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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近代女学兴起背景下的张謇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

周宇清
( 内江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摘 要: 在近代中国贫弱的年代里，张謇不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毅然兴办女子教育，使地方

女子不困于无学之苦。张謇注重女子精神品格的陶熔，就是将学知识、学技能与女子自身的精神面貌、生存

状态、品行修为融为一体，并扩大到家国和社会，有改变女子生存样貌和社会风气的意图。然而张謇毕竟是

近代中国新旧递嬗时代的人物，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和主张，不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没有超脱传统阃范的范

畴，更没有达到女权的高度，但他的思想和实践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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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占天下人口之半，本身即是社会一重要

组成部分，兼及家庭、生育和哺育子女，影响至大

且深。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尤其是两

宋以降，女子地位十分低下。“中国人对于女性

根本上就怀疑”，直至 1926 年，《生活》周刊上还

刊载一组文章，用搜集到的民间歌谣生动地描述

了中国女子从生到死的“各种痛苦情形”［1］。旧

时的中国女子，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女子，往往处于

无权、无助、无奈的地位，处境堪怜。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运行，“世

界人类分男女两部，习惯上对于男子很发展，对于

女子却剥夺她的自由，不准她发展，这就是社会的

‘半身不遂’的病。社会有了‘半身不遂’的病，当

然不是健全的社会了。”［2］中国自步入近代以来，

也在某些方面具有了近代文明的特征，时代的进

步要求女性由幕后走向前台，发挥出她们的聪明

才智，担当起她们应有的社会责任，享受她们应有

的权利，“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

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

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因此，女性角色的

突显不仅有利于女子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

的发展，而其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是女子应有受教

育的权利和机会。

一、近代女学思潮的兴起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风东渐和时代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子教育对于女子自身、对于家

庭和社会的重要性，也尝试着提出兴盛女学的具

体措施和步骤。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指出: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

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

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

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
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

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

而化之; 纺绣精妙，书算通明; 复能相子佐夫，不致

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
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4］

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看来，女子教育有很多

好处。“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

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

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通过教育展现其优

长，“建大议，行大事”。“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

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人之意乎”。同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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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女子教育，可以改变人们对女子的看法，“生男

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这在当时值得国人

重视，在旧中国，“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

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这都是“女学坠废所

致耳”。若能振兴女学，“使皆读书明理”，那么，

“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轻视妇女之心

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5］，能够起到移

风易俗和影响社会心理的作用。
西方社会有一句名言: “欲验一国文野程度，

当以其妇人之地位为尺量。”［6］然而，在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与政治落后、民生凋敝等问

题一样，倡女权、兴女学，也是一个步履维艰的问

题，还有“重门铁锁最不可打破”［7］42 之关口。旧

势力、旧习俗大行其道，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

机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仍禁锢着人们的

思想，严重阻碍了女子人格的健全和精神境界的

升华，制约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及家庭的和谐美满，

也束缚了社会的进步。
1902 年 8 月 15 日，在清政府颁布的中国近

代第一个学制系统壬寅学制里没有女子教育的规

定，女子教育被排斥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1904
年 1 月 13 日，在清政府颁布并实际实行的癸卯学

制里仅将女学包括在家庭教育之内，“以蒙养院

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8］398。学制

的制定者认为，女子教育，应该是“教以为女、为

妇、为母之道”，而“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

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 且不宜多读

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

父母、夫婿之风”。所以，“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

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

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

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故女学之无弊

者，惟有家庭教育。”［8］400“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

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8］398这种女子教育

的观念有着深厚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根柢。晚

清时期，中国驻美公使见到“美国学堂林立”，“有

男孩读书之学堂，有女孩读书之学堂，并黑人亦有

学堂”［9］，很是诧异，这在同时期的中国是不可思

议的。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得到官方确认是 1907
年，是年 3 月 8 日，在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师范学

