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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职业与性别
———近代女子习医论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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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思潮中，女医生常常与女教师、女职员相提并论，医生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之

一。对女医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研究，大多强调其于伸张女权、解放女性的意义，即女医“证明”了女权思潮的成功。文章从西

医东渐、妇女解放、性别与疾病建构等多重视角，再探近代女子习医论的内涵及其演进过程。女子习医最初被置于西医东渐的

脉络中，夹杂着对域外文明的憧憬与想象。随着女权主义观念的传播，女子习医逐渐成为女学的一个门类，并与国族、女权等

话语发生联结。女性特质决定女性适合习医的逻辑，强调并具化了女性的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亦包含了职业家庭化的诉求。

与此同时，“宁治男子，莫医妇人”的性别与医学建构，被利用来为女子习医开辟路径，强调女病应由女医诊治，并将女医的实践

限定在产科、妇科、儿科等医疗领域，进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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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s，women doctors are often regarded together with women teachers and

women professionals as one of the professions appropriate for women． Studies of women doctors as a newly rising professional group by

and large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women’s rights and liberation，namely，women doctors who have attested the success

of the demand of women’s righ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ent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women’s practice of medicin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rom western medicine introduced to China，through women’s liberation and gende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Women’s practice of medicine origina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as well as Chinese imagin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Under the spread of feminism women’s practice of medicine becomes a feminist subject matter intersecting with discourses

of nation and women’s rights． The claim that femininity fits women better for practicing medicine emphasizes and in fact helps

materialize women’s double responsibilities for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he desire to extend women’s traditional family role into their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the old Chinese practice of“treating men rather than women”has led to the thinking that

women’s illness should be treated by women，limiting women doctors in the field of maternal care，gynecology and pediatrics and

reinforcing gender － based segregation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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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性医者提供了男性医者所

不能提供的服务，这种社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性别隔离所造成的。自宋代以后，这种性别隔离

日益严格。宋代以前，不论是拥有各科经验的“三姑

六婆”①，还是具备特殊技能或处方的女医，时常出

现在文人著作或地方志中。尽管在这些论述中，女

性医者的身份与地位通常是隐晦不明的，但历史学

者的研究拨开了云雾。事实上，女性医者满足了各

种阶层的女性就医需求:“来自平常百姓家的女医者

有较专精手艺式的医疗技术，例如针灸、艾灸或是皮

肤疾病的手术”，“那些来自与皇室较有关系的大家

族的女医，则完全是妇女疾病的专家”［1］(P366)。明清

时期，尽管男性文人或医者对这些女性医者不断抨

击斥责，并试图采取控制措施，但由于反对女人进入

公共领域的理学在 12 世纪后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

更为严格的性别隔离，反而促进了对治疗女性疾病

的女医的需求［2］(PP240－241)。
19 世纪中期以后，在迅速生成与转变的各种社

会思潮中，女医及其形象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在妇

女解放的呼声中，女医生常常与女教师、女职员等女

性职业群体相提并论，医生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

事的职业之一。作为妇女解放的代言人，女医及其

演变被纳入女权话语，获得了更为凸显的身份与地

位。女子习医、女子业医等言论应时而出，在某种程

度上“证明”了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的成功。近代

社会变迁催生了包括女工、女教师、女记者、女律师、
女电影明星、女舞者、女招待、女职员等在内的多种

女性从业人员。其中，医生( 包括中医和西医) 、护

士、助产士等职业，因其与新知识、现代性的高度契

合，成为众多新女性的选择。与女工相比，女医生、
女教师、女记者等女性群体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

更为优越，因此，她们往往被认为更有可能为自己创

造出自身“解放”的条件，是妇女解放与妇女运动的

“中坚”力量［3］(PP241－242)。包括女医生在内的妇女职业

领域的拓展，通常被纳入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

脉络下加以论述［4］(PP253－260)。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的女子习医论可以在多重

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女子习医论起初出现在有关

“西女精医”的故事与形象之中，中国是这些故事与

形象的发生地。随着女权主义及其观念的传播，医

学逐渐成为女学的一个门类，并与国族、女权等话语

发生联结。女子习医虽是男女平权口号下的妇女解

放实践，但女子因性格柔和、心思细密的天性而适于

业医的逻辑，实则亦包含了将职业家庭化的诉求，这

一诉求在“五四”以后调和家庭与就业矛盾的论述

中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宁治男子，莫医妇人”的

性别与医学建构，强化了女病应由女医诊治的医疗

观念，并将女医的实践限定在产科、妇科、儿科等医

疗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稳婆等传统女性医疗照顾

者则继续充当被讨伐与排挤的对象，女医者内部的

权力关系逐渐生成。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女医”泛指近代中国

的女性医者，主要是女西医与女中医，不包括护士、
助产士等医疗辅助者。当然，女医群体并非铁板一

块，其具体言说大多带有或中或西的鲜明立场，需要

特别标明其中医或西医的身份认同，不同的身份认

同凸显了不同女医群体间的区隔。所谓“习医”或

“业医”，其内涵是通过学校或师徒制的医学教育获

得相关医学知识与技能; 有时也涵盖学习一般的医

学技能，如家庭卫生常识、护理与急救技能 ( 看护

术) 等，这些技能恰恰表明了女子习医所兼具的家庭

与社会双重意涵。而“近代”虽泛指 19 世纪中叶以

后约一百年的时间，但在本文中更聚焦于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来华传教女医及其呈现出的女医形象使

