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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性别与历史 :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大学举行 ,与会学者就近代妇女与基督教

的有关文献与资料、社会运动和组织、女子教育、女传教士、女基督徒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近代妇女与基督

教研究的三个主题 :基督信仰与女信徒的生活、基督教促进中西妇女间的文化交流、女信徒群体从事社会改良活

动方面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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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 ,对女性的关注历来非常薄弱。与此对照的是北美学术界对

性别和妇女研究日渐增长的兴趣。其实 ,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女性曾是重要的角色 ,仅从数量上讲 ,女传教

士和女信徒历来占这个群体中的多数 ,但在史学著作中 ,她们的形象与声音几乎完全消失。旧金山大学利

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吴小新博士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李向平、陶飞亚教授等有鉴

于此 ,于 2005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 ,在上海大学联合举办“性别与历史 :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反响 ,30 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 ,提交论文 17 篇。此次会议有几点值得一

提 :第一 ,这是国内史学界首次以性别研究与基督教史为主题的研讨会 ;第二 ,与会学者中女性占了多数 ,

这在史学会议中是比较少见的 ;第三 ,会议采用新的研讨模式 ,改变了通常由作者本人宣读论文的程序 ,而

由读者先对论文进行解读 ,再由作者作回应 ,最后是开放讨论。把话语权先交给读者的做法 ,可能使得读

者对自己的评论承担更多责任 ,作者也更清楚读者的问题和要求。

一、文献与资料

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的基础。会议将这一内容作为首场讨论的主题。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

史研究所戴懿华 (Melissa Dale)博士的《从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回

顾了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有关妇女与基督教的重要英文著作 ,通过分析西方学者研究主

题的变化 ,梳理了这一领域的走向。文章指出 ,尽管西方学者研究已经从以西方来华女传教士为中心 ,转

向关注中国基督教妇女 ,但对后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不过 ,近年来一些社会史和外交史的学者开始从性

别与权力网络的视角来看中国女基督徒。这些作者不仅使用西文也用中文资料 ,同时对这一中西相遇中

西方妇女与中国妇女两方面的情况都给予关注 ,这就有利于撰写平衡和全面的研究著作。文章最后对重

建妇女与中国基督教史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 ,如中国妇女和女传教士的相遇及这两类妇女之间的

关系、女传教士的社会改革工作的状况和特点 ,对传教士和妇女信徒的跨学科研究 ,中西妇女如何互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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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以及对导致皈依或者未导致皈依的这些文化相遇等等都应引起注意。

近来学界对于报刊杂志的研究不断深入 ,但对有基督教背景同时也面向社会的刊物却关注很少 ,基督

教机构出版的专门面向女基督徒刊物更被忽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杨红的《宗教、家庭、社

会 ———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 ———以〈女铎〉、〈女星〉、〈妇女〉为中心》,即以上海档案馆馆藏的几份有代表

性的杂志为中心 ,透析基督教组织对女性基督徒包括其他女性进行的宣教活动。文章分别介绍了面向女

基督徒的家庭刊物《女铎》、《女星》以及女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女青年报》和《妇女》这四种杂志的创办、发行

及其内容与社会影响等。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张先清的《从中西史料看清代前期的女性天主教徒》,通过分析中西文

献和档案 ,对清代前期女性天主教徒的信仰和生活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清前期妇女皈依天主教人数在

全国人口比例上微不足道 ,但在具体的天主教社区中则存在“半边天”现象。这些女性大体包括皇族成员

和官宦妻室的上层妇女以及一般下层妇女两大类。文章分析了阻碍中国妇女奉教的社会礼俗因素以及传

教士和女信徒通过女传教士传教、设女堂和变通礼仪等方法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努力 ,指出这些变通在清

代前期天主教本土化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比 ,基督教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一个显著特点。此次会议有四篇论文从不

同角度涉及这一问题。20 世纪初 ,劳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基督教女青年会是最早关注

这一问题的组织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赵晓阳副研究员的《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 ———

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女青年会劳工事业的初成和转变 ,第

二部分是女工夜校的艰难历程。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钮圣妮的《另一种妇女运动 ———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为例
(1904 - 1933) 》也讨论了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她认为基督宗教的渊源促成了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妇女

运动又区别于西方倡导的女权运动的第三种妇女运动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妇女运动。这是一种以

基督宗教的和平、唯爱为基础 ,主张温和社会改良的妇女运动。尽管在事实层面上 ,女青年运动与前两者

有相似之处 ,但其宗教层面上的意义则是前两者所不具备的。文章以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为重点 ,通过大

