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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以《玲珑》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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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玲珑》作为民国时期女性读物，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休闲娱乐的消遣品。实际上，它在促进女性思想进步方

面，成绩斐然。本文试图从爱国意识、身体意识、性意识三方面，展现女性在不断地寻求“人性解放”中，把自身命

运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折射出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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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仍然

占主导地位，但女性在五四运动的洗礼和西方女

权思潮的影响下，社会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逐渐

破除父权、夫权的羁系，走出深闺，接触社会，希

望通过大众媒体表达女性对社会的看法。《玲

珑》杂志于是应运而生，满足了女性的需要，同时

也带给女性一定程度的话语权。1931 年《玲珑》
杂志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诞生，原名《玲珑图画

妇女杂志》，1936 年改名为《玲珑妇女杂志》简称

《玲珑》，是一本 64 开本小巧玲珑的图画杂志。
它的发行甚广，不仅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

市，在一些中等城市如苏州等地也有发行。撰稿

人以女性居多，大多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家庭富

裕，经历丰富，善于社交。读者群以接受过新式

教育的女学生为主。《玲珑》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

女性刊物。该刊以两性生活、情感婚姻、科学育儿、
娱乐生活为主要内容，看似为女性平日里休闲娱乐

的消遣读物。实际上在许多篇章中更多地体现了

女性希望借助《玲珑》这个公众平台突破传统社会

的禁锢，大胆地表达女性心声，意图唤醒女性的社

会意识。以往对《玲珑》杂志研究集中在摩登女性

塑造、两性冲突、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等方面，彰显

民国新女性形象。而本文独辟蹊径以女性的身体

意识、性学意识、爱国意识等方面为研究《玲珑》的

切入点，通过对报刊里文章深入细致的分析，展现

民国时期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一、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是社会意识觉醒的重

要内容之一，不缠足、废束胸、裸足运动以及女子

体育运动的兴起等都是女性身体觉醒的重要表

现。女性身体的解放，健康形象的塑造，离不开

媒体的大力宣传。《玲珑》杂志发行期间多次刊

登文章，倡议女性打破束缚身体的枷锁，注重自

身健康，成为“健康美”的新女性。
( 一) 身体革命，从足开始

中国女性的身体解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程，从戊戌变法维新派叫停女子缠足开始，经历

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束缚女性身体的

铁链逐渐裂开，女性身体意识逐渐觉醒。女性身

体的解放，离不开思想宣传工作，而作为女子喉

舌的《玲珑》，成为身体革命的重要宣传阵地。
在中国缠足和束胸被认为是伤害女性身体

的两大毒瘤。“我国女子一向是受了两种束缚:

束胸和缠足。一则是妨碍身体发育，一则是把终

身自由断送在那双三寸金莲。”［1］而且“缠足这陋

习，把好好的一个人，弄成一个不死不活的可怜

虫”。［2］到民国时期，这两大陋俗在大中城市妇女

中逐渐少了，但是并未消除。“缠足之风，在我国

近年 方 稍 减 敛，但 内 地 无 知 妇 女，仍 旧 奉 行 惟

谨。”［3］《玲珑》认为“缠足的解放是中国妇女先

决之问题”。［1］妇女的解放运动，首先要从女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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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完全解放开始，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女子思

想上根除男权社会封建礼教观对其的影响。它

是残害女性身心的罪魁祸首，不仅束缚女性的身

体，也摧残女子精神。《玲珑》劝告女性:“女子难

道一定要是男子的附属品吗? 非倚赖于男子以

阿附取容，以残身害体不可吗? 肉体上既受了缠

足的惨刑，精神上亦何独不然。”［4］

民国时期，除了女子恢复“天足、天乳”的呼

声外，裸足运动也在女性中逐渐流行，尤其是在

炎热的夏日，“十个年轻女子，几乎有九个露出他

们的裸腿”。［5］这在现代社会看作正常的事情，在

还处于半封建的社会中，立刻遭到了来自男权社

会的非议。甚至北平市市长袁良打出整饬北平

风化的旗号，首先取缔了女子的裸足。理由是

“裸腿含有挑逗性，因为女性的腿，是肉感的东

西，有伤风化; 并且是裸腿仿西洋物质文明的皮

毛，不应该的。”［6］“为国民之生计，因为妇女裸腿

要用香膏指甲油等化妆品，太不经济。”［6］取缔令

一出，女界对此发出强烈的抗议和反击，《玲珑》
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对取缔女子裸足的文章，试