女子习医与业医问题浮出水面，此后数十年间，有关

女子习医的言论不论具体内容为何，始终围绕医学、
职业与性别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

二、从西医东渐到妇女解放

女性作为医者，古今中外皆有之。在男性占统

治地位的医学领域中，女医很可能是被声讨或排挤

的对象，但由于社会对女医的实际需要，女子业医尚

未构成公众视野下的“社会问题”。19 世纪中叶以

后西方国家的女医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为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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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姑六婆”中的药婆( 卖药) 、稳婆( 接生) 是女性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提供了重新审视女医群体的契机。
1879 年的天津，李鸿章夫人莫氏病重。李鸿章

根据西医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的建议，

从北京请来美以美会的女传教医生赫慧德( Leonora
Howard，一译“哈华脱”) 到李府施治，两个月之后李

夫人病愈［5］。此后，赫慧德在天津设立女医院，并于

1882 年至 1883 年间至少三次为李鸿章夫人及母亲

治病，皆“妙手回春”“手到病除”［6］［7］［8］。
1883 年 1 月，李鸿章夫人又一次“玉体违和”，

“重延泰西女医诊视，闻津沽数女医无闲暇，华人之

就医而乞药者，接踵而至，且有医所二处，亦归其管

理也”［9］。此报道出自寓津西人，描绘了在华西方国

家女医执业的繁忙景象，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西方

医学为华人所信服，且大获成功。
西方国家女医的“成功”为国人提倡女子习医

提供了理据，女子习医开始被置于西医东渐的脉络

之下。晚清媒介对西方国家女医的“神技”大加赞

赏，认为她们代表了西医的先进性与专业性。上海

西门 妇 孺 医 院 的 女 医 瑞 福 斯 奈 德 ( Elizabeth
Ｒeifsnyder，一译“丽盈始乃逗”) ②向世人展示了西

医的优越技艺:“西国女医名丽盈始乃逗者，妇科其

专门也，而旁通外科。有徽妇生一瘤，其大无匹，就

医于虹口之同仁医院，女医按之曰，是可治。出利刃

而剜之，下敷以药，匝月而愈。”对此类手术束手无策

的华医听闻，“将不免舌跷不下，首俯不禁矣”［10］。
同时代的美国培养了一批瑞福斯奈德式的女

医。其中最有声望的当属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

( Elizabeth Blackwell) ，她于 1849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

位，是美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的女性。布莱克维尔毕生都在致力于女子医学教

育，努力打通高等女子医学教育之门，并使女性获得

执业资格。
一位国人以域外经验反观中国，论述培养中国

女子习医的必要性: “美国( 职业) 妇女……不可以

车载斗量，而其尤多者为医业。中国妇女业医者，竟

不常见。”［11］此位国人曾在杭州、绍兴两地各遇见女

医一人，表示虽然难免孤陋寡闻，但是推测中国女医

数量定不如美国之众。究其原因，乃在于女子的行

动范围被限制于家庭之内［11］。1896 年，《申报》上一

篇题为《劝妇女习医学说》的文章直接将女子习医

与振兴中国医学联系起来: “中国既有志振兴医学，

其可令妇女而不习为医哉!”［12］以胎产为例，中国人

认为胎儿在母体中临产时转身而下，西医则认为胎

儿本就蜷缩而倒生腹中。文章作者曾游历日本大学

医科，见解剖孕妇尸体，胎儿均为倒生，于是信服西

医所说，进而提倡“妇女习医而兼习收生”［12］。
尽管上述论说提出将习医或业医作为女性走出

家庭的一种途径，但其宗旨主要在于汲取西医所长，

推进中国医学的发展。换言之，其中的女医性别身份

与特质较之后来尚未凸显。与此同时或稍晚，女子习

医逐渐融入女权话语，女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职业，

可以使女子从“分利”转向“生利”，自助而后助人。
在《劝妇女习医学说》发表的同年，梁启超完成了

《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不仅对留学美国的女医康成做

了传记性介绍，更想象了康成与另一位女医石美玉在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场景③。在康成身上，梁

启超表达了对女性负笈求学、扬我国威的敬仰，亦描

绘了中国二万万女性进入公领域的愿景［13］(P79)。
作为晚清革命女权的最有力的代表者，秋瑾通

过她未完成的自传体弹词小说《精卫石》建构了女

性进入公领域的实践路径。在第五回“美雨欧风顿

起沉疴宿疾，发聋振聩造成儿女英雄”中，她描写了

西方国家男女同入学堂，女子从事各种工作的情景，

表达出欣羡之情:

大家都入学堂的，教育无非彼此间。求得学艺

堪自立，女儿执业亦同焉。有许多女子经商或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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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瑞福斯奈德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医科大学，受美国基督教女子联合会派遣于 1883 年来华，1885 年创办上海西

门妇孺医院( 英文名为 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并兼任院长，直至 1916 年回美。参见