量事实陈述 ,分时段对妇女运动进行探讨。

上海大学历史系李向平教授及黄海波博士的文章《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考察了建国后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女青年会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以

后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到建国前 ,已经从创办初期联谊性质的上层女基督徒的宗教团体 ,发展成为以世

俗社会公益服务为主 ,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妇女团体。新中国成立以后 ,女青年会的团体性质被界定为宗

教团体 ,女青年会接受并有意识地进入“宗教团体”的角色。50 年代伴随着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以及同

教会关系的改善 ,初步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转型。60 年代以后 ,女青年会的服务对象已完全排除了一般

社会青年 ,由于这种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及各项事工的内部化 ,最终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转型。作者认为团

体性质变化的影响极其深刻 :一方面使女青年会活动空间受到限定 ,另一方面也使女青年会能够在国家与

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中得以维持其独立存在。

除了女青年会的社会活动 ,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邓杰的《“社会福音”与边地女性 ———边疆服务运动

中的妇女事工》,则叙述了抗战中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边疆运动”中的妇女事工。这场运动“以促

进妇婴健康 ,改良家庭生活为主要目的”,一方面动员有志边疆服务的妇女参与和从事实际的边疆工作 ;另

一方面是宗教、教育、卫生、生计等服务于边地妇女。文章指出虽然有气候环境恶劣、缺乏妇女布道员等诸

多困难 ,但边疆运动仍在一些地方改变了当地妇女儿童受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的状况 ,加强了少数民族妇女

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

三、女子教育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女子圣经和神学教育历来被完全忽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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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神学教育初探》,根据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对 1949 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圣经

和神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基本类型、主要特点及其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了初步探讨。

本文的解读者段琦教授评价该文所作的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论文结论有两点 :一是独立女子圣经神学学校虽较同类男子院校要晚 ,但发展迅速 ;二是女子神学教育虽

然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较快的发展 ,但在神学教育和教会中仍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

有三个方面 :其一 ,独立圣经神学女校神学程度低 ;其二 ,中国教会不接受女性为教牧人员 ;其三 ,女子神学

教育在神学研究方面始终薄弱。文章最后提出对中国女传道及女子圣经神学教育作一个准确评估的难点

所在 ,即目前各公会缺乏这方面完整的统计数据 ,又鲜有个案研究基础。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如女传道的人数是否与中国女信徒的增长有直接关系 ? 女子圣经神学教育的基本神

学倾向与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普遍保守性有何关系 ?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朱峰副教授的《性别认同与家国传统 :从教会女子大学看近代基督教妇女

群体的融合与冲突》也涉及教会女子教育。文章根据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 ———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的档

案史料 ,从社会史的角度 ,重构近代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讨论其在性别认同与家国传统等问题

上的融合与冲突。文章通过两校女性群体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 ,在合校争论中体现出相似的女性意识 ,

家庭问题上的共识以及从校务分歧中看到的女传教士与华人女信徒间存在的国家认同差异等问题 ,最终

得出结论 :一方面 ,性别之间的差异建构了女性群体的共同身份 ,促使女性群体内部的融合 ,如两校的女性

群体性别认同与家庭问题的融合。另一方面 ,性别内部的差异 ,又导致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冲突 ,华南、

金陵两校女性群体发生校务分歧与意见冲突 ,即国家文化认同的差异所致。此文与以往对教会大学研究

不同 ,深入考察了中西女基督教徒群体的内部关系问题 ,正好填补了戴懿华博士前面提到的研究空白。

四、女传教士

女传教士研究在西方曾是“中心”,但在中国史学中她们在边缘都没有出现过。此次会议有三篇文章

涉及到女传教士问题。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宁的《播道与兴学 :晚清英国循道会女传教士在广州活动

考述》,通过英国循道会妇女助道会档案、循道会年报、会议纪要、传教士往来信件等资料 ,考察了 6 位女传

教士自 1858 年到 1879 年 20 年间以广州为中心的活动以及她们开办的三所学校 ,使女传教士在教育活动

中形象清晰地凸现出来。

山东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曲宁宁的《移植与重构 :十九世纪美国基督教新教在华女传教士再研究并以慕

拉蒂 (Lot tie Moon)为例》一文 ,借用了“纯正妇女意识”(t rue womanhood)及其衍生出的“妇女性别空间”

