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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闺塾师》运用社会性别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突破了传统的“五四”史观指导下的脸谱化的旧中国

受害女性理论和“压迫 ———解放”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旧有模式 ,从女性视角出发 ,重新解读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

生活 ,不仅丰富了关于 17 世纪江南女性与文化的研究 ,更为今人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提供了新观念、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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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

而江南又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化最具特色的地区 ,巨大的社

会经济变动使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发生变化 ,男女之间的

分界也弱化了 ,大量女性受教育并结成社团 ,女性作家和女

性读者被广泛关注 ,女性文化在江南发展起来。美国著名

学者高彦颐 (Dorothy Ko)在研究 17 世纪女性和文化时 ,运

用社会性别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以明末清初江南城

市中心的上层妇女为讨论对象 ,通过讲述才女们的人生历

程、诗词写作、生活娱乐等活动 ,突破了传统的“五四”史观

指导下的脸谱化的旧中国受害女性理论和“压迫 ———解放”

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旧有模式 ,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女性 (尤其

是江南女性) 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这一把社会性别作为

一个分析范畴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 ,对今后的中国历史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社会性别 (gender) 被运用于

妇女问题的研究中 ,女性主义者强调应该把生物意义上的

男性、女性同由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子、女子在社会中的角

色和地位加以区别。“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是有区别

的 :“生理性别 ( sex) 是这样一个名词 ,即在将人类 (或其他

生命形式)区分为男性和女性的基础上 ,两者所包含的生物

和生理形态的差别。它只应被用在直接由男女生物差异所

引发的特征和行为关系中。”[1 ] (《绪言》P5) 而“社会性别是一种

文化构建 :男、女在角色、行为、脑力和情感方面的区别 ,是

通过一个社会发展而形成的。”[1 ] (《绪言》P5) 在研究中人们发

现 ,男女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

形成的 ,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作为一种

生物 ,处处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生理的性别并不是性

别的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 ,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更主

要的是社会的产物 ,通过文化传统、习俗、教育、法律、宗教、

政策等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早在 1975 年 ,人类学者盖尔 ·卢宾 ( Gayle Rubin) 就在

其写作的《女人交易 :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提出

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 ,表达了对两性不平等的深

层透视。她指出 :“对某个社会中的妇女或历史上任何社会

中的妇女作大规模的分析 ,必须把一切都考虑进去 :女人商

品形式的演变、土地所有制、政治结构、生存技术等等。同

样道理 ,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如果不考虑妇女、婚姻和文化 ,

那是不全面的。”[ 2 ] 1988 年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琼 ·

斯格特 (Joan Scott ) 撰写了《性别 :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

范畴》,进一步界定了“社会性别”的概念 :“定义的核心在于

将两个命题的整合 :社会性别是基于所谓两性差异之上的

社会关系的一个构成因素 ;社会性别是凸显权力关系的基

本方法”[1 ] (《绪言》P6) ,提出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和历史

研究的重要分析范畴 ,并把女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来研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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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如同阶级、种族等一样的分析社

会制度的基本范畴 ,把两性关系看作是能够影响历史事件

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 ,是研究妇女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一

个新的视角。性别关系不只是单纯的生理差异 ,而是一种

需要解构的社会结构。历史学家应把性别放在其赖以存在

的社会背景及其形态构成中去考察 ,关注人们的体验 ,关注

性别被建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

二

然而 ,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 ,几

乎听不到女性的声音 ,造成了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席”。虽

然对女性的认识不断积累和发展 ,但传统的女性史研究仍

主要出于男性的视角 ,不能将女性看作一个社会角色 ,从而

阻碍了人们对女性在历史中的正确认识。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女性系列”把西方学者研究中

国妇女史的著作翻译出版 ,为中国研究者深入认识、探究西

方妇女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供便利。其中由美国学者高彦

颐所著的《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以下简

称《闺塾师》)试图从理论观念、实践及自我意识三个层面的

调谐、分歧与冲突入手 ,重构女性与中国社会的历史 ,展现

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妇女史所用的观念、概念 ,特别是其对

“社会性别”理论和“女性视角”研究方法的运用 ,为我们提

供了西方妇女史研究成果在中国妇女史研究实际运用中的

范例。

《闺塾师》由绪论、正文组成。绪论是全书的精髓 ,明确

交代了其宗旨、研究视角、概念界定。正文共七章 ,被安排

在三部分之中 ,遵循外界社会环境发生变迁 ———人们的思

想观念随之发生转变 ———思想观念转变后人们的行为这样

一种由外到内的逻辑。[4 ] 作者通过讲述坊刻的兴起、读者大

众群的出现、对情感的重新关注、名妓文化能见度的提升、

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游机会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

定义等 ,指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 ,

“儒家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和固定的价值、实践体系 ,这些

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具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和弹性的儒家

体系中 ,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 ,

旨在“改写五四史观对传统妇女史的论述”。(见该书封底)

在绪论中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 :“只有当历史学家对‘五

四’文化遗产进行反思时 ,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

个有效范畴。”[1 ] (《绪论》P1)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认识停留在“三从四

