痛苦这两

种具体的感情模式———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并

动员更广大的妇女和青年投入社会运动中来。冯剑

侠的文章颇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从情感逻辑上将五

四时期的“媒介诉苦”这一动员机制与日后中共发

动的诉苦运动联系起来，而这是之前学者较少论及

的一个角度［9］。此外，长期专注中共党史研究的黄

道炫，也在其《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二八

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

等文章中涉及情感和女性议题［10］［11］。就在笔者撰写

这篇文章时，黄道炫、瞿骏、李志毓、袁松、赵妍杰五

位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的学者就中国历史研究的情

感面向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圆桌讨论，并提出了如何

将情感知识化、问题化以及在近代政党政治脉络中

情感动 员 扮 演 了 怎 样 的 角 色 等 颇 有 启 发 性 的 议

题［12］。单就妇女史而言，笔者以为，妇女史和情感史

既有深入互动的可能性，亦要面对彼此脱嵌的可能

性。就互动来说，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仍有太多的空

白地带可以填补，比如说除了悲愤和痛苦这两种情

感模式外，其他诸如羞耻、自怜、自豪等模式仍有待

研究，甚至研究对象也可不再局限于离家出走或参

与社会运动的新女性; 此外，情感在近代社会究竟依

托怎样的物质结构来具化、又生成何种的标准来衡

量，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就脱嵌来说，我们要警

惕一种将情感与女性自然挂钩或者只将情感与女性

关联的趋势。这种趋势，既有学者既定研究领域的

影响( 如妇女史学者主要以妇女为研究对象) ，也可

能是一种现代的男 /女、理性 /情感、公 /私等二元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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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在学者思维方式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当从

情感史的角度理解以上论及的新女性时，我们也应

看到，她们对情感的理解和实践并不是“女性”这一

群体所特有的，而是当时“青年”或“学生”等类别性

群体都有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讨论情

感史时，情感主体与情感模式之间的关联应是学者

们首先需要进行论证的问题。
以上只是笔者对近五年来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领域的粗浅勾勒。因是主题导向，因此很多文章无

法谈及，如宋少鹏对慰安妇的研究［13］ 以及秦方对

“七出”“三不去”的研究［14］都涉及历史记忆 /忘却机

制的生成和运作，侯杰、王凤撰写的关于民间年画的

研究、许徐对苏区“工农女性图”的分析以及曹昊哲

对北京《醒世画报》中的女性形象的探讨等图像视

觉方法的尝试⑦，郭燕平和万笑男对电影与社会主

义性别观念改造的研究［15］［16］。总体而言，从历史学

的角度来看，妇女史以“妇女”为统摄范畴，本身具

有跨领域和跨学科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因此目前该

领域呈现出极大的活力，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互动颇

见成效，且与文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对话也渐次

展开⑧。然而，妇女史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仍

有深入的可能性。一是对一些议题关注较少，如身

体、性欲、性相和性向; 二是和一些研究领域的对话

较少，如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或者思想史; 三是重

实证研究轻理论反思。
笔者以为，这三方面的不足，既是历史学学科内

部各领域划界之结果，也与妇女史学者对妇女 /性别

理论的浸入程度有关。就前者而言，作为知识生产

的核心单位，每个研究领域，其边界的确立背后都有

着一整套的学术前提、规范和概念体系为支撑。当

我们说要跨越边界，将妇女史与军事史这样的领域

相结合时，我们并不只是在做一种简单的添加工作

( 之前没有妇女，而现在加入妇女) ，恰恰相反，我们

要更深入地对这些研究领域的前提、规范和概念进

行反思，看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进行性别化的再书

写。而且，受现有学术体制规范化( 如论文发表、专
著出版、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等运作模式) 和学生培