《红房子 130 年》编委会编:《红房子 130 年》，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康成与石美玉同于 1896 年秋回国，而后在九江、天津、上海等多地执业。有关二者的详细研究，参见［美］Connie A．
Shemo 著，程文、涂明华译:《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 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年。康成、石美玉、金韵梅和许金訇是晚清最早赴美习医而后归国的四位著名女医者。



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

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

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人人独立精神足，不用

依人作靠山［14］(PP215－216)。
在秋瑾创作的文本中，西方男女平等，自食其力，

互不依赖，女权昌盛。众多女性可以选择在报馆、医
院等新兴社会机构中开展自己的职业。秋瑾通过小

说主人公之口，建议女子出洋求学，以获得与男子同

等的地位。此外，秋瑾在其唯一一本译作《看护学教

程》中，号召女子学习看护，借此阐发了异于革命的另

一条女权路径。这一路径并非强调女子与男子的同

等地位或权利，而是基于女子“紧密周致”的天性，发

挥其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职能:“男子性质常粗率疏忽，

远不若女子之紧密周致，此所以看护之职，常以女子

为多也。”［15］( PP222－223) 由此而论，女子因其天性，“幼而

事父母，壮而事舅姑，长而育儿女，固其本分之事”，

“平时则能保社会安宁，战时则抚慰出征军旅之伤

痍，以振其勇气”［15］(PP222－223)。秋瑾希望女性“热心爱

群”，从事看护事业，反对将其视为“贱业”。
如果说秋瑾只是将女子习医构想为女权实践的

途径之一，那么以张竹君④为代表的清末民初女医

者，则以实际行动在女医职业与妇女解放之间建构

了切实的关联。作为近代较早习医的女性，张竹君

在医学之外，对政治也给予了相当关注，被认为是

“妇女运动之开山始祖”“妇女界之梁启超”。从 20
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后，张竹君的媒介形象演变历

经“女豪杰”、扶植女界的“实行家”以及“战地女医

生”三个阶段。不同媒介形象展示了张竹君社会身

份的多重面向，这些身份却有着共同的摆脱家庭走

向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特质［16］。
尽管如此，张竹君对以女子从军或女子参政来

争取“女权”的模式并不认同，而认为只有“女学”发

达，“女权”才会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因此，尽管张

竹君对女性解放话语积极接纳，并一度以“女政治

家”的身份现身各类政治事件，却依旧秉持“女医

师”的职业角色。为了伸张女学，她的设想之一就是

以医学为一技之长，实现“自立”之途⑤。她曾与汤

尔和创办“卫生讲习会”，讲授“生理卫生及诊病法

与体操”等要略; 还与李平书创立“女子中西医学

院”，意在培养贯通中西医的女性医者［17］。由此而

论，女子习医乃作为女学的一种门类而被倡导，进而

加深了其与女权的联结⑥。在辛亥革命的激进浪潮

退去后，一方面，稳定的政治社会需要更为切实的妇

女解放目标，相较于女子参政诉求，包括女子习医在

内的女性教育与职业的拓展更易受到青睐; 另一方

面，女子习医论逐渐成为国族、女权等话语的题中之

意，西医神技转而服务于实现民族尊严与男女平等

的更高目标。
从晚清西方国家女医来华所展示的先进技艺，

到清末女权革命浪潮所倡导的女子职业，女子习医

论在这两种历史脉络中若隐若现。1916 年，刚刚进

入《东方杂志》的胡愈之纵观中外女医历史，对女子

习医与女权扩张的关系提出了不同观点:

识者多谓今日妇女业医之发达，实近世女权扩张

之结果，熟于掌故者则不谓然。盖就实际言之，世界人

种开化之先，无不以妇女司医药之任，其后男子权力发

达，疗病之职，始移诸男子之手中。十五世纪之初，欧洲

诸国之男医生，曾缔结同盟，排斥女子之业医。降至十

九世纪，女医势力乃复澎湃，渐复古代之状况云［18］。
胡愈之认为，女子习医或业医古已有之，女医在

15 世纪以后的式微乃男医同盟排斥的结果，近代以

来女医的复兴态势，与近代女权扩张实无关联。以

英国而论，英国封建时代的妇女多谙外科术，能治疗

受伤之武士，教会法律亦规定准许英国妇女从事医

95

④

⑤

⑥

张竹君出生于广东番禺，并接受西医教育，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兴办女子实业、创立女医学堂，并在辛亥革命期间组织

战地救护。
有关张竹君与晚清女权主义者如秋瑾、何震等人对“女权”及社会性别角色的不同理解，亦可参见［日］须藤瑞代著，郑

岩芳译:《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载王政、高彦颐主编:《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第 1－22 页。
有关女学与医学关系的讨论，亦可参见徐晨光:《女学与医学: 近代中国“女子宜习医”思潮之兴起》，载梁景和主编:《社