图通过媒体平台反驳男子们反对裸足的谬论。
针对女子裸足有伤风化一说，舒如云给予了讽刺

性的回击，“如果看见女子肉体外露，便会引起邪

念，那么除非把女子的面孔双手，身体一切外露

部分，都用厚帛包裹了，才不至于有问题发生，不

然只把双足包了是没用的。”［5］更有的文章认为，

非但不能取缔裸足，而且还应该推行，裸足具有

自行消除女子的缠足的功效，“北平市无知妇女

至今尚有为其女儿缠足者，如此风一行，缠足陋

习可 不 发 自 除，既 得 倡 导 天 足，且 可 减 少 经 济

负担。”［7］

男权社会、行政命令已经抑制不住女子身体

意识的觉醒，女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了决策权和话

语权。女性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不再是

男子的附属品、玩物，而是具有独立意识能力的

“完美”女性。但是，限于经济、地域等因素影响，

女子的身体解放处于不平衡状态，身体革命任重

而道远。
( 二) 体育兴起，健康亦美

社会的大变革，西式文明的渐入，民国时期

对女子的审美标准出现了转变，传统中国“林黛

玉”式柔弱的病态美，被新女性的健康美取代。
“他们心中所谓的女性美，也跟从前两样了。他

们现在的目光转变是从病态到健全，小脚不再引

人注意 的 一 点，林 黛 玉 也 失 去 了 她 的 动 人 力

量。”［8］审美观的转变，松动了礼教对女子身体的

束缚，展露出女子自身独特的天然美，这是对传

统缠足、束胸的挑战。
现代审美意识的转换、女子身体的解放，恰

恰促进女子体育健身运动的兴起。《玲珑》呼吁

女性告别体弱多病的身体，走出庭院，来到户外，

进行体育运动，成为有强健体魄的健康美女性。
“我们须知，所谓健康美，并非指大块头和大胖

子，也不是指涂脂抹粉的粉雕美人，而是指有丰

满的体格，健康的颜色，活泼举动的人。”［8］可见，

女子身体觉醒带动了心理上的解放，意识到自身

健康的重要性，不再尾随男子的目光，不再迎合

男子的喜好，“环肥燕瘦”“嬛嬛一袅楚宫腰”通通

成为历史。
相对于传统女子的“弱”和“病”，民国女子已

经注意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并把女子的“弱”
跟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认为体育运动是女子势

