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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

郑 永 福 , 吕 美 颐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 郑州 450001)

　　摘 　要 : 中国的“女国民 ”观念提出于 20世纪初 ,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国民之母 ”的延伸 ,反映了人们国

家意识和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民国成立后 ,人们的“国民 ”意识进一步加强。五四时期 ,全民性的思想启蒙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 女子作为“国民 ”,也是具有个体尊严与独立人格的“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国

民与新女性的形象出现了整合趋势 ,“新女性 ”成为流行更为广泛的语汇。由于在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

中 ,中华民国始终未能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国家 ,因此民众的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 ,尤其是女国民观念也未能

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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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 ,显示女性社会身份的语汇很

多 ,例如 ,贤妻良母、女国民、新妇女、新女性、女同

志、女战士等。女性这种多元化身份 ,反映了不同时

期和不同范畴社会对女性角色、地位、身份的认定。

贤妻良母、新妇女、新女性基本是社会生活领域对女

性的界定 ,女国民、女同志、女战士则为政治领域使

用的语汇和概念。其中“女国民 ”又是一个法律概

念 ,在这些纷繁的称谓中 ,最能体现女性与国家的密

切关系。在现代社会中 ,“国民 ”指的是具有某国国

籍的人。而一般国家更常用“公民 ”表示本国人的

法律地位 ,特指取得某国国籍 ,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与国民都是有着特

定涵义的近代词汇 ,二者既有区别之处 ,又有相通之

处。但在近代中国二者往往通用 ,而且“公民 ”一词

用得不多 ,“国民 ”一词则运用十分广泛。

一、清末民初 :“女国民 ”观念的提出

中国古代 ,只有反映等级社会上下尊卑关系与

地位的“臣民 ”、“子民 ”、“庶民 ”、“黎民 ”等称呼 ,无

所谓“国民”。与国相关的只有“国家 ”、“国君 ”的

提法。梁启超曾说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 ,数千年

来通行之语 ,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 ,未闻有以国民

二字并称者。”[ 1 ] ( P116)康有为是最早使用近代意

义上的“国民 ”一词的人 ,也曾使用“公民 ”一词 ,写

有著名的《公民自治篇 》,但与近代多数思想家一

样 ,他更多的还是使用“国民 ”这个字眼。他们开始

把“民 ”看成了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独立的人。

女国民观念的提出在 20世纪初 ,正值清朝末

年 ,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由“国民之母 ”延伸出来

的。它的出现有两个前提 ,一是国家意识的觉醒 ,二

是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戊戌时期开始 ,一个

明确的、不同于古代的近代国家概念已经形成。晚

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 ,

但是在结束专制统治、建立现代国家这点上 ,还是一

致的。当时 ,各种报刊杂志讨论很踊跃 ,《国闻报 》

刊载的《论保国会 》、《书保国会题名记后 》等文 ,明

确指出国与君与民的关系 ,称 :“呜呼 ! 苟无民何有

国 ,苟无国何有君 ,国者君与民之公称 ,而非一家一

姓之私产也。”[ 2 ]表示了国民与国君对于国家是同

样不可或缺的要件 ,以往三而合一的国家、君主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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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被区别开来。进入 20世纪 ,随着新知识阶层的出

现和西方政治学说的输入与传播 ,人们的国家意识

更加明确和系统 ,国家至上意识有了进一步传播 ,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 》,强调 :“国家

思想者何 ?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二曰对于朝

廷而知有国家 ,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 ,四曰对于

世界而知有国家。”要人们理解 ,个人属于一个更重

要的大团体 ———国家 ,“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 ,更

有大而要者存 ”[ 1 ] ( P218)。与国家意识同时出现的

是人们的公民意识 ,即国民意识。何为国民 ? 当时

的研究者各有侧重之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梁启

超所说 :“国民者 ,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

民而成 ,舍民之外 ,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 ,治一国

之事 ,定一国之法 ,谋一国之利 ,捍一国之患 ,其民不

可得而侮 , 其国不可得而亡 , 是之谓国民。”[ 1 ]

( P116)可以看出 ,这一提法更加注重国家与个人之

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清末 ,“国民 ”已开始成为先

进人士心仪向往的新的社会角色。与此同时 ,在戊

戌妇女解放思潮的启蒙和 20世纪初民主思潮的激

荡下 ,一些开明人士 (包括先进的女性 ) ,不仅主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匹妇亦有责焉 ”,也强调女子