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里，规定了女子师

范教育和女子小学教育的内容，才将女子教育纳

入国家教育制度之内。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

在更新，女子教育逐渐得到一些有识者的认可和

重视，张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二、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张謇( 1853—1926 年) ，字季直，号啬庵，江苏

通州( 今南通) 人，1894 年恩科状元。晚清危殆的

局势，激发了张謇对国家前途命运和自身人生走

向的思考，他决心放弃仕途而走实业和教育救国

之路，“舍仕宦而求实业”，并“捐实业之所获以兴

教育”［10］167，最终成为一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张謇因拥有状元头衔而兴办实业

和教育备受瞩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

留下深刻印迹。
在国势凌夷、国权沦丧的年代里，张謇怀着深

沉的忧思，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中国今日国势

衰弱 极 矣，国 望 亏 损 极 矣”，而“国 者 民 之

积”［10］69，欲求国家之富强，必当有新知识、新精神

的国民，“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

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

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

先从师范始”［10］70。1903 年张謇创立通州师范学

校。此时旧式科举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废

科举、兴学堂的呼声逐渐成为思想开通者的共识，

但科举取士制度还没有最终废除，张謇一生热衷

于科举考试并为此耗去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最

终也是科举制度的获益者。但他在时代潮流的激

荡下，心系国家前途命运，认识到新式教育的先进

性，毅然摒弃科举旧制，用新式教育培养国家和社

会所需人才，足见其远见卓识。
“世苟文明，学不可遗女子”［10］166。在兴办师

范教育的同时，张謇对女子教育也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他不满把女子的才和德对立起来的流俗，

愤激地写道: “华俗相传，女子无才便是德; 崇欧

风者，诋我国无女学。两说相激，若流丸之震荡而

绝驰，何日得瓯臾之止也?”［11］106他剖析此种观念

产生的原因:“缙绅阀阅之家，其女子犹得与男子

享同等之教育。而所谓教者，又或偏于文字词章

之见，由是脂粉简篇扬波于华。而一二不自检柙

之女子，益荡决其所为教，而恶而矫之者，乃有无

才是德之过论。”他叹惋道: “学之不明，而千百年

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鉴于此种情势，张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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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欲 救 其 弊，惟 有 兴 学。兴 学 之 本，惟 有 师

范”［11］107。“国民教育之不可无师，乃设师范学

校。以女子教育之不可无师，与国民教育之尤须

有母，更设女子师范学校”［12］367。在兴办师范学

校之后，在一些热心人士的支持和推动下，1905
年张謇又在通州 ( 今南通) 创设女子师范学校，

“为女子师范之豫备”［11］107，“俾地方女子不困于

无学之苦”［10］347，并次第在各处建立女子小学。
张謇为女子师范学校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师范学