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08－212 页。



药业。英国及欧洲大陆各修道院皆附设病院，以专

精医术之女僧来管理。这与中国古代女医的职能

( 如擅于手术) 以及被男医排挤的情形颇为相似。
随着西方国家女子医学教育壁垒被打破，加之女权

运动的推波助澜，“女医之发达，尤可断言”［18］。“女

子性 质 温 柔 精 细，使 治 医 学，自 较 男 子 为 相 近

也”［18］，女子天性使得女子适于习医，进而有益于家

庭与社会，“夫人之视医院，实无异于家庭也，善哉、
慈祥、温和为女子之天性，苟能加以科学之智识，教

以疗病之技能，俾其利人而济世，所谓人道主义者不

当如是耶?”［18］新时代的教育与科学可以确保女医

习得新技能，恢复这一古老职业的地位，更重要的

是，赋予女性新的社会与国家责任。尽管胡愈之否

定女子业医与女权扩张之间的关系，但却指出女子

天性为女子习医提供了优越于男子的条件，于家庭、
社会皆有利焉。在“五四”以后的妇女解放话语中，

女性特质决定女性适于习医的逻辑持续回响，强调

并具化了女性肩负的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
三、救济人群与操持家务

“五四”以后，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推进，特别是

教育平权、经济独立、恋爱自由的观念迅速传播，女

子习医与妇女解放之间的联结愈发明显。有关女子

职业的论述，仍遵循“分利”“生利”的经济独立与女

权主义主张。其论调是，中国数千年“男主外，女主

内”的礼法束缚，使得男子终日劳累，女子却无所事

事，男子为供养妻子不惜侵没公款，收受贿赂，致使

国将不国。因此，女子应谋职业，以“减少男子生计

之累”，“有益于家庭、有益于国家实非鲜矣”［19］。妇

科医生、保姆、看护、画家、刺绣、纺织、裁缝，皆为适

于女子之职业。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女子业医者，但

只有“一二妇女标诊治小儿科之名，行欺骗钱财之

术，甚至误人生命”［19］。女子应专习妇科，“不独有

助于家庭生计，且于社会上亦有补益”［19］。
“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对父权、夫权等压制女性的

制度提出挑战，把“妇女走出家门”与妇女解放等同起

来，而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成为“妇女走

出家门”的隐喻。尽管对“娜拉出走”后的争论与焦虑

仍不时被提及，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有更多

的女性走出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上海是近代从

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1920 年，当时 75 万左右的

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约有 30 万之众，占整个女

性人口的近一半。其中，教师、医生职业人数虽少，却

排在最前面，被称为“很有价值的生活”［20］。

女子习医或业医成为可能，首先得益于女医学

校的创办以及综合医学院向女性敞开大门。早期女

子医学教育主要在教会医院中展开，来华传教医生

培养女性医护人员，不仅是为了拯救“迷信异端、深
投罗网”的中国姊妹，而且是为了满足以少数医者应

对众多女性病患的实际医疗需要［21］。但这种早期的

女子医学教育形式通常是松散的，直到女医学校的

创办，女子习医才开始制度化的进程。自晚清至民

国，专门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有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广州夏葛医学院、北平协和女子医学院、上海女子医

学院等。据 1916 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学医学生人数

约为 1940 人，其中 129 人为女学生，约占学生总数

的 6． 6%［22］(P70)。1922 年，中 国 教 育 委 员 会 报 告 提

出:“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在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

院，而在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之机

会。”［23］1933 年，中国男女同招的综合医学校有 25

所，在校女生 619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6． 9%［23］。在

近 20 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医学教育的拓展与学医人

数的增加，女性医学生的比例亦有所提升。

与此相应，执业女医的数量亦不断增多。上海

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从业最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很

多女医的生平活动都与上海发生关联。在 1909 年

的《上海指南》中，张竹君是仅有的四位著名华人西

医中唯一的女性。1925 年《上海商业名录》所统计

的中、西女医约有 20 余名。20 世纪 50 年代初，这一

数字上升至约有 350 名。其中，上海市区开业西医

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几近1 ∶ 10［24］(PP311－312)⑦。

与男医相比，女医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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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商业名录中的女医数字或来自卫生行政机关根据申领执照者的统计，执业女医的实际数量要高于此。但女医与男医的