的天赋之权。具有一定义务与权利的“国民之母 ”

与“女国民”继“国民 ”观念出现后 ,也在社会的殷切

呼唤中先后登场 ,成了当时最富时代特色的女性社

会形象。

最早提出“国民之母 ”称谓的是金天翮 ,他在

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 》一书中提出 :“国于天地必

有与立 ,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 ,国民之母

也。”[ 3 ] ( P4)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女子世界 》亦有

文章提出 :“国民者 ,国家之分子 ,女子者 ,国民之公

母也。”[ 4 ]“国民之母 ”的提出 ,基于人们对“欲铸造

国民 ,必先铸造国民母始 ”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 ,

“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 ,则国将不国 ”[ 5 ] ,欲铸造

出新时代国民的强体魄、高素质 ,必先铸造强体魄、

高素质的国民之母 ,所谓“欲造国 ,先造家 ;欲生国

民 ,先生女子 ”[ 6 ]。更有甚者 ,有人表示“女人以生

产国民、教育国民为独一无二之义务 ”[ 7 ] ,这是当时

人们在探讨救亡图存时 ,很自然得出的结论。在人

们眼中 ,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已具有相应义务和权利 ,

但显然侧重于义务。一些主张女权的激进人士在国

民之母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女国民 ”的主张。

1905年《女子世界 》一篇论述女子体育重要性的文

章指出 ,加强体育“不特养成今日有数之女国民 ,且

以养成将来无数之男国民 ”[ 8 ]。虽然意寓仍在国民

之母的重要 ,但推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概念“女国

民 ”。《东方杂志 》有文章则直接指出 ,“国民二字 ,

非旦男子负担起资格 ,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 ”,并认

为 , 女国民所表示的是“男女有平等的权力 ”[ 9 ]。

社会上随之出现了“女国民 ”教育思潮 ,一些女学堂

把向女学生灌输国民意识列为教育内容。1906年 ,

上海群学社发行的《最新女子教科书 》中提出“女子

同为女国民 ”,“必先自爱其群 ,始勉尽己力牺牲私

利 ,维持公利 ”[ 10 ] ( P148)。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

《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 》,要求以“公民科 ”取代“修

身科 ”,女学生的国民教育亦包含在其中。

如果说 ,戊戌维新时期人们对女性的要求有重

义务轻权利的倾向 ,那么到了辛亥革命前后 ,先进的

知识分子 ,包括女性 ,则更加重视女国民的权利。

1903年 ,金天翮的《女界钟 》出版 ,成为中国女权思

想史上的一道丰碑。书中着力宣传了女子应恢复的

六种权利 :入学之权利 ,交友之权利 ,工农业之权利 ,

掌握财产之权利 ,出入自由之权利 ,婚姻自主之权

利。此外 ,又特别提出了女性参政权 ,这是他最为看

重的问题。他认为 ,即使目前尚不具备条件 ,也要为

将来女子参政做准备。作者驳斥了所谓女子与小儿

同权、男治外女治内、女子无参政之才能等谬论 ,大

胆提出 :“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 ,吾尤愿异日中国

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

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

格 ,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 3 ] ( P64—65)在他心目

中 ,女性甚至可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利 ,他为人们描

绘了理想社会中女国民在提高参政权方面光辉灿烂

的前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人们认为 ,全体人民

已自然取得了国民资格 ,一些激进人士将注意力转

向了如何实现女国民权利的方面。为此 ,原同盟会

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发起了激烈的女子

参政运动 ,但终以失败告终。这件事说明了 ,女国民

的声名与实实在在的权利还有很大距离。

清末民初 ,社会上还盛行着另一种社会思潮 ,即

贤妻良母主义 ,这是维新派在戊戌时期首倡的。梁

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 》一文中首次对女性提出了

“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 远可善种 ”[ 1 ]

( P51)的新要求 ,相夫教子和宜家善种成了良妻与贤

母的新标准 , 反映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

对女性的新需要。这种新诠释 ,与传统的以“三从

四德 ”为标准的“良妻 ”、“贤母 ”明显不同 ,一是要求

女性从为一个家庭而生存 ,变为为社会承担一定义

务 ,为善种强国做贡献 ; 二是要求女性不能惟酒食

是议 ,要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既对家庭有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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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社会有义务感。20世纪初 ,当“贤妻良母 ”这一