校的学生，在最后一学期，应至附属小学实习教

育。实习之前，“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

于既习之后”。如此实行多年，成绩斐然，“为海

内外教育家所嘉许”［12］367－368。张謇深望这些在女

师范求学的人，确能学有所成，“将来担任小学校

事务的，把己所学的来教人”［10］577。张謇设想，如

若教育得法，这些由师范生培养的小学生再升入

师范或中学，如此层层推进，从而得到普及教育的

目的。
“无知识即不能助人，无益于世，无益于人，

无益于家庭。”［10］552“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

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这种“能自由能独

立”的女子，牵连国人品格的塑造和民族国家的

未来，“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

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

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既如此，

则“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

所以因势利用之”［13］。张謇将求知识与女子自身

的发展、家庭、社会联系起来，从挽救国家前途命

运的高度倡言女子教育，符合近代女学、女权发展

进步的理念，体现出阔大的视野与悠远的关怀，也

是对陈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挑战。

三、寓于生活生产实践的品行修炼

张謇崇尚“务实而有用之学”，“知治天下之

道，始于日用饮食之微”，深信“风俗之浮薄皆于

高谈性命而鄙斥日用之徒”［14］191。在实际兴办女

学的过程中，张謇很注重女子精神品格的陶熔。
他倡导女子将学知识和学技能与自身精神面貌、
生存状态、品行修为融为一体，并扩大到家国和社

会，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提供力量。这种

品性的塑造并不是形而上的说教，而是有着浓厚

的现实关怀，体现在家居日用之中。“家政者，女

子有益于世莫大之事业也。事业从学始。家政一

科，多是作法，而妇德寓焉。无徒手空言而可为道

德者”［10］167。女 子 师 范 学 校“对 于 家 事 向 甚 重

视”，以养成“勤朴之风”。家政“于一己人格、一

家生计，均有莫大影响”［10］552，“服习家政亦今日

女子之先务”［10］638。
张謇鼓 励 女 子 自 立 自 为，摒 弃 依 赖 心 理。

“举一方女界所希望之光明，尽委心听命于男子，

以为迟速，而世界自立立人之美德，绝无与于女

子”。“依赖习成”，张謇深耻之。对于正在兴办

的女子师范教育，张謇号召女界不应做个旁观者，

“各量愿力，捐施金钱，襄助女子师范学校之建

设”［11］107。1903 年，张謇应邀去日本考察，此行张

謇对日本学生的勤勉和自理能力印象深刻，多年

后，张謇仍深有感触地说: “二十年前，余参观日

本实业教育，其学生勤俭之风，实令人钦敬。学校

扫除等事，必由学生自为之。而终朝佐餐，总是咸

罗卜干几条，尤为难能”，张謇甚望女子师范学校

的学生也能养成彼等的品行。［10］555

张謇教导“女子在家，当贻令名于父母，嫁则

当分家政于夫”［10］347。怎样才能有令名，怎样才

能分家政，张謇认为女子应该积极投身于实际的

事务中，置身于实业之中。“夫实业……为人类

之不可或缺者矣。人民之生活本此，即教育之目

的在此。”［10］183可惜当时女界状况堪忧: “乡居者

大抵 能 以 耕 织 佐 生 计，城 市 则 习 于 逸 而 愈

贫。”［12］428“城市女子日晡而起，捧水烟、赌纸牌者

比比也，浮惰不振，又不足以赡衣食，风俗之日下

而日广，有吾所不忍言者矣”。为矫治浇风，张謇

创办了女工传习所，教授女子刺绣和编织。张謇

深望女子学得一二种技术，可谋得生计。他一厢

情愿地认为传习所创办后，“女界之来学者且恐

后也”，孰知当时风气闭塞，“应者寥寥，乃出于意

料之外”。无奈之下，张謇登报力辟此不良世风，

认为女子不耕不织，“有可资生之所而又不习”，

并不是女子天性如此，是社会风习使然，警醒女子

的父母和丈夫都应反思这个问题。［10］347张謇倡导

女子从事实业改良社会风气的意图是明显的。
近代提倡女权的进步人士认为，女子如若获

得权利，“女子们须得更进一步要从社会经济制

度之下，追求一个真正根本的解放方法”［15］，“至

少须能经济自立”［16］。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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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投身社会生产实践，在实际生产劳动中改造

生活状态和精神样貌，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主张和

实践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张謇是生活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年代里的人

物，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全国所有的妇女，

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

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

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17］。正因如此，生

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女子亟需教育，“不读书则

无智识，无智识则不能办事。所谓相夫，所谓内

助，皆虚言也。且权利思想之发达，乃藉读书以养

成。”［7］50 贫弱的中国需要女子教育，“女学最盛

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

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

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
斯、土耳其是也”［18］，女学关系国家兴衰。在此情

势之下，从传统的农业中国成长起来的、通过熟读

四书五经博取科名的状元张謇敏锐地窥测到时代

的变化，顺应时代趋向，倡导并兴办女学，实行女

子实业教育，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非比寻常的作用。

四、张謇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局限性

然而张謇毕竟是近代中国新旧递嬗时代的人

物，他生长在旧时顽固风习浓烈的乡村，出生在贫

寒的耕读之家，长期为应付科举考试沉浸于旧式

的诗书典籍之中，与之交游的也多是传统士子官

绅，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和主张，不免带有旧时代的

痕迹。对当时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学说

不能赞同，颇有微词: “若如浮嚣之士所喜谈者，

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

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 能自安乎?”对自

由、平等之说他有自己的理解:“愿诸生一己则思

尽秩序之义为自由，对大众则思能普及教育为平

等。”告诫青年学生“毋沿口口相传之谬说”［10］75。
他为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校歌更是精准地表达了