在必行的活动。“试观今日号摩登之女子，步履

倾侧。苟令跳远，势必未跳先倒。又观其步行稍

远，既已气喘汗流，不胜疲乏。苟令赛跑，势必血

管炸裂。如此女界，不特短寿易病且对于中国前

途，殊有绝大危机。潜伏其间，恐妇女本身，亦将

受天演之淘汰矣。”［9］《玲珑》还认识到，日常运动

的重要性，尤其是久居城市的人们。“往往取乐

于电影，跳舞，看戏，心里固然很快乐，但对于体

格，非但没有加强，并且日益衰弱，中国人的体

质，也很富盛誉，真正可怜又可负矣，现有数法，

颇适应于匆忙的同志，男女均可执行，望读者在

体操之时，把一切念头丢掉，注全力于体操的动

作，这种简法不一定有奇效，但是比较去跳舞、看
电影等，虽少可以强健些，谓余不信，请试行一个

月，以窥究竟。”［10］

民国时期女子开始走上体育的竞技场，有了

跟男子一样体育活动的权利，“不要说远，且说三

十年前吧，那时的女子，有几个能梦想到会有今

日那样，跟男子一样活动的机会吗?”［2］虽然女子

的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哗众取宠”“出风头”的举

动，但毕竟说明女子对体育事业有了自身的话语

权。《玲珑》杂志作为女性的“良师益友”为了推

动女性对体育的了解和认识，频繁地刊登中外女

性体育运动的文章，并配以图片。希冀通过树立

女性体育“偶像”，来引导女子对体育锻炼的兴趣

和热情。《女健儿身手惊人》中大篇幅刊登了在

上海市运动会上取得卓越成绩的女学生的照片，

赞扬这些体态娇小、爆发力惊人的女学生们健康

611



的体魄。希望借以劝导“病态美”的传统女性和

穿衣打扮的摩登女子，健康是最重要的，要健康

就要体育运动。《玲珑》不仅登载了国内女健儿，

国外女性的运动情况也经常性地报道。重点报

道了外国对体育的重视，尤其是德国，“自国社党

希特勒把握德意志的政权以来。他对于妇女最

主要的教育方针。除高唱妇女国家的口号外。
便要女界锻炼妇女的身体和陶冶妇女的品格，尤

其是注重集体训练。”［11］《玲珑》杂志不断地登载

外国摩登女性图片，不仅有身着流行服饰的女

性，更多的是展露身姿的外国运动女性。她们有

的身着泳装，有的举球投篮，这种独特的健康美，

使中国女性重新建构了“美”的定义。对健美逐

渐“膜拜”，并把健康美作为成为“摩登”女性的首

要要求，“作一位现代女子，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

聪明的脑筋”。［12］

传统的病态美被女子抛弃，女性的健康美成

为主流。体育锻炼成为身体强健的主要方法，运

动逐渐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主题之一。尽管女

子初登体坛，却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促使女性逐

渐走向体育事业的高峰。

二、女子对性意识的觉醒

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对性

话题，处于禁欲或者隐晦状态。性的神秘性占据

着人们的思想，造成大众对自身生理问题或者两

性生活问题好奇又羞于启齿的现象。《玲珑》杂

志出于对女性的关爱，经常性地刊登女性生理卫

生知 识、两 性 性 生 活 知 识 等，使 女 性 读 者 受 益

匪浅。
( 一) 挑战传统，传播性学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性知识的传播在中

国发展很不平衡，尽管性教育已经在一些新式中

小学校、开放的家庭中进行，但基于中国数千年

礼教的影响，未能全面地接受。大多学校和家庭

仍对性问题避而不谈，即使是最亲的父母也认为

跟子女谈性是“羞耻”，有违伦常的事。而一些妙

龄少女对青春期自身的变化茫然不解，又苦于无

人问询。《玲珑》杂志针对女性的月经、乳房的发

育等性生理常识，或以科普小知识，或以问答的

形式，给女性朋友答疑解惑，帮助了许多女性解

决了身体和心理的痛苦。月经本是最普通的女

性生理现象，但是传统世俗观念认为这些性常识

应该是隐晦的，不能在大众面前公开。《玲珑》杂

志作为女子的性学老师，帮助女性解决生理带来

的苦恼，向女性传播性知识。
女子的月经一直被封建社会认为是不洁、淫

秽的现象。［13］针对传统观念对月经的误解，《玲

珑》在常识栏目为青春期的女性进行科普，诸如

月经时期该注意的卫生、月经的产生、月经的重

要性等常识。［14］

《玲珑》杂志在性教育上，不仅关注性的生理

问题，还向一些女子传授两性性教育问题。尽管

民国时期性教育在个别新式学校增设，女子对两

性性知识有所了解，但对大部分女性而言，男女

性教育却十分匮乏。《玲珑》认为处在青春期的

少女应该拥有正确的两性性知识，否则会走上歧

途。［15］事实上，《玲珑》杂志的担心不无道理，一

些女性对两性性知识的了解少得可怜，一些在现

在看来最正常的行为，却被认为是失节。男女两

性恋爱接触中，认为被男子摸乳，自己就失去了

贞操。“和男性常常接吻的算得上有贞操吗? 给

男性常常抚乳算得上有贞操吗?”［16］更有甚者，

因为女子乳房发育得大而软，被认为是婚前失

节，不是处女，头天结婚，翌日就要离婚。［17］

《玲珑》打破传统礼教的禁忌，向女性传播科

学的性教育，丰富了女子的性知识，并能改善生

活中被性问题所困扰的状况。同时也在思想上

破除性神秘的色彩和性愚昧的桎梏，使女性从心

理上得到认同，人性得到了解放，促进了女性性

意识的觉醒。
( 二) 提倡性知，夫妻“性”福

中国古代在宋代之前，对男女之间性事，趋

于隐晦，不愿公开化。宋代之后，宋明理学的“存

天理，灭人欲”禁欲观，对男女性事的抑制达到了

最高峰，严重影响了人性的发展，性意识出现了

畸形。直到近代，这一现象有所好转，但是仍然

谈“性”色变。一般家庭在子女成长中对性问题，

甚少涉 及，即 使 子 女 问 起 也 是“环 顾 左 右 而 言

他”，不予以正面解答。
男婚女嫁本来是人生幸福美好的事情，由于

男女婚前性爱知识缺乏，尤其是少女在新婚之夜

的紧张、恐惧、焦虑，导致婚后性生活不和谐。为

了避免这样的悲剧，《玲珑》建议“没经验的女儿，

常常因了对于这意外的痛苦，因此引起对于结婚

的厌恶。因此这样对于神经的刺激太厉害了。
……对于男女性的关系也详加解释，务使青年男

女均有充分的了解”。［18］不仅在杂志中强调了婚

前性爱知识的重要性，而且《玲珑》还开设专栏

《婚前应知的几点》对性行为进行科普，指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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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结婚之夜怎样对待月经、对于婚后可能产生