完整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时 ,很快与维新派的提法

一拍即合 , 成为当时进步人士公认的女性新形象。

传统的良母、贤妻的标准和内涵 ,随着中国跨入近代

门槛 ,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仍旧存在局限性 ,

表现于没有跳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范式 , 把女性

的角色仍然划定在“相夫教子 ”的狭小圈子里 , 潜在

意识中仍然有男尊女卑的影子。与女国民的角色相

比 ,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转换是初

步和渐进的 ,显示出改良的特点 ,在当时的女性中适

用的层面与群体较为广泛 ,社会公认度比较高。而

女国民作为观念形态 ,表示的是女性在国家中的地

位、与地位对应的权利与义务 ,以及享有权利与义务

时应具备的素质。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是政治范

畴的东西 ,人们接受相对困难 ,社会公认度受到影

响。因此 ,清末民初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流传比女国

民观念流传的范围更广 ,接受新贤妻良母主义的人

(包括妇女 )比接受女国民观念的人明显要多。

(二 )五四时期 ———对女国民

“独立人格 ”的追求

　　中华民国成立后 ,人们的“国民 ”意识进一步加

强。五四时期 ,全民性的思想启蒙取得的成果之一 ,

即是承认不分贵贱男女 , “国民 ”均有个体尊严与独

立人格 ,女子是民国之“国民 ”,是“完完全全的人 ”

[ 11 ]。1917年《新青年 》刊登的《女子问题之大解

决 》一文 ,明确指出 :“女子者 ,国民之一 ,国家所有

非家族所私有 ,非男子所私有 ,具完全人格者也。故

所受教育方针 ,当为女子自身计 ,当为国家前途计 ,

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使也。良妻贤母之说 ,盛唱于

日本 , ⋯⋯依其教育方针 ,达其极峰 ,不过造成一多

知识之顺婢良仆 ,供男子之驱策耳。”[ 12 ]作者表达

了这样的理念 :女子作为国民 ,首先是具有完全人格

的人 ,而不应是供男子驱使的贤妻良母。这是从广

义的人性出发对女国民所作的解读。

五四运动前后 ,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 ,思想

界、舆论界对女性解放问题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关注 ,

女国民观念的发展 ,主要表现于对女国民人格独立

的追求。因为一个独立的人 ,是实现人权和女权的

前提 ,是获取国民资格的前提。早期新文化运动中 ,

人们已开始着眼于女子的人格和独立问题。后来者

在总结五四的时代特征时指出 ,那是一种“人的发

现 ”,也包括了女性的发现。“就是‘人的发现 ’推广

应用于妇女身上 ,发现了‘妇女也是人 ’,妇女发现

了‘我也是人 ’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13 ] ( P4—5)

他们认为 ,人格问题远远超过其他一个个的具体问

题 ,是谈论妇女问题的前提。由此出发 ,新文化运动

对流传了千百年的要求女子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观

念第一次大胆进行了否定。叶绍钧指出 :“人格完

全的人 ,他总不把‘做某人的某人 ’算究竟 ,他总要

做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女子被人把‘母 ’、

‘妻 ’两字笼罩住 ,就轻轻地把人格取消了。”[ 14 ]胡

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时也指出 ,女子也应该

是“堂堂的一个人 ,有许多该尽的责任 ,有许多可做

的事业 ,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 ,才算尽我天

职 ,算做我的事业呢 ”。他说“这种‘超于良妻贤母

的人生观 ’,换言之 ,便是‘自立 ’的观念 ”[ 15 ]。这

种有独立人格和自立精神的女国民形象已超越新贤

妻良母的角色定位 ,体现了人们对女性由家庭向社

会回归的期望。1918年《新青年 》杂志登载易卜生

专号 ,其中《傀儡之家 》(今译《玩偶之家 》)的介绍 ,

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社会反响。

一时间 ,“不当玩偶 ”、“争取独立人格 ”成了进步女

青年时髦的语言与普遍的追求。

五四时期是一个追求普遍人权的时代 ,通过呼

吁自由、平等、人权 ,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根本否

定。人们对女性作为国民应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渴

望 ,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表达 ,女国民的角色形象 ,

变得有血有肉、具体而且生动起来。而对妇女权利

的要求 ,也显示出了那个时代独具的特色。

第一 ,对于女权的追求 ,表现了多层次、多角度

的特点。五四时期 ,关于女性作为女国民应享有的

权利问题 ,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了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最集中的依然是