(woman’s sp here)两个概念 ,以慕拉蒂为个案 ,揭示此概念如何影响女传教士选择和从事海外传教士事

业 ,并不自觉地将源自本土的性别空间以移植场域的方式重构于她们的海外传教生涯中。

上海大学文学院陶飞亚教授的《一个女传教士与中国的两个时代 :解读白华特医生〈在中国的生活〉》,

利用英国浸礼会女传教士白华特撰写的《在中国的生活》中记录的中国内战中和文革后两次来华的经历 ,

针对人们通常忽视的女传教士对社会政治的认识 ,以及无意识地强调性别差异的绝对性等倾向 ,探讨几个

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第一 ,女传教士是如何观察中国政治的 ? 第二、男女传教士因为性别不同 ,对中国社

会的观察和记录究竟有无区别以及到底有哪些区别 ? 文章指出 ,尽管女传教士具有宗教身份 ,但由于身处

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 ,其文字中论及政治的篇幅远比宗教多 ,然而她的政治议论几乎没有理论分析 ,而只

是身边直观的政治。在这一点上 ,与她同一团体的男传教士并无区别。但和男性传教士不同 ,她在社会生

活中接触的几乎都是女性 ,而且对女性尤其是妇女的健康和卫生有更多关注。文章认为在性别研究中 ,可

能要注意到性别的差异确实存在 ,但不能过度夸大性别的差异 ,相反要注意分析性别意识凸显和淡出的具

体原因 ,这样研究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五、女基督徒

比起女传教士来说 ,身份更模糊的是中国女基督徒。此次会议的论文可能是第一次描述这个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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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的研究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的女基督徒群体。她在《被模塑成功的女性角

色 ———明末以后天主教贞女研究》一文中 ,对明末以后中国天主教会贞女群体进行研究。贞女作为一个十

分特殊的女性群体 ,她们在家中修道 ,或组织成团体 ,以独身、清贫、服务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她们的虔诚信

仰。作者认为贞女在教会的角色定位以“服务”为宗旨 ,她们较少考虑自身利益 ,强调突出“奉献”精神。贞

女通过学习、效法圣经中和教会历史上的女性楷模 ,最终被塑造成“顺服、谦卑、忠心配合事务的角色”。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徐炳三的《女信徒在中国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 ———以近代福州基

督教女信徒为研究中心》一文 ,考察的是福州基督教女信徒群体 ,文章首先描绘了晚清时期福州教会中西

方女权思想的输入与实践 ,作者注意到福州教会较早任用女性作为传道和执事 ,但是碍于传统的阻力以及

社会习俗的惯性 ,晚清时期福州教会女信徒的地位改变并不彻底。进入民国以后 ,福州基督教女信徒的地

位开始显著的提高。作者从女信徒参与教会事务和管理的情况、待遇情况以及女子教育体系等方面具体

阐述了这种观点。

以往的研究一般都肯定了教会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引导作用 ,教会在提倡男女平等 ,推进天

足运动 ,反对一夫多妻和溺杀女婴等方面确实做出了贡献。然而是否由此可以推论 ,教会能够运用同样的

思想主导教会体制内部的行为 ,从而使得教会内的妇女获得相应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解放”呢 ? 山东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胡卫清教授的《苦难的模式 :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运用非常详尽的史料

以及汕头地区档案 ,考察近代岭东地区基督教妇女活动。作者发现女基督徒的人数逐步从少数变为多数

乃至大多数 ,妇女传道者在基督教的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这些却并没有改变教会以男

性为主的基本格局。在档案文献中女性基督徒群体普遍存在“隐身”和“失语”现象 ,无论在保存完整的教

会档案资料、教会的正式会议文献、官方记录的教会人物传记 ,还是专门的女宣道会档案中都难以找到有

关女信徒的系统资料 ,女性基督徒在教会史上只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 ,女基督徒自身对于

教会体制内部的不平等并无异议 ,两性的不平等被一种貌似神圣的教会内部社会性别分工所悄然化解。

文章最后认为女性基督徒的苦难不仅在于她们所面临的生活与灵性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他们尚不充分拥

有自己定义这些苦难的权力与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基督徒在教会中的平等只有相对的意义。

六、跨学科研究

性别与历史 ,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领域。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吴梓明教授的《从吴贻芳个

案看个人成长与宗教信仰》,运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艾力逊 ( Eric Erikson)提出的“人生成长八阶”的理论 ,

将之运用于检视基督教信仰在吴贻芳一生的工作与她面临和处理几件大事时所起的作用。文章首先明确

吴贻芳的基督徒身份 ,并列出了包括担任教会大学校长、出席签署联合国宪章在内的五项在中国历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的创举。随后又列出至 1941 年为止发生在她身上的六次重要的人生经历。吴教授用艾力逊