的性疾病怎样预防和治疗等。使一些无性知识

的女性，不会在新婚夜手足无措，避免了不“性”。
现今社会，男女婚前检查是必备之事，有助

于夫妻“性”福、优生优育。然而民国时期，无论

是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还是旧式包办婚姻，婚检

意识都几乎为零，《玲珑》建议学习日本等国家，

女子注重男子的健康情况，婚前男女相互交换健

康证，以证身体强健。［19］更有撰稿人紫兰女士提

出了一套惊世骇俗的保护女性“性”福的方案，婚

前领取照会，相当于现代的婚检证书。“所以我

希望当局要采纳这种意见，此后不论男女来领取

结婚的照会，一定要有切实证书由名医签字，证

明领照会的男女的身心都是健康，然后付给。”［20］

畸形的性爱教育导致一些夫妻婚后的家庭

悲剧，甚至影响女子一生的幸福。《玲珑》对男女

性爱的科普、婚检行为的提出，意图用科学、健康

的方式劝谏婚前的男女不但要有丰富的性知识，

更要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以免不幸发生。虽然

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有些超出时代的要求，

尤其是普及男女婚检问题，不切合当时实际，但

仍显示出女性对性意识的进步。

三、女性爱国意识的觉醒

《玲珑》从创刊开篇就敬告读者，杂志以“增

进妇女优美生活，提高社会高尚娱乐”为宗旨，力

图打造一个中上层社会的女性世界，只关注女性

生活、女性情感，时尚潮流，极力避忌时政、军事

等“敏感”话题。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

关注不代表不涉及，从《玲珑》创刊到终刊的不到

十年间，正值中国经历日本侵华、外国资本主义

对中国大肆倾销商品，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遭

受外国资本主义各方面的打压。如此外患激起

了女性的爱国之情，促进了爱国主义的觉醒。知

识女性纷纷拿起纸笔作为武器，在《玲珑》上发表

爱国文章，呼唤全国的姐妹们团结起来，一起抵

御外敌，热爱祖国。先后发表了近百篇关于女性

爱国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女性的救国、呼吁国

货等方面。
( 一) 国家兴亡，女子有责

日本从 1931 到 1937 年间，先后发动了“九一

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这

一起起严重的侵华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

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控诉日本的侵略行为。《玲

珑》杂志也不例外，利用短小精干的篇幅，犀利、

精准的语言，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激发女

性同胞们强烈的爱国之情。
男权社会，一向把女性作为其附属品，认为

女性没有独立的意识与话语权。在爱国救国话

题上，甚至鄙视女性，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可

怜的一班女人，还不知国要亡，仍然是涂脂擦粉，

浓妆艳服自在呢”。［21］针对男子轻视女性救国的

态度，女子做出了质疑和反击。《只有男子能救

国吗》说到国家有难，每个国人都有一份责任，但

是男人认为女性爱国心薄弱，轻视女子，这是男

子自私的表现。女子天性是柔弱的，但是面对国

破家亡，女子的爱国热情不少于男性，男子对女

子的不爱国结论是武断的。［22］面对个别男子空喊

救国爱国口号，而没有行动，甚至在国难当头时，

还经常去自顾娱乐，女子用犀利尖锐的语言回

击:“我们多数的女子，是觉悟了。你们男子，我

想也不过少数份子，在那里喊着抗日吧! 你看往

各校一看，除了那些委员干事外，又有谁呢? 其

余的，还不是借着能罢课的空暇，多跑几次电影

院，多到几次舞场么?”［23］

1932 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救国图存，保

家卫国成为时代主线。陈珍玲女士主编的《妇

女》栏目，经常刊登女性爱国文章，希望女性把个