男女教育平等权问题、经济独立与与职业平等问题、

婚姻自主权问题 ,及女子参政、社交自由等问题。此

外 ,还涉及到伦理、道德、贞操及身心健康、“装饰 ”

等问题。今天看起来 ,这些关系女性自身素质的问

题 ,恰恰隐含了个体自由等深层的东西。而废娼、解

放奴婢 ,乃至人口生育、儿童公育等问题 ,涉及的本

质仍是女性生存权问题。

第二 ,五四青年们不仅“坐而论 ”,而且“起而

行 ”,以激烈的反传统方式争取女性作为国民的权

利 ,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为了取得教育平等

权 ,邓春兰直接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 ,呼吁大学开放

女禁 ;为了实现婚姻自主 ,赵五贞等不惜以死相争 ,

一些女青年则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方式 ;为了改变男

女授受不亲的观念 ,天津男女青年建立了男女对等

组成的觉悟社 ;为了寻求经济独立 ,一些女青年开展

了工读互助团的实验 ,试办了女子银行、平民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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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这时许多妇女的确也昂首

挺胸的走出自己的天地 ,大学开放女禁了 ,自由恋爱

风气开始流行 ,女子也从事工商实业 ,女议员也能在

议坛上慷慨陈词了 ;政府机构涌入女性职员 ,旷古未

有的大队女兵出现了 ;这些当然不够 ,但这是妇女争

取来的 ,也是过去未尝有的。”[ 16 ] ( P251—252)

第三 ,对于国民 —国家、妇女—国家、女国民 —

权利之间的关系 ,有了新的认识。五四时期的知识

分子 ,是从多种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问题的 ,妇女与

国家的关系是考察妇女问题的出发点之一。一篇论

述妇女选举权的文章提出 :“我希望我女同胞同心

合意一齐起来废去这不平等的制度 ,和得到我们希

望的选举权。我们若是一天不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

们就一天不可以算是民国真国民了。即是这样 ,那

就民国也不能算一个有名有实的民国了 ”[ 17 ]。人

们期盼着新生的民国能够给予女性以国民应得之权

利 ,包括政治权利。

五四前后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 ,新文化

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北伐战争交相呼应 ,勾画出思

想启蒙、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变

化轨迹。新文化运动时期 ,妇女解放作为一种社会

运动 ,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础 ,以个性解放、个

人自由与人格独立为目标的。但是 ,北洋军阀把持

的所谓民国 ,只剩下了民主的外壳 ,内里则是不折不

扣的封建军事独裁 ,因此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此

后国共两党联合的北伐战争。随着民国的蜕变 ,越

来越多的人从热切希望转而为失望 ,有些则走上了

反抗斗争的道路 , 国民以及女国民的观念逐渐出现

了淡化趋势。

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 :

“女国民 ”与“新女性 ”的整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国民观念继续呈现了淡

化趋势 ,社会上对女性最时髦和流行更广的称谓是

“新妇女 ”、“新女性 ”。“新妇女 ”一说 ,首见于胡适

1918年发表的《美国的妇人 》一文 ,他介绍说 ,在美

国“‘新妇女 ’是一个新名词 ,所指的是一种新派妇

女 ,言论非常激烈 ,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教 ,

不依礼法 ,却又思想极高 ,道德极高 ”[ 15 ]。“新女

性 ”一说出现略晚 ,女作家陈学昭 1923 年在上海

《时报 》上发表了处女作《我所理想的新女性 》, 1926

年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在北京创办了《新女性 》杂

志 ,主要作者有周作人、鲁迅、叶圣陶等。“新女性 ”

的提法作为对女性群体的新界定 , 逐渐流行起来。

在当时 ,新女性特指具有新的社会风貌的女性人群 ,

特点是 :有思想、有追求 ,具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 而

且在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衣食住行很具时尚 ,与传统

家庭主妇有着明显的角色差异。她们是社会进步中

女性逐渐获得部分权利的受益者 ,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女性自尊、自立的精神 ,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值得