养体制化的影响，研究者们的学术选题也呈现出条

块化倾向，一些领域如政治史、外交史等，自有其学

术脉络的关切点，因而看似不易生成妇女史研究的

成果。忆及最初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刚

刚出现时，其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对传统史学

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可以想象妇女史的任重

而道远。尽管一些领域已自内而外地进行反思和拓

展，如最近兴起的新政治史、新革命史，但是妇女史

的发展仍有赖于妇女史学者保持高度敏锐的理论自

觉和边界反思，既主动展开与其他领域或学科更为

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又要避免成为对方游戏规则的

被动参与者，而这一点又与学者们对妇女 /性别理论

的浸入程度有直接关系。

大致而言，在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妇

女 /性别理论的认知和应用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倾

向。就学术层面来说，在大多数实证性的文章中，学

者们虽然频繁使用“性别”“性别视域”或“社会性

别”等概念，但大都直接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未

过多从性别权力机制生成和运作的角度探讨“女

性”之构成，“女性”只是一个已然形成的研究客体

和研究前提。基于此，学者一是多注重女性与外在

的社会或政治环境之互动，而较少反观生命政治层

面的身体、性欲、性相和性向等议题，二是容易将性

别优先于其他分析框架，如阶层、地域、代际、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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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王凤:《从传统到近代: 民间年画与中国女性生活———以杨柳青年画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第 5
期; 许徐:《解放的革命性想象:“工农新女性”宣传画的发生学考察———以〈红色中华〉与〈妇女杂志〉的比较为中心》，

《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8 期; 曹昊哲:《晚清改良风潮下公共场所的女性形象建构———基于北京〈醒世画报〉的考察》，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如杭苏红:《无根之“群”: 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许广平及其经历的女师大学潮分化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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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解放的困厄与反思———以 20 世纪上半期知识女性的经验与表达为对象》，《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

第 4 期; 夏晓虹:《晚清戏曲中的“新女儿”———三篇传奇内外的人物》，《中华文史论丛》2020 年第 2 期; 黄湘金:《民初新

女性“自由结婚”的难局———舆论和文学中的周静娟案》，《文学评论》2017 年第 5 期。



等，因而将历史主体简化为性别主体。这种倾向反

映在学术共同体层面则呈现出一种性别出身论，尤

其是在妇女史刚刚兴起时，这一领域似乎成为女性

学者所专有的一方天地，男性学者不仅被女性学者

视为他者，其自身也对进入妇女史有一种抗拒感。
这种基于生理性别相通性的心态暗示着，似乎唯有

女性才能理解、书写女性的历史经验。然而，历史恰

恰是在时间维度上公平地与每个人———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拉开了距离，生理性别并不能被理所

当然地视为从事妇女史研究的天然阻碍或优势。而

这一点，在近年来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多

改变。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带着各自的问题意识和学

术训练进入妇女史领域，而非基于自身的生理性别。
最终，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妇女史学术共同体的形

成指日可待。
二、在地化: 妇女 /性别研究者的问题生成

“近代中国妇女史”作为一种知识生成，除了受

历史学学科内部的转向与拓展影响外，亦有妇女 /性
别研究理论的极大推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杜芳琴、李小江等向来关注妇女研究的前辈学者联

合在国外( 主要是美国) 工作和求学的中国学者，开

始以译介的方式陆续引进各种妇女 /性别理论，其中

最为核心的大约是有关 gender 的理论。这些努力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从添加妇女入史转向妇女 / ( 社会 ) 性别史［17］。其

中，杜芳琴教授借用琼·W·斯科特( Joan W． Scott) 的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融合中国历史，提出“华夏社会性

别制度”，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史学和理论尝试［18］。
但是，一种理论的传播和接受，并非只是一种翻

译式的“拿来主义”。恰恰相反，国内妇女学研究者

从一开始便对妇女 /性别理论的传入表现出高度的

反思性和批判性，这种精神跨越了几代学者，并延续

至今。例如，在早期译介阶段，学者们一直争论是将

gender 翻译成“社会性别”以强调性别之社会建构

性，还是翻译成“性别”，这样既包括生理性差异亦

能涵盖社会性差异。这一争论反映出刚刚走出革命

时代、深受男女平等观念影响的学者重新思考女性

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定位，尤其是随着此时国内改革

开放的推进，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与妇女有关

的现象，如妇女下岗 /就业、妇女回家、农村留守女

性、农村女性进城务工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亦迫使学

者重新思考“性别”议题⑨。可以说，妇女 /性别理论

在当时国内接受度如此之高，这一现象本身即反映

了当时学界在走出革命时代后对妇女、社会、国家和

世界的一种新的关切和反思。

但是，理论并非立场中立、价值中立的论断，而

学者们对贴附在妇女 /性别理论上的特定价值取向

和政治立场，亦呈现出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认知和

批判过程。其中，宋少鹏发表于 2018 年的《立足问

题，无关中西: 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

对中国“妇女 /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一文充分

阐释了这一过程［19］。如果说早期国内学者主要是了

解、进入、接受妇女 /性别理论，并身处其中地争论其

本土化和学科化的可能，那么宋少鹏的文章则代表

着中生代学者对过去二十年中国妇女 /性别研究的

问题化思考。这一代学者既身处其中，受益于前辈

学者的开创性尝试，同时又一脚跨出该领域之界限，

由外而内地将之前学者的问题意识、理论焦虑和社

会关切进行历史化的分析，反观这样一个理论谱系

和学科建构是如何在国内具体的政治、社会、思想和

学术环境中生成的，其创见为何，其局限为何，这既

是一种内在的主体性反思，亦是一种外在的客体性

的研究。不仅如此，宋少鹏等学者还要在此基础上

继续追问，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立足问题、无关中

西”的思考和实践路径，并将之应用在一个更大的范

围中。宋少鹏尤其提出“历史内在视域”这一方法

论，强调“努力跳出中 /西、古 /今 ( 传统 /现代 ) 、理

论 /实践的二元性的话语框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探析更为复杂的“变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变”。