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通过文章各

抒己见，一起探寻救国图存的方针。《我们的救

国方针》认为最好的爱国方式就是抵制日货，日

本把中国作为它的最大销售地，如果不买日货，

日本经济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并号召女性同胞

们团结起来，一起抵制敌国的物品。“中国的商

场是日本产物畅销的大本营。也是日本富源唯

一的产区。倘使我国市场上，果真杜绝了日货，

他们工商界立刻便发生恐慌。”［21］ 有的女子认

为，女子救国不能只停留在抵制日货上，女子良

好的交际、口才应发挥到抗日宣传上。后方的救

护工作同样需要女子的帮助。［24］更有女性认为国

家的政治问题等同于经济问题，女性救国最好的

方式就要节俭，“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中国除了

政治之外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是富足

的国 民，要 求 国 民 富 足 唯 一 的 办 法，只 有 节

俭”。［25］

爱国女性的觉醒并没有停留在喊口号上，而

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抗敌，呼吁女性为争取中国

的胜利，捐钱、捐物购买军用物资，支持前方的将

士抗战。“亲爱的姊妹们! 这再不是我们浪费钱

和吝啬的时候，在国难危急的时候，我们要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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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去买飞机，去抵抗强暴的压迫，去驱

逐我们的侵略者。”［26］在国难之时，甚至平日里

只顾风花雪月的交际花，也利用美貌，采用妙招，

为东北军积极筹措军饷。“自东北事变后，女士

以弱女子不克效力沙场，特以美姿容贡献国家。
故对个人来信，希予以若干希望，但嘱其第二次

致函时，须附洋十元，以充捐款。”［27］除了财力上

的支持，女性更是希望自己能做新时代的“花木

兰”，能够冲锋陷阵，以身报国。所以一些学校积

极组织女学生参加军事训练，锻炼强健的身体，

以备战时之需。“学校女生，受军事训练，平时战

时，均有无上价值，平时学生皆知爱国不忘读书，

读书爱国，非持标语口号，实赖有强健的身体与

敌斗，学生如何有强健之身体，舍锻炼不可，欲锻

炼最好受军事训练。”［28］

爱国救亡主题已经超越了传统上女性的话

题，随着女性爱国意识觉醒，把自己命运跟国家、
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女性向男权社会大声高

呼，“国家兴亡，女子有责”，女子也是国家的一分

子，怎能说女子“救国无份”，为了打破男子的谬

论，女子用积极行动来实践自己的爱国之情。
( 二) 支持国货，女子当先

1929 年，爆发了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为了

转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倾销过剩产

品。洋货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获得女性消费

者的厚爱。洋货在中国畅销，严重地打击了国货

市场。为了抵御洋货，支持国货，民国政府规定

1933 年为“国货年”，并大力宣传国人用国货，买

国货。但是国货年的提出，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

果，“去年定了做国货年，结果外货入超达九万

万，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要拿出两块多钱送给外

国人”。［29］一些男性把这样的结果归咎为女子滥

用洋货的结果，“在今日时代，与其劝男子们提倡

国货，不如让女子们乐用国货; 与其让男子出来空

喊空闹，不如劝太太奶奶小姐来实心实力的鼓励一

番”，鼓吹“让娘们也来干一干”。［30］为了鼓励女性

购买国货，又规定 1934 年为“妇女国货年”。
为了打破男性对女子“救国无份，亡国拼命”