注意的是 ,人们对“新女性 ”并无十分确定的标准 ,

对其内涵有着很不同的理解。新女性衍化出了各种

类型 ,一些所谓的都市摩登女郎和走出家庭在社会

逍遥浪漫的女子往往也自诩为“新女性 ”。二三十

年代出版的很多杂志 , 曾对新女性的生活状况以及

进入社会角色后遇到的各种新问题进行过大量介

绍。文学和艺术作品中 , 更不乏“新女性 ”的形象。

1920年代以后 ,“新女性 ”与“新妇女 ”成为一种颇

具时代特点的女性代名词。

这一时期 ,用新女性来概括和区别于传统女性

成了流行的做法 ,在各种场合 ,新女性一词出现的频

率已高于女国民。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戊戌以来的

妇女解放、思想启蒙等社会运动 ,在推动社会进步方

面此时已开始结出硕果。1928年国民政府的建立 ,

亦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提供了一定的社会

制度基础。部分有利于女性权利发展的法律条文、

制度规定相继出台 ,使得男女教育平等、女子职业、

女子参政等有了一定进展。一批受惠于这些变化的

知识女性 ,特别是职业女性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社

会舞台 ,被人们冠以“新妇女 ”或“新女性 ”。另一方

面 ,也与一些社会人士对于妇女地位变化的估计过

于乐观有关。当时有一种舆论倾向认为 ,“妇女的

禁锢已经解除了 ”,“男女差不多占了同等的地位 ”。

一篇题为《中国妇女地位的现阶段 》的文章这样描

述道 :“一九一一年的君主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 ,引

进了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民国五六年间胡适、陈独

秀等所领导的维新运动 ,排斥了旧礼教的妇女守节

等不症的恶规。‘五四 ’学生运动 ,男女学生一齐参

加 ,是年秋季北大首先允许女生入学 ,开男女合校的

先志。民国十五年革命军开始北伐 ,学生参加政治

活动者为数愈多 ,其中女学生也做着党的工作 ,看

护 ,甚至从军。南京政府成立之后 ,女党员在党干部

内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民国十六年以后 ,差不多所

有政府机关里都有了女公务人员。子女平等的承受

继承权的法律也公布了 ,蓄妾制也逐渐的革除。”文

章认为 :“体育的注重 ,经济的独立 ,法律政治上的

平等 ,新道德观念 ,都是使中国妇女完全改革的主要

变迁。”文章的结论是 :“在前认为男子是社会的唯

一栋梁 ,妇女不过是男子的附属品而已。但现在男

女的关系逐渐平衡了 ,男女差不多占了同等的地

位。”[ 18 ]这种舆论 ,向人们呈现的是获得了种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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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女性新形象 ,新女性一词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

了。

事实上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国民的提法逐

渐被新女性所取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细心观察可

以看出 ,人们对女国民的关注点转向了女国民应该

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一问题。而对女性的素质要求

又转化成了新女性的必备条件。女国民与新女性的

形象并不矛盾 ,两者出现了新的整合 ,同时扩展了内

涵。

教育家曹孚 1930年在《国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

篇《新妇女论 》,他认为 :“中国妇女的责任真是非常

的重大 :她们第一步要拿出力量来 ,打破被压制被蹂

躏的状态 ,取得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 ;然后才能进

一步尽国民应尽的 ,对于民族国家的义务 ,对于社会

的责任 ;最后才能担负起对于世界文明 ,人类历史所

负的重大使命。”他明确指出了 ,新妇女应该是能够

担负起对国家、社会 ,乃至世界文明、人类历史负有

责任和义务的国民 ,新妇女与女国民被统一了起来。

至于怎么才能做一个具有相应素质的女国民呢 ? 文

章认为 :“中国妇女的责任既然重大 ,则中国妇女所

需要的本身的努力自亦与之成正比。⋯⋯要名副其

实地得到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 ,中国妇女本身 ,似

乎还需要觉悟 ,需要努力 ,需要能力的充实 ;因为权

利之为物 ,只有自身夺取的 ,不是他人让与的。关于

这方面 ,中国的妇女还不曾给我们满意的成绩表现。

很多的妇女 ,对于虚华的追求 ,往往掩住了本身能力

的充实。⋯⋯假使女同胞们置于本身 ,对于国家民

族 ,对于世界人类的这三重责任于不闻不问 ,而将全

部的注意与生命 ,集中耗费在衣饰的炫耀 ,美容的讲

求上 ,这是无论如何 ,不能被宽恕与容忍的 ”[ 19 ]。

显然 ,这里不仅有对女国民的要求 ,也隐喻着对被称

为所谓新女性的“时髦女郎 ”的批评。另一篇署名

文章也对妇女素质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 :其一 ,不慕

虚荣 ;其二 ,去掉依赖性 ;其三 ,“有生活力 ”;其四 ,

能耐劳苦。概括来说 ,二三十年代 ,关于女国民教育

的问题 ,除了与男性公民一样普遍性的问题外 ,人们

着重提出以下一些特别注意的问题 : ( 1)要去掉奴

隶主义 ,养成独立的人格 ,积极参与社会 ,维护自己

应有的权利 ,尽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 2 )