数量比例基本属实。1936 年的上海医师公会中，会员计 344 人，其中女性医师 33 人，女、男医师人数比例亦约 1 ∶ 10。参

见《上海医师公会会员名录》，档案号 Q6－18－298－1，上海档案馆馆藏。



其他职业女性相比，女医者脱颖而出，医生被认为是

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

女子可以从事之职业至多，若教员，若经商，若

育养，均得依其资格而为。窃以为未有如学医之最

适宜于女子。盖女子心静而专，气柔而婉，非男子所

得企及，研究医理，其成绩必高出乎男子之上。尝闻

女生在校学医，每次解剖人体之记录，必较男生精

详，彼等温柔之特性，可使锐利之钢刀，缓缓割下; 如

能剖头部时，在粗暴之男生，必一刀分为两半，彼等

却先将脑部连贯处与构造看清楚，然后割开，其心思

缜密，有如此者［25］。
上述女医学生在解剖人体时的缜密与胆识———

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退缩或慌张———令人印象深刻，

“学医学之最适宜于女子”俨然无可争议。一位来

自湖南医专的女医学生( 或是女医生) 提醒女性面

对五花八门的女子职业如何选择，如何自立，皆须审

慎对待:“惟择业不厌其烦难，尤忌其变易，夫以妇女

纯洁之身心，涉足政界，渐染贪污之习气。使卑鄙之

徒，目为花瓶衣架者，诚丧女界人格。”［26］故而“妇女

之职志，独适于医学”，“今女医果发达，自医而亦以

医人，妇女界共蒙无疆之休，小儿身体之发育，并受

其福，既强种强国，且可借谋生活”［26］。随着战争危

险日益临近，国民政府于 1933 年颁行《高级中学军

事看护课程标准》，强制要求对高中女生施以为期两

年的军事看护教育，以“养成女生护病之技能，使能

于平日或战时应用之”⑧。该名医专女生认为“是医

学为女子唯一职务者明矣”［26］。
在这里，女医相较于其他女性职业的优越性被

不断论证。更重要的是，女子习医愈发明显地兼具

了家庭( 操持家务) 与职业( 救济人群) 的双重意涵。
娜拉出走或女子就业带来的诸如教养儿女、操持家

务等家庭问题，成为思想界“妇女回家”和“贤妻良

母”争论的核心。尽管女性就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

其家庭角色，但女医却可以借由其医药知识与慈爱

心肠，弥合二者之间的矛盾。一位女中医指出:

说到一技之能，也很不容易，因为妇女职业，必

须摆脱操持家政，然而欲操持家政，即不能服务社

会……治理家务，犹之本职，服务社会，犹之兼职。
人万不应去本分以内之职务不为，而徒事旁骛，且本

分以内的职务，犹未能治理完善，而谓为能兼顾他职

者，未之有也……女子为医，是最好没有的了! 因为

当女医师的人，一面为社会服务救济人群，一面还可

操持家政，更为了她有高深的医药卫生知识，慈爱的

心肠，对于自己的儿女，定能表现她伟大的母爱，组

织合于卫生的完善家庭……［27］

女子习医可以调和职业与家庭矛盾，这一话语

策略在建构女医职业的优越与完美的同时，也具化

了女子天性与女性特质，强化了女子习医的双重意

涵，显示出职业家庭化的趋势。这很容易令人联想

到民国时期出现的家务社会化或家务职业化的设

想，即主 张 妇 女 回 归 家 庭，让 妇 女 把 家 事 当 作 职

业［28］(P179)。女子习医强调的是把职业技能应用于家

事，虽然表面上与家务职业化背道而驰，但本质上都

是在认同传统家庭对女性母职或妻职角色诉求的基

础上，对女性如何担负社会职责所采取的不同话语

策略。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古代社会的女医，会发现

家庭对女子学医诉求的久远历史。明代女医谈允贤

及其所著《女医杂言》显示，对于终将为人妻母的女

孩而言，医学乃是所有学问中最有用的，可以用于照

顾丈夫及子女［1］(P372)。清代女医曾懿对于女性传统

的母亲和主妇角色，亦特别强调她们作为家庭健康

和卫生的守护者这一职责。此外，她对女子习医寄

予厚望，并对女性才华予以褒扬［29］。由此而论，近代

女子习医论在某种程度上乃是这一性别家庭角色的

延续。女性操持家务的主体内容如育儿、清洁、烹饪

等并未改变，只是对待家务的态度与方法需要符合

科学、效率、合理、秩序、卫生等“现代”标准。而实

现这些标准的途径就是女子接受专业化教育［30］。
女子习医即为专业化教育的一种，有助于用科学、现
代的方法发挥女性天职，虽益于家庭与社会双重职

责之实现，实蕴涵以治家而治国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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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有关中学军事看护课程，参见《部颁高级中学军事看护课程标准》，《江西教育旬刊》第 6 卷第 1 期，1933 年，第 33－35
页。