所谓“历史的内在视域”，就是要超越某些先验的外

部标准 ( 包括理论先行的研究进路 ) ，努力进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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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有关 gender 概念进入中国的历程以及围绕其在地化的各种思考和争论，目前成为中国妇女 /性别研究界的热点，学者们

从各个学科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反思。见闵冬潮:《Gender( 社会性别) 在中国的旅行片段》，《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5 期。



史，贴近历史。立足问题，立足在时在地，在历史脉

络中理解行动者，理解行动者的焦虑、行动者的关

切; 理解行动者所处的立体的历史条件，各种可用的

在地资源，包括政治资源( 比如政权性质、国家政策

等) 、物质资源( 比如所处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条件、
劳动力状况等) 、文化思想资源( 比如既存的传统文

化资源、官方价值导向、同期存在的各种外来新思潮

等) 、社会网络资源，等等; 同时把行动者理解成有情

感、有德性、有精神世界，当然也是有物质需求、功利

计算的俗世世界中的具体主体，以求撑开历史，避免

把历史扁平化与线性化。所以，从“历史的内在视域

出发”是从历史行动者出发、从在地的问题出发，而

不是从“理论”出发、从某种“假定”出发［19］。

要而言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妇女 /性别理论进

入中国，该领域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 学者们越来

越关切在地问题和本土立场，即中国学者能否在本

土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形成自足自洽的阐释妇女历史

和现实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以及在更大层面上，中国

能否在当下世界格局中形成自足、自信之文化和政

治定位，并将自身的有效经验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
由是，对妇女 /性别议题的研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具

体的、关于女性的议题，但其实它超越知识和学术本

身，勾连着一个更大的现实政治和文化图景。这一

趋势对中国妇女史领域影响深刻，最为直接和明显

的表现便是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关

注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一直以来都是近代中

国妇女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它融合了历史、妇女和政

治等不同维度。近五年来，这一领域更是成为妇

女 /性别研究的热点之一。笔者认为，该领域学者们

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形成

适合中国具体情境的妇女动员模式和妇女解放道

路。如董丽敏通过文学文本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以结构化的视野”，探

讨了延安时期如何形成有效的妇女解放路径。作者

指出，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一开始采取“妇女主义”
或“家庭和睦”两种策略，但它们均无法应对当时农

村及妇女群体的复杂现实，最后经过不断摸索，中共

提出既斗争又联合的“家庭统一战线”这一特定模

式，突破个体本位的局限性，最终将阶级和性别有效

地结合起来［20］。这种强调由本土经验衍生出的中国

革命特有的妇女解放模式的立场，在其 2017 年的

《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的构建———以延

安时期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

再次得到论证。在文中，作者仍然是以文史结合之

方式，分析在延安时期中共如何对传统的“男耕女

织”的性别 /劳动分工进行重新激活，将之纳入社会

生产的格局中，并形成以集体合作模式为核心的经

济—社会一体化的劳动共同体，从而探索一种“新社

会”建构的可能性［21］。与之立场相似的，则是徐明

强、宋少鹏二人撰写的关于建国初期北京地区街道

托幼机构的文章。该文将视线转向 20 世纪 50 年代

的城市，以街道托幼机构这种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

为切入点，强调集体福利和集体主义互助精神在国

家政权中的重要性，从而反思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国

家 /个人二分对立［22］。无独有偶，贺桂梅则以 20 世

纪 40 年代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婚姻家庭叙事模式为

切入点，历史性地思考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关系。
通过将文学文本历史化，作者强调妇女解放与中国

革命的阶级、民族解放的诉求有内在一致性，由此挑

战了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自己的立场: 反对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解