要去掉依赖性 ,力争有一技之长 ,实现经济独立。

(3)积极工作 ,随遇而安 ,不慕虚荣。 ( 4)注意身心

健康。 (5)穿着打扮适度。

至于女国民教育的开展 ,一些人提出 ,除了社会

与学校负有责任之外 ,政府亦负有责任 ,应有所作

为。针对 1930年代出现的新贤良主义和要求女性

回家的声浪 ,不少人表示 ,已经走出家门的妇女 ,不

应再走回头路 ,“政府应该领导组织她们 ,使她们去

担负教育二万万妇女民众的事情。把百分之九十八

的在家庭的妇女喊出来 ,组织她们 ,训练她们 ,使她

们知道爱她们的国家 ,使她们有公民的常识与技能。

若是全体中国妇女 ,都受了公民教育 ,明了她们职责

的所在 ,那么无论她们在哪里 ,她们却 (都 )能忠实

勤恳地尽她们国民的责任 ”[ 20 ]。这说明 ,人们对于

女性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理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国民与新女性的角色经

过整合 ,已成为集权利、义务、素质为一体的复合概

念 ,人们在使用女国民和新女性时 ,对两者内涵的认

识 ,虽不能划等号 ,但已日益趋于一致。

三四十年代 ,在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国内战争中 ,

新女性不仅以女国民的身份参加了民族自卫战争 ,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争取自身的权利。以参政权为例 ,国统区轰轰烈

烈的女子参政运动与根据地妇女的广泛参政相映成

辉。1939年 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

《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 》,提出了参议会应

有 25%的女参议员的要求。1947年国统区妇女在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中 ,也获得 10

- 20%的保障名额。通过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实

践 ,新女性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女国民观念也进一

步影响并渗透到了更广大的社会层面。

需要说明的是 ,进入民国后 ,人们的妇女观基本

是一种多元化态势。除了女国民、新女性之外 ,在一

定范围内还流行着“女同志 ”、“女战士 ”这些带有浓

重政治色彩的概念。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女性一些本

质性问题的认识 ,从空间到时间都存在很大差异。

这里除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存在带来的差别外 ,

主要在于思想认识不同而形成的群体性差异。不少

情况下 ,人们对于妇女解放 ,对于女性由传统角色过

渡到新女性和女国民并无异议 ,但对于新女性和女

国民的角色要求则很不相同。一些人认为“中国妇

女运动的根本问题 ,不是要求女子参政 ,也不是参加

生产 ,更不是单纯的要求两性的社会地位平等 ,而是

要求妇女们去从事中国社会解放运动 ”[ 21 ]。这些

“女同志 ”和“女战士 ”形成了一个为了革命理想与

事业而勇于奋斗的女性人群 ,其中部分人成为职业

革命者或参加了军队。她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有

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 ,有高昂的革命热情 ,在中国历

史舞台上演绎出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篇章。在她

们身上 ,多数人完成了从新女性向革命者的转化。

总之 ,中国近代 ,女性角色呈现了多元化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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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新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也好 ,女国民也好 ,新女性

也好 ,女同志也好 ,这些带着勃勃生机和绚丽色彩的

角色 ,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作为

“人 ”的现代化的问题 ,是女性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

过程中社会角色蜕变的生动写照。其中 ,从表意方

面看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当属女国民。但是 ,由于中

国近代始终处于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 ,

由于中华民国始终未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法制的

现代国家 ,因此 ,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 ,尤其是女国

民观念 ,始终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 ,也难以在全社

会普及。反过来 ,又影响了女性作为“人 ”的现代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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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idea of female citizen at China was advanc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 t of citizen. It’s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 t "Mother of citizen" , reflecting the wakening of peo2
p le’s consciousness to nation, human rights, and women ’s rights.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led to the

heightening of peop le’s awareness of citizen further. The Enlightenment of all peop le in the July 4 th movement made

more and more peop le realize that women as " citizens" in peop le’s m ind ought to be individualistic persons with

their own dignity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re was a trend of confirm ing the image

of Female Citizen or New Women that was widely used by the peop le. The republic of China failed to found the

democratic country because of national chaos interspersing with political struggle so that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

the idea of female citizen failed to be fully develo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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