的偏见，利用“妇女国货节”运动，增强女子对爱

国理念的认知。倡议女子要摈弃对一切外货皆

好，排斥国货的思想，把爱国和购国货等同起来，

坚持非国不穿、非国产不吃、非国货不用的理念，

用实际行动支持国货运动。
提倡女性购买国货，重点在于宣传，让女性

不迷恋洋货。《玲珑》提供了一些建议: “打破外

货迷信”“不要贪便宜”“提倡节俭”“注意宣传”，

希望通过上面几条意见，能使女性同胞共同承担

起抑制外货的责任。［31］《爱国妇女的信条》中建

议女性朋友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对父母、
子女、亲朋好友宣传国货、什么样的物品是国货、
怎样辨认国货。［32］除了宣传国货外，也提出了一

些建设性的意见。担心商人趁机哄抬物价，提醒

一些国货商人“不宜因提倡国货的机会，把货物

价钱提高。因为这不特使国人为之裹足，其实是

自绝生机”。［33］对于女性无法区分国货，“有许多

姊妹都承认常常因为不能分别国产货与外货，而

至上当。致有负爱国热情。”［31］便提议，国产的

制造商应该提出“统一的组织，指导一般女同胞

对国货之认识”。［33］

尽管，《玲珑》大力宣传国货，但是“妇女国货

年运动”仍以失败告终，根据 1934 年第一季度中

国入超记录，仅香水脂粉进口总数，一项就超出

上年同期水平。［34］

爱国女性对支持国货没有停留在表面、肤浅

的认识，甚至还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说明女

子对国货运动的认识已经有了质的提高。但是

仍旧有一些女性爱国意识不强，迷恋洋货，鄙视

国货，成为妇女国货年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

四、结 语

《玲珑》在发刊七年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反

映女性时尚、男女情感、家庭生活等话题的女性

娱乐杂志，而忽视了《玲珑》在推动女性其他方面

的思想进步的功绩。女性爱国意识、身体意识及

性意识的提高，有赖于女性撰稿人用自己的切身

经验、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通过蕴含丰富内

容的文章，给女性们展现全新的世界，引导她们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不再迷茫，不再做男权社会

的附属，使女性对自身有了一个崭新的定位。开

始关注国家的命运、自身身体的强健，并敢于与

向封建礼教挑战，用实际行动构建社会意识觉醒

的新女性形象。
《玲珑》促进女性的醒觉，并没有激进的宣

传，而是采取理性的指导，运用科学的手段，引导

女性增强意识，提高认知水平。当然，并不是说，

《玲珑》的所有的想法，一概都是正确的，一些女

性想法过于理想化，缺乏实行的可能性，不能产

生实际效果。但不会掩盖它对女性思想发展的

强大的推动性。
尽管，《玲珑》是女性畅所欲言，表达心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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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平台，但在犀利言辞的背后，反映出女性深

陷社会困境的无奈。一方面女性高举妇女解放

运动的大旗，另一方面仍被男权社会左右。反映

出半封建社会里，女性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仍

然处于弱势地位，被男子主导。从身体意识的进

步来看，女性的身体意识的进步，固然有社会进

步推动的原因，但也不得不承认，也是迎合男子

的审美观的转变。女性的社会意识觉醒，受到各

方面的限制，并不是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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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wakening of Female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Magazine“Linglong”

WANG li － mi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16，Hebei，China)

Abstract:“Linglong”as a female reading magazine during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was always regarded as a pastime for femal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fact，it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female think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female continual pursuit of“human liberation”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atriotism，body consciousness and
sexual consciousness，who closely link their destiny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society，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reflecting the a-
wakening of female soci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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