释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而是要反过来总结中国妇女

解放之经验，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解放提供借

鉴［23］。可以说，这几位学者所关切的问题有二: 一是

指出西方理论( 尤其是一些二元理论结构) 与中国革

命和妇女解放现实之不洽; 二是回应此前研究中国革

命和妇女解放的西方学者曾提出的论断。这几位国

内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

未完成、延迟甚或是失败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通过

摸索和探讨、能够形成有效的、切合实际的妇女动员

和解放的模式( 尽管也存在很多的挑战) ，这一模式反

过来亦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极大发展。
自然，近五年有关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

研究还有其他成果，但因为笔者并非要穷尽列举，因

此在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地进行一些分析。在此基础

之上，笔者以为，这一领域还可加强对一些核心概念

的界定和反思，比如“主体性”。尽管从事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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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妇女解放运动的学者们涵盖的地域、时期或议题

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往往强调身处其中的女性

借助主体性获得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权力

磋商的可能力量，不管这一过程多么复杂，最终必会

导致一种新的社会主义 ( 性别) 身份的获得。这一

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国

家建设的认知以及女性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似乎又建构了一种国家 /女性二元论，对性别

的认知又回归到本质主义层面，好像只要是女性，无

论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如何，都会天然地

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在与政党和国家的磋商中获得

话语权( 如果不是“胜利”的话) 。事实上，不仅是在

中共妇女解放运动这一研究领域，在更大的中国妇

女史研究中，“主体性”这一概念也频繁出现，成为

一些学者的反思终点，似乎到这里，女性的意义便可

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但是，正如宋少鹏所言，主体

是在历史具体情境中生成的，而不是一种内在于人

的本质属性，可以超越结构而存在。就此，宋少鹏更

进一步以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历程的重要

历史人物申纪兰为主要研究对象，颇有说服力地向

读者展示如何在“劳动”和“性别”两条交错的主线

中形成一种更具有历史性的劳动妇女主体身份［24］。
宋少鹏提醒我们，如果以一种过于轻易的态度使用主

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体性，那么有可能会导致重主体、
轻结构、轻情境的结果，看不到主体如何依托具体的

历史制度运作而形成，也看不到制度运作其自身所依

托的具体的物质及意识形态基础，其结果是只会形成

一个悬浮于历史之上和结构之外的主体。循此思路，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将来对“主体性”概念的思考

及学术实践，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三、结语: 对研究前提的反思

本文将近五年来大陆地区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

究视为一种知识生成，因此，在对其进行述评时，本

文不仅论述各文章之观点，亦关注其研究者是在怎

样的情境中产生了这些关于“妇女”的体制性知识。
一方面，从事( 近代) 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者们以“妇

女”为统摄概念，借助会议、期刊、数据库、丛书等途

径和资源，跨越史学内部不同领域，甚至推动史学与

其他学科之联合，从而促成了妇女史研究这一学术

共同体在近几年的极大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学科、
知识体系和代际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们即使都在

关注“妇女”，但却因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而

使得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丰富的面向。这些问题意识

和思维方式并非只是个体层面的学术探索，恰恰相

反，它们更多是时代趋势之折射———政治的、经济

的、社会的、思想的，等等。在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这一领域中，“妇女”成为一个切入点，使我们看到学

者们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如何在自我、社会、国家

和世界等多种维度相互纠葛的时代环境中生成，并以

学术的方式产出各类关于“妇女”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学者们可以更进一步反

思自己的知识构成中那些不言自明的前提和立场，

并以个体来审思时代。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

从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学者的身份: 作为一个学科

实践者( 主要是历史) 、作为一个具有性别自觉的现

代人以及作为一个接续“解放”观念的现代人瑏瑠。
就第一层身份而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反思“近

代”的时间边界。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学者试图

打通传统的以重大事件 ( 尤其是政治性事件) 为节

点的历史分期，重新以“妇女”为中心书写妇女史。
如姚霏与马培的《街头的性别与国族: 上海三八国际

妇女节游行研 究 ( 1936 － 1951 ) 》便 因 不 再 局 限 于

1949 年这一重要节点而更能呈现出妇女节游行的

延续性和变化性［25］。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打通古代

和近代的割裂。其实，很多研究古代妇女史的学者

已用各自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女性的丰富面

向，甚至像陈高华、童芍素等学者亦耗尽心力编纂了

自先秦至民国的《中国妇女通史》［26］。但是，在从事

近代妇女史研究时，我们非但很少试图打“通”近代

与之前的节点，努力吸收前人学者对古代妇女的研

究成果，反而容易站在“现代”这个当下，将此前女

性的经验简化为一套背景意义上的知识甚或是内容

空洞、高度符号化的常识( 比如说有关传统中国女性

地位的刻板认知) ，用以反衬近代以来妇女生活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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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其实后两个层面均与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思维有直接关系。在此，出于行文需要，特意分成两个部分进行论述。