德”、“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理论观念定位上。以

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作研究对象 ,往往以儒学礼教中妇女

观的发展演变作为思想主线 ,从秦汉以降儒学礼教对妇女

行为的规范到明代理学“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贞节观

念的强化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地位和生存状况 ,以致

形成这样一种观点 :“那就是传统中国的妇女普遍受压

迫”[1 ] (《绪论》P8) 。近代以后 ,受父权压迫的女性不仅都是“祥

林嫂”,更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 ,成了当时遭受屈辱

的根源。受害的妇女形象 ,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

统”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主义女

权学说的强化后 ,“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

理”[1 ] (《绪论》P2) 。高彦颐认为 ,“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

以根深蒂固 ,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 ,即错

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 ,这种混淆的出现 ,是

因为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 ,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

其所处的世界。”[1 ] (《绪言》P4) 因而作者“希望改写‘五四’史

观 ,这一史观将女性受压迫看成中国封建父权过去最突出

之处。这一公式渗透于各个角落 ,它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

史 ,也曲解了 19 世纪前中国社会的本质。”[1 ] (《绪言》P8) 所以 ,

高彦颐对传统的“五四”脸谱化的旧中国受害女性理论和机

械的“压迫 ———解放”研究模式提出挑战 ,“建议以三重动态

模式 , 取代‘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去认识妇女

史”[1 ] (《绪言》P9) 。三重动态模式 ,就是将中国妇女的生活 ,视

为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三种变化层面的总和。

通过这三个层面的交叉互动 ,重建妇女历史和中国社会历

史。这样一种社会性别和中国历史的结合 ,是建立在这样

一个前提基础上的 ,“即通过了解女性是如何生活的 ,我们

能更好地把握性别关系的互动 ;通过领会性别关系 ,掌握一

种更真实、更复杂的知识 ,这种知识是有关中国的文化价

值、它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变化本质的”[1 ] (《绪言》P5) 。

高彦颐通过解读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所遗留下来的诗

稿、书信、随笔、戏剧以及她们的男性亲属的作品 ,为我们重

构这一时期女性色彩斑斓的生活。以往 ,按照旧的社会性

别陈规 ,妇女不仅应该是较少受教育的 ,她们至多只能按图

识字 ,而且她们还被认为是性情中人 ,居于被自然情感支配

的私人世界中。而“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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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多 ,她们间相互影响和与社会相互

间作用机会的充分增多 ,创造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

批评群体”[ 1 ] ( P29) 。这些女性 ,无论是妻子、女儿或寡妇 ,都

通过她们的作品 ,互相讲授着各自的人生际遇。她们“没有

被期待遵从习俗 ,并且还受到儒家老套经典的宽容”,“仅仅

是作为真实自我的表露 ,而自由地创造文学”[1 ] ( P54) 。“通

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 ,一如巡游的塾师 ,她们超越

了闺阁的空间限制 ,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

空间。”[1 ] (《绪言》P4)

比如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吴人的前后三位夫人陈同、

谈则、钱宜对汤显祖所塑造的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的痴迷 ,

以及她们对“情”的评判 ,从而了解当时女性丰富的内心世

界和浪漫文学作品在塑造女性自我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

三位女性编写了《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此作品

出版于 1694 年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

著作。三位女性批评家对“情”的辩护 ,通过延伸至女性的

才华 ,在其他《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女性读者

中 ,拨动了她们颇具同情的心弦 ,引起了对美好爱情婚姻的

共鸣。从书中可以看到黄媛介、王端淑等职业艺术家和作

家颇为不寻常的人生际遇 ,从而了解她们作为“职业女性”

的种种酸甜苦辣。她们不仅受到了与其同时代的男性一样

的教育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极有造诣 ,而且献身于公众领

域 ,自由地穿梭于女性世界和男性世界、高雅的圈子和娱乐

圈子。她们身体的流动性及其越出她自己闺阁界限的能

力 ,不仅颠覆了女性生存空间封闭性的理想 ,更证明了社会

性别体系的流动性及在一个商品社会中家内界限的可渗透

性。“女性的位置不再被限制于厨房或织机 ;在为其家庭服

务或提供生活来源时 ,她能够被允许越过水道、出售自己的

书画、搬入上层人家作塾师、混入文人男性中。”[1 ] ( P151 - 152)

明末清初的妇女们虽然被授予了其应信奉的理想化准

则 ———“三从”及其衍生物“四德”,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性别体系内 ,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给与她们意义、