他的办学思想和女子教育旨趣:“人生必有家，家

政赖女治。女知向学明义礼，相夫教子可与古之

贤母令妻比。养成贤令材，道从师范始，师有范兮

范女子。”［14］713

1921 年，他在为家中女子制订的约章中规

定，女子应“起居有节”“功课有恒”“出入有经”
“言动有礼”“用度有准”。在“功课有恒”里规

定，女子应习字、习绣，读《论语》《孟子》《礼记》
等书，星期日要学做国文，夜里要作针黹; 在“出

入有经”里规定，“勿无事出门，勿滥应酬，勿结伴

买物、游行街市，勿群聚作不规则之谈笑，勿轻易

看戏”; 在“言动有礼”里规定，“对尊长无论当面

背后，须恭敬。与尊长问答须婉顺。行止 须 从

容”，“勿多事，勿多言”［12］531。旧式思想赫然在

目，在他看来，只有这些符合传统阃范的举止和修

为才是一个淳良女子应有的模样。
张謇所崇尚的是女子勤能、俭朴的品性，这种

观念部分来自于生活经验和他自身的感悟，来自

于自己的母亲和兄嫂的行为，“女子之能勤职分，

有裨于家甚大”［10］347。此种观点仍属于传统的贤

妻良母的范畴，这与当时清政府官方对女子的培

养目标是一致的。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女学堂章程

对培养“为女、为妇、为母之道”的女德很是崇重，

强调“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

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

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8］584。“女子教育为国民

教育之根基，故凡学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

育以为补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

赖贤母; 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凡为女子师

范教习者，务于此旨体认真切，教导不怠”［8］585。
检视张謇女子教育思想主张与此时期清政府的教

育宗旨十分相像，这不奇怪，张謇与那些女子教育

章程的制定者生活于相同的社会氛围里，有着相

似的心理和思想，他们同属一个群体。他对女子

品行的要求，是传统男权社会对女子的审美意念，

不追求女子自由独立全面的发展，更没有达到女

权的高度。他本人也是纳妾的，对待妻妾也有尊

卑之别。
尽管张謇的女子教育思想仍有不少传统的印

迹，呈现出大变革时代趋新人物思想的驳杂性和

过渡性。但不必苛求古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

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出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

西”［19］。相较于前辈，张謇已有了不小的进步，张

謇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他的思想主张和

业绩适应中国社会前进的时代诉求，是后来中国

女学、女权进步发展的基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些有识之士不畏遗俗之累砥

砺前行，在艰辛探索中改变客观条件，也逐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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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的认知。在那个守旧积习还很浓厚的时

代，张謇的思想和实践已属不易，他做了一个旧时

士绅需要勇气、识见、智慧和财力才能做的事情。
在中国兴办女学、倡导女权的途程中，张謇也有其

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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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Ｒise of Modern Women’s Studies

ZHOU Yu-qi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Neijiang Sichuan 641112，China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Modern China，Zhang Jian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er-
eotype that women’s lack of talent is virtue and resolutely set up women’s education so that local women did
not suffer from lack of education． Zhang Jian paid attention to the melting of women’s spiritual character． That
is，to integrate learn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women’s own spiritual outlook，living conditions and con-
duct，and expand it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It also had the intention of changing the living appearance and
social atmosphere of women． However，Zhang Jian was a man of the era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in
modern China． His ideas and propositions on women’s education inevitably bore the traces of the old times． He
did not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women and did not reach the height of women’s
rights．

Key words: Modern China; modern women’s studies; Zhang Jian; women’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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