念变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此而言，唯有以历史

化的方法重新将“妇女”纳入具体的时空中，我们才

能形成以妇女史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和历史书写。
就第二层身份来说，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研究

者，其实是现代性别思维模式之承载者。这一模式

以男女两性同类差异为核心，将性别视作一个界定

自我身份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尺。因此，研究者们

在获得“研究者”身份之前，便已承载着男性或女性

这样看似早已自然化的现代身份( 对这一身份的认

同有时甚至比“研究者”这一源自智识和职业的身

份认同更为自然) 。很多学者坦言，他们之所以对妇

女史感兴趣，实源于对自身性别经验的一些困惑。
学者们书写着历史中的男男女女，同时也困惑于自

己身为女性或男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挣扎和纠

结，甚至有些挣扎和纠结与一个世纪前有高度相似

之处，比如说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的摆荡。其结

果是，妇女史研究者容易将性别优先于诸如阶级、地
域、家庭、代际、族群等其他分析框架，从而将研究主

体窄化为性别主体。就此，一些学者已进行一些尝

试，如自西方引入诸如“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 理

论，强调性别和其他分析框架的融合，并探讨其在中

国情境的适用性［27］［28］。具体到历史领域来说，学者

们亦可将交叉之精神带入研究，将性别主体扩容或

曰恢复为一个更具情境感的历史主体瑏瑡。但同时，

学者们也要舍得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将“性别”放

下，而不是只要看到女性，就用性别将自己或将她们

武装起来。正像贺萧( Gail Hershatter) 所言，我们既

要关注那些“性别”对历史发生作用的时刻，也要关

注“性别”从历史中隐退的时刻［29］。唯有如此，我们

才能将近代中国妇女从“性别”中解放出来，也将研

究者从选择研究对象的“性别偏好”中解放出来。
“解放”一词引向研究者的第三层身份，需要我

们反思以“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性别叙事方式和思

维模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学术立场。尽管已有很多

学者———尤其是从事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研究

的学者对“解放”意涵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呈现

出其复杂面向瑏瑢，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反思少见于近

代其他时段的妇女史研究中，更常见的是研究者们

将“解放”与妇女现代性发展紧密勾连在一起。以

笔者较为熟悉的晚清女子教育领域为例，尽管学者

们已在纵深层面极大地推动了对这一议题的研究，

但是总体而言，他们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一种趋同倾

向，即女性接受学校教育，是一种社会进步、女性解

放的必然结果，由此，中间所出现的各种挫折，从性

质上来说是保守的，从时间上来说是暂时的，它们永

远不会也不可能阻碍女学向前迈进的光明前途，女

学由此被视为近代妇女解放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

就。这种成就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持有一种后见

之明的现代观念来定性近代女子教育，它遮蔽甚至

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阐释。再如，一些学者将女性

走出家门、在社会中自由行走之实践视为妇女解放

的标志。事实上，不仅是在近代中国，在其他很多国

家和地区，时人都展现出对女性自家内空间向公共

空间游走的推崇和赞誉。但是，为何女性走出家门

就意味着解放? 为何女性游移性增强就意味着解

放? 这是否与时人对现代性那种否定过去、追求进

步的启蒙想象有关? 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

一些观念、制度或实践似乎非常自然地被视为解放

的标准，而另外一些则不被纳入其中或者成为解放

所批判的对象，这背后是否反映出我们对现代性这

一概念的标签性界定。如果要进一步推动对近代中

国妇女史的研究，那么，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自身思

维中的现代性指向，将近代女性从现代性的“解放”

中解放出来，历史性地思考，对当时的女性而言，究

竟是哪些因素在形塑她们的身份和经验，为什么是

这些因素而非那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与一个

更大的时代相关联。

不能否认的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历史延续的产

物，而现实亦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因此，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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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学者衣若兰将 intersectionality 翻译为“交织”，并尝试将之带入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尤其是明清时期。
见衣若兰:《论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多元交织》，《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但是，目前在大陆学界近代中国

妇女史研究领域中还未有类似之论述。
如前引诸篇对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的论文，或多或少均涉及对妇女“解放”议题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是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

的研究前提，而把学术当作一种纯粹的知识，那么，这

反而遮蔽了近代中国妇女史发展更多的可能性和丰

富性。只有当我们将自身的学术前提问题化时，将自

身的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置于更大的历史和现实框

架中重新进行思考时，我们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

发展。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有志于近代中国妇女史

研究的学人可以更进一步思考甚至实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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