安慰和尊严的生存空间。在这个过程中 ,儒家社会性别体

系理论与实践层面相脱节 ,其自身的弹性表现出来 ,而才女

文化就是在这个弹性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她们在拓展自身

生存空间时所发挥出来的自主能动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

中之一便是对身体的改造 ,最明显的便是缠足。

一提起缠足 ,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的观念是 :男人压迫女

人的表现 ,女人因缠足而致残 ,被困于闺阁之内 ;缠足而成

的三寸金莲是为了满足男性变态的色欲需求 ;古代女性愚

昧落后 ,被动挨打 ,缺乏主体性才会崇尚这种“无人性”的习

俗。因此 ,缠足成了中国落后、女性愚昧的象征。西方人把

中国与缠足联系在一起 ,就是把愚昧、落后和中国联系在一

起。而高彦颐指出 ,“我们现在对缠足的理解 ,是建立在四

类材料基础上的 ,它们都是由男性所写 :传教士的描述、文

人学士对风俗习惯的研究、色情作品和反缠足宣传 ,它们中

有时包括了对女性的访问”。“这些材料自然使我们目前将

缠足看成是男对女的故事的看法长存。”[1 ] ( P180) 但这是不完

整的 ,因为人们没有看到明末清初受教育女性是如何看待

自己的身体和脚的。因而作者建议应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

发 ,思考女性主体意识在缠足中的体现 ,强调应该把女性看

作是有主体意识的人 ,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 ,才能真实地理

解当时女性缠足的原因和状况。为此作者通过分析现存女

性诗句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 ,寻找她们对缠足的真实想法 ,

指出 :“当她们欣赏自己的小脚时 ,这些上层妇女实际是在

赞美她们作为女性身份的三个关键因素 :作为个体之人的

她们的能动作用 ,作为有闲阶层成员的她们的教养 ,作为女

性的她们的手工作品。”“一双漂亮形状的小脚代表了个人

意志力和努力的成功”,“是一位女性所能控制的女性之美

的最重要方面”,同时“也彰显了一位女性的阶层背景或她

们的特权教养”。[ 1 ] ( P182) 作者强调 :“没有认识到她们的自豪

和满足 ,就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压迫她们的体系 ,这

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

忽视。”[ 1 ] ( P183) 因此 ,作者主张不要用现代人事后的衡量标

准去认识古代妇女的生活 ,而需要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 ,了

解真相 ,重新认识社会文化对女性生活包括对身体的

影响[4 ] 。

三

作者正是从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和女性视角三个层

面入手 ,在我们面前很自然地展现出了一幅幅明末清初江

南才女们的生活画卷。“尽管这些诗人、塾师、艺术家、作

家、读者的生活、想法和环境 ,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 ,但

对我们来说 ,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

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 1 ] (《绪言》P4) 虽然以

往有的学者也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实际生存状况与儒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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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伦理体系之间的差异 ,但他们往往把这种差异视为中

国古代妇女对当时社会性别体系中男权主导地位的抗衡与

冲击 ,而高彦颐指出 ,在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空间成长

起来的才女文化非但没有冲击到男性社会 ,反而加强了男

性在社会中的地位[4 ] 。

可见 ,《闺塾师》不仅对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五四”史

观指导下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了批判 ,还充分运用社会

性别理论、三重动态模式展开分析 ,不仅丰富了关于 17 世

纪江南才女生活的研究 ,更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提

供了新观念、新视角。从这一点出发 ,可能给中国历史研究

带来革命性变化 :首先 ,整体关联地看妇女和两性的历史存

在 ,看到性别制度与其它制度的关系 ,看到性别制度内部的

以及男女两性之间的多重复杂的关系 ,这种多角度的透视

正是需要多学科的交融 ,同时历史学科也向各种学科拓展

与散发 ,这会给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其次 ,由于社会

性别视角的引入 ,新的范畴如性、身体、生育、欲望、心理等

纳入史学的视野 ,过去这些却被政治中心的、经济中心的历

史粗暴地驱逐于史学关怀之外 ;而恰恰是这些应该关注却

被放逐的领域关系到人们最深刻、最私密的生活 ,也是深深

困扰现代人的所在 ,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历史学的现实关怀

与史学的使命紧密地接合起来了。最后 ,由于新视角和新

方法的引入 ,我们不再把书写的历史看成不可动摇的金科

玉律 ,历史是不断地被认识、被解构 ,同时也不断地被不同

时代、不同的人群建构、复述 ,因此 ,历史 ,包括妇女的历史 ,

应该是复数的 ,同时也是复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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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Theory and Its Signif icance from Teachers of t he I nner Chambers

N IN G Wei2ting1 , L IU Xiu2feng2

( 11 History & Politics Department , College of Art s , Hebei North University , Zhangjiakou , Hebei 075000 , China ;

21 Sec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Dalian , Liaoning 116600 , China)

Abstract :In Teachers of t he I nner Chambers , t he met hod of combing gender and Chinese history is

used to break t heories of women victims under t he guidance of t he t raditional " May 4th" view of history ,

discarding t he conventional narrative mold of " Oppression2Liberation " in Chinese women history.

Teachers of t he I nner Chambers re2interp ret s t he life of elite women in J iangnan ( sout h of t he Yangzi

River) f rom a new female perspective , which has not only enriched t he elite women and cult ural st udies

in t he 17th cent ury , but also offered new concept s , new perspectives to understand " t raditional China" .

From t hat standpoint , t h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may bring about revolutionary changes.

Key words : Teachers of t he I nner Chambers ; gender ; wome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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