理论分析的结果 ,发现基督教不仅是“导人倾向于善的唯一动机 (生命原动力)”,也同样是塑造吴贻芳整个

生命的原动力 ;它不单帮助吴贻芳朝向正面发展成长 ,确立其人生理想和方向 ,更让她在金陵女子大学的

工作中活现出她所具有的“创建”和“厚生”生命来。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雯文的《天赐姻缘 ———陕西一天主教村庄的婚姻和社会性别》则是以人类

学的方法 ,以九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本资料 ,通过对陕西一天主教村庄中围绕婚姻这一社会行为的变迁和

现状 ,研究天主教对中国农村婚姻和社会性别的影响和作用。

七、基督教信仰与女信徒的生活

基督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区宗教输入中国 ,在两个方面影响了部分妇女生活。一是这种新的信仰

指引了她们的精神生活 ,使她们的精神追求得到某种满足 ,二是这种信仰组织成为她们得以参加社会公共

生活的一种机制 ,这在传统的佛教和道教中都不曾有过的。也许可以谨慎地指出 ,基督教是最早的存在至

今的合法的中国妇女集体生活的组织。也许更重要的 ,对她们的现实生活 ,基督教的道德教诲及来世追

求 ,都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成为她们得以超脱尘世苦难的寄托和奋力公益事业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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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不少女信徒身份的知识分子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尽管从唯物主义世界观看这种行为逻辑是虚幻的 ,但

对中国历史来说 ,这种基督教信仰下行动的因果关系 ,确实增加了值得深思的新内容。

八、文化交流

基督教还促进了中西妇女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女信徒来说 ,基督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最早的

妇女接受现代教育的通道。各种女校的创办 ,也使部分中国女子第一次有了机会接受西方现代教育 ,并且

与男性同学一样 ,因教育进入社会流动 ,成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基督教精英。同时女信徒还是中国女性中最

早摆脱缠足、反对买卖婚姻的群体 ,反对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种种陋习。虽然这个群体很小 ,实际影响非

常有限 ,但就像梁启超早年就指出的那样 ,教会女校开风气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中国女信徒来说 ,与

西方文明的接触 ,是她们反思封建文化弊病的开始。对女传教士来说 ,也提供了使她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机

会 ,扩张了她们观察本国文化的视野。

九、社会改良

中西女信徒群体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女青年会延续其在西方活动的传

统 ,把社会改良的一套搬到了中国 ,在资源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 ,进行点点滴滴的工作 ,虽然对广大中

国社会来说 ,这种努力微不足道 ,但历史学则不应其小而忽视这种努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无效 ,才

使许多女青年会精英最后选择了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道路。因为这两者之间在当年的女青年会的一些组

织者来看 ,有某种相同之处。

不过 ,对妇女信徒的研究在中国毕竟刚刚起步 ,至少在下列方面也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第一 ,个人

与群体的研究。女传教士和女信徒的个人研究是女基督徒历史的基础 ,西文著作中有不少这样的研究 ,但

在多年前顾长声出版的传教士人物传中女传教士一个也没有 ,显然这方面应该深入下去。早期中国女信

徒的研究在资料上比较困难 ,但在 20 世纪之后特别是民国年间的一些著名女信徒资料应该得到发掘。在

个人研究基础上 ,注意对信徒群体、包括女信徒建立的各种社会组织及其开展活动的研究 ,这样就能为妇

女与基督教建构更为具体的历史。第二 ,信仰与社会。在本集的论文中 ,已经涉及女信徒的信仰生活 ,这

是一个值得多加注意的方面。基督教是移植到中国的 ,它是如何在这些妇女的信仰生活中取代了原有佛

道或者民间宗教信仰的 ? 中国妇女信徒是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的 ? 妇女信仰基督教之后 ,对基督教本身

及对社会的影响 ,同样值得进一步考察。最后 ,了解西方学术进展 ,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对话 ,将使中国的研

究者能借鉴西方已有成果 ,在较高起点上开展我们的研究。

Gender and History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Women and Christianity in Modern Times

TAO Fei2ya , 　HUAN G Wei

( School of l i teral A rts , S hanghai Universit y , S hanghai 200444 , China)

　　Abstract : A symposium on women and Christianity in modern times was recently held in Shanghai University. Many

topics were fully argued , such as related documents , 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 women’s education , female mis2
sionaries and Christians ,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ief and life of female Christians ,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 and the social improvement of female Christian or2
ganizations.

　　Key words : Chinese modern history ; gender ; Christianity ;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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