自晚清至民国，女医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加，她

们公开发表的有关女子习医或业医的言论亦不断增

多。其中，就业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不仅回应了“五

四”思想界对变化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讨论，更凸显了

女医在执业过程中所遭遇的切实困惑。与男医生相

比，女医生普遍结婚晚，独身者多。在某些情况下，

独身可能是女子习医的前提条件，也可能是执业女

医应 对 同 行 竞 争 或 践 行 个 人 信 仰 的 个 体 选

择［24］(PP330－338)。对于那些抱持独身主义的女医而言，

救济人群与操持家务之间的平衡问题自不在讨论之

列。而那些已婚或向往婚姻生活的女医者，对自身

在家庭内外所担当的双重角色表示怀疑或焦虑，对

女医该不该结婚的讨论始终是女中医刊物的热点话

题⑨。一些女西医因时常陷入职业与家庭的矛盾之

中而不得不做出取舍。鉴于家庭与事业难以两全，

女医生有时会现身说法，告诫在中国现时的社会条

件下，女子不大适合学医［31］，也有一些婚后不再行医

的例子［32］。女子习医论为女医描绘的理想前景很

难转化为双赢的现实，执业女医同时经受着职业的

解放与束缚。
不论在家庭内外如何权重，这些女医不会否认

的一个观点是，妇女解放并不简单等同于疏离家庭

或离家出走。女医选择独身也并不意味着她们漠视

家庭与儿童问题，相反，母婴健康与福祉一直是她们

关注或从事的事业。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的，个体女

医如何看待职业与家庭、民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女

权等话语之间的关联，需要加以区别论述。传教士

培养的诸如康成、石美玉、金韵梅等近代早期女西

医，其曝光度、单身女性身份以及医疗事业所赋予她

们的形象，鼓舞启发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但她们

本身并不支持这种运动。对曾懿这类来自精英家庭

的女中医而言，女性的“解放”并非意味着在公众事

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要通过抚养孩子这类家庭

贡献，为国家的建设间接付出力量［33］(PP163－164)。
中医汪士瀛总结了女子习医或业医对女子个

人、家庭乃至社会与国家的多重益处。一为服务社

会，解决民众疾苦，组织优美家庭; 二为经济独立，获

得男女平权，助长民权发达。他还引用“宁医十男

子，莫医一妇人”的谚语作为提倡女医事业的重要依

据［34］。在国家民族大义之外，女子习医指向的是数

百年来的权威男医界域及其难以触碰的女病。这一

疾病与话语建构为女性名正言顺地进入医学领域开

辟了另一条道路。
四、“宁治男子，莫医妇人”
如前所述，理学在宋明时期的长足发展，大大影

响了妇女的活动，因此也影响了社会对女医、女病的

看法。与女性有关的疾病很难纳入男性医者的医疗

实践与 书 写 之 中，从 而 逐 渐 演 变 为“难 治 之 症”。
“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小儿; 宁医十小儿，莫医一妇

人”的医学谚语，在疾病与性别之间建构了次序原

则。这一次序原则是到了明代才发生的转变( 以前

是“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 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

儿”) ，妇女的疾病变得异乎寻常地难医。有医学史

家指出，其原因在于妇科中“舍四术( 四诊) 而至求

之于意( 臆测) ，无惑乎其难之也矣”。妇女羞于就

( 男) 医，医家难于诊病。在明代一些小说中，可以

见到医家为妇女诊病时牵线诊脉的戏剧性描写，虽

然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并非完全杜撰。与此相应，

产科成为男性医者无法涉足的禁区，分娩收生成为

稳婆的专属领域［35］(P78)。
事实上，传统社会的女医( 并非稳婆) 实际从事

的医疗领域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女性特有的妇产

科疾患，其医治对象亦未特别指向女性。在女医的

性别身份与特质尚未凸显的近代早期，亦即新式女

医群体产生之初，其医疗领域与对象亦无限定。石

美玉在九江行医时期( 1896－1920 年) 被认为是很好

的全科医生，“当时的中国女医生，是包办各种内外

疾病的全才，不像美国的医生，是内外科分工精细的

专家”。而康成在南昌设立康济医馆，起初看病亦不

分男女，后因碰到不少轻薄男子，很感厌恶，改而只

看女病人［36］(PP198－199)。由此而论，近代早期业医的女

性在进入医疗领域之初，是并未专科化的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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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尚未成为专门的妇产科或儿科医生。她们治疗

的对象男女皆有，但出于自身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认

知与遵从，以康成为代表的女医转而只选择女性作

为治疗对象。
与此同时，“宁治男子，莫医妇人”这一将疾病

与性别相勾连的医学建构，开始被重新利用，为女性

进入医疗领域提供论据，转而成为女子习医的推动

机制。如前所述，1905 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共同创

办“女子中西医学院”，其公布的招生章程借用了女

病多于男病且难于诊治的医学话语，提出了“女子之

病皆由女医诊治”的解决方案。章程开头即指出，中

国医学自扁鹊后，专研女科者无人，且女子读书者

少，习医者更少。“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且往往

有隐情不能言者。以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若

外症之在下体者更无论矣。”［37］因此，该校的创办宗

旨在于“贯通中西各科医学而专重女科，使女子之病

皆由女医诊治，通悃愫而达病情”［37］。换言之，女子

习医最直接的目标即为女子之病不再假手男医。至

20 世纪 20 年代，尽管女子拥有与男子同样的习医

机会，可以在同一所医校学习同样的正规化课程，但

女子习医最为直接的目标以及女子习医独特的性别

意义仍不时被强调。一位名为陈秋渠的女医曾在美

国纽约留学，回国后亦计划创办一所女医校:

女子有病，即以男医生诊治之，无论一二不肖医

生举止轻薄，易授人以口实。而男女生理卫生种种

不同，障碍孔多，安从而神附其疗，此其故皆由中国

古代以来重男轻女，以女子为男子之附属品，积习相

沿，莫知自反，而一般女子之苦矣，而抱病之女子虽

日日就医，即谓之如不就医而无不可［38］。

女病由男医诊治，不仅打破男女大防，有损女性

名誉，而且男医不明女性生理，女病求助男医不过徒

劳。更有论者直接罗列出女子习医的六个益处: 其

一，产妇之不枉死; 其二，婴孩疾病之诊治; 其三，看

护病人之合宜; 其四，急救术之应用; 其五，生殖器病

之公开; 其六，人种之改良［25］。在“婴孩疾病之诊

治”中，疾病与性别的次序原则有所改变:

古人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又曰:“宁

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可见小儿有病，诊治实不

易。然以女子之专心精神，体贴入微，病虽万变，自

能出神入化，在吾掌控中矣。况生育儿女，本女子之

天职，以科学的方法来育儿，自然更易得法，不至常

罹病症也［25］。

在这里，女医的身份首先是女性，具备女子温柔

细致的天性，且因与其他女性有共同的生理机能( 生

儿育女) ，因而适于并且应当习医。“产妇之不枉

死”“看护病人之合宜”“生殖器病之公开”等亦出于

相似逻辑。此外，“急救术之应用”一项，包括触电、
中毒、流血、溺水等危急状况，“女子而学医，则拯己

而救人，功德当无量矣”［25］，在某种程度上，女子掌

握急救术的功德与女子习医兼具家庭与职业的双重

意涵，有异曲同工之效。最有趣的当属“人种之改

良”一项: “古时中国之身长率，约高于现在中国人

身长率十分之二，所减去十分之二之原因，必系女子

在社会上不能得一位置，惟苟安局促于家庭生活之

内，束缚其思想，笼络其肉体，始促成社会上人身长

率缩减种族之低降者也。”［25］论者将中国人身高之

减少归咎于女性空间被限定于家庭之中，而女子习

医一则可服务社会，二则有助于未来中国人体格魁

伟，俨然已被附会提升至种族前途的高度。
女性身体的特质性延续了古老的议题，同时，在

迅速变化的近代社会中，女性身体解放的困顿在女

病建构中可见一斑。当时的报纸广告在兜售中西大

药房的妇科药“八珍汤”时，直接引用“宁治男子，莫

医妇人”的医学话语，以证明此药在医治“构造复

杂”的妇女、“极难医治”的女病方面的功效［39］。女

病难治不仅可以从女性生理构造与男性不同来解

释，更因“妇女性情，每多偏执，羞耻心理，过于常人，

病涉幽隐，每不直言”，且“近代妇女，交际繁多，放

纵之弊日深，而月经之病症益显”［34］，女性自身性情

之偏执与行为之放纵也要对女病难医负责。
“宁治男子，莫医妇人”的性别与医学建构，不

仅强调了女病的特异性，也暗示着规训女性病人就

医行为的需要与可能。女性应学习如何做一个女病

人，换言之，妇女就医亦须解放。一位妇科男中医讲

述道，诊察妇女疾病时“非特不能裸体以检查其局

部，若多问其疾苦，探索病原，每有面泛红光、含羞赧

颜、低头不语者，此诊断妇女忧忧乎其难也”［40］。中

医只以脉诊诊断女病，无法施行望诊、问诊，贸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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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致使复诊又复诊，病不得治，归根结底，“病家妇

女不肯解放，致碍医生之诊断”，更有无知妇人“对

于医生过意默而不言，以试医生本领之大小、诊断之

确否”［40］。该医生疾呼，女性为解脱肉身上之痛苦，

即便裸体接受诊察又有何羞耻［40］?

尽管男性医者表达了介入女病诊疗的意愿，但

也透露出“知难而退”的想法瑏瑠。男医自身的业医经

验使其对男医治女病之诸多不便深有体会:“因为女

子都有羞耻的观念，见了同性的医生似乎可以互相

比较彻底的了解，一切底隐秘都可以告诉出来”［41］，

因此在这过渡时代，“为体恤病家起见”，治疗女病

的任务只好让女医去做［41］。女医生似乎也不谋而

合，现身说法，号召女子习医以独占男医生视为“难

医”而“不愿医”的“妇幼”两科:

诚以女子之“心理”“生理”与男子不同，自非女

子自身不能知道，以“女医”而治妇女，则怕羞难言

之事可免，……以“妇女”而治“幼科”，则孩子疾苦

之不能言者，以妇女之经验诊断之，自可十全其九，

则早日“男 医”之 视 为 畏 途 之“幼 科”亦 可 一 举

解决［42］。
与此相应，不论是接受医学院教育还是继承家

学开业的女医，在自我宣传的过程中，都积极利用女

医治女病的性别与疾病话语，着意表明其女性身份

以及对产科、妇科、儿科这些领域的精通:

德医陈志方女士为大律师陈瑛永霖先生女公

子，在德医学家所组之同德医科大学毕业，潜心探讨

世界新医学，实能升堂入室。溯女士学医初意因鉴

于国内女界之知新医者寥寥无几，至习德医者更属

少数，而一般女界患病者，以性别关系未便举所有苦

痛披露于男医之前，遂致隐忍迟误陷于不救者比比

皆是。女士为自卫卫人起见，毅然就学同德医校，殚

精竭虑，研究内外各科凡五年，而于内科妇科尤有心

得，平日亲友等之经其治愈者已实繁有徒［43］。
杨保岐女士，为粤东名医，家学渊源，世擅岐黄，

故其医道高明，有病之人，一经诊断，无不立起沉疴。
杨女士为欲解除妇女病苦起见，尤注力于妇儿内科，

前往诊治者踵相接，同时为应各界要求，特设诊所于

老靶子路福生路德康里十五号云［44］。
鉴于男医治女病可能导致“有伤风化”或道德

败坏，女医治女病的医疗实践规范得到了国家机关

的背书。1936 年，上海地方法院办理了一桩妨碍风

化案，起因在于一个名叫夏阿四的妇女因堕胎案由

男法医检验下体，引起羞愤。于是，国民政府司法部

通令各地法院，“为保持妇女羞耻起见，嗣后对放检

查程序应特加慎重，非于本案事实之认定有必要时，

不得遽令检查妇女下体，万一必须检查时，应命女法

医或妇女行之，或送医院由女医生检查”［45］。更有

女性将女子学女科与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提出

女医事业发达可推进新生活运动的成效，特别指出

女子学女科的必要性［46］。女子习医再次被纳入政治

运动的国族论述中，其背后是国族话语对女性角色

的多种诉求。
如果说女医( 以及男医) 主动采取性别优势的

策略，通过遵从“宁治男子，莫医妇人”的医学性别

规范，为女子习医或业医开辟道路，那么其结局却很

难说是“成功”的。一方面，在性别隔离仍是普遍社

会规范的历史情境下，女子病的医学建构的确为女

医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女医获得了名正言顺进入

公领域、解决其他姐妹所面临的私领域疾苦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女子习医被限定在产科、妇科、儿科等

特定领域，且医治对象被限定为女性，反而在某种程

度上强化了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与此同时，女性

性情偏执且过于羞耻从而导致女病难治的论调，再

现了女性身体与疾病的特质性，对女性特质的强调

抑或批判使女性承受着污名化的风险。
在医疗人力资源匮乏的时代，女医更有可能充

当全科医生的角色，并有意无意地依靠性别优势招

揽女病人。以社会性别规范的逻辑而论，专以女性

为医治对象或曰只看女病人的女医，很容易受到女

性的欢迎。但女病人向女医生寻求帮助，或许并不

局限于女性特有的疾病，还可能涉及内科、外科、皮

肤科、五官科、精神科等方面的病痛。相类似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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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除专治小儿、内科、妇科、产科、耳鼻喉科、神经病

科及实验科学外，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如助产学校、妇
婴卫生等，都被认为是女子医学职业范围之一种［23］。
当“宁治男子，莫医妇人”的古代男医话语被用来正

当化近代女子习医论，其蕴涵了女医更应该诊治男

医无法触及的女性身体隐私疾病 ( 亦即妇产科领

域) 的规范; 从治女病人转向治女病，明为女医专业

化之路，暗则令女医执业范围陷入窄化之境，尽管在

医疗实践中，女医未必( 也不可能) 只看女病人或只

医女病瑏瑡。
五、余论

古代女医的养成与医疗活动，展示出医学知识

与实践的多样性，她们通过世袭的家庭医疗实践而

获得技艺。女医不仅包括精通宗教仪式之类的人，

还可能是儿科医生、女按摩师，涉及整容外科，在针

灸方面熟练的人，或是拥有大量药物的药师。费侠

莉( Charlotte Furth) 富有洞见地指出，这些女医似乎

有折中的技术，尽管她们的病人经常被限定为女性，

她们提供的服务范围是根据阶层而不是由性别来决

定的［2］(P249)。以正统女儒医而论，其影响力受限于家

族之内。自晚清始，女性在家族以外受正统的医学

训练才成为可能，此种正统女医的普及化也终于迅

速地得以实现［1］(P374)。社会期望出现更多的女性医

疗从业者，当时中医和西医女性从业者的数量不断

增长。女中医大多秉承了上述悠久的传统，而女西

医的出现则与医学传教教育直接相关［33］(PP152－153)。
具体而论，中国近代的女中医养成不仅延续了

拜师习医的师徒制，而且增加了女中医学校这一新

式教育形式。女西医的来源包括教会医院培养、留

学归国、国内医学院校毕业以及国内毕业再赴国外

进修。此外，尚有学习中医出身、兼习西医者。学校

教育使女中医的培养目标不再限定于家族内的知识

流传或特定阶层的医学活动，而是与女西医一样，遵

从规范的现代教育模式与服务人群的宗旨瑏瑢。尽管

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交锋与不同医疗社群之间的区隔

意识，在女中医与女西医身上时常显现，但二者交汇

于中国近代的时空之中，共同使这一古老职业焕发

新的生机。

但近代的这些“新”女医及其形象却试图与她

们的古代前辈保持距离。这不仅是因为在西医东渐

的浪潮及“五四”“赛先生”的呼声中，女医被赋予科

学之名; 更因与近代女权主义的联结，女医与其他女

性职业一起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女子习医作为

一种女权实践，被视为女子走出家庭、实现自立的重

要途径。女子习医兼具照顾家庭与济世救人的双重

意涵，亦强调女子不同于男子的天性与特质，从而使

得女医技能难免带有职业家庭化的色彩。对女性温

柔细致等特质的强调，在鼓励女子从事护士、教师等

职业的论调中亦清晰可见。正如连玲玲指出，护士

与教师也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乃将妇

女职业视为母职的延伸，所以要求于女护士及女教

师者，不 在 她 们 的 专 业 知 识 与 能 力，而 在 她 们 的

性格［47］。

与此同时，基于女病难治、女医更宜治女病的话

语逻辑，女医的服务对象被限定为女性，服务领域被

限定在妇产科，进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

一些女医也主动利用这一性别规范，强调自己的“女

性”身份，以拓展业务。其另一结果是女医的执业领

域窄化，或者说，产科、妇科医生的性别化瑏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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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男西医并未置身于妇产科领域之外，他们或充任产科医院院长、各大医院妇产科主任，或私人开业，在执业的同时，

更着意通过开办助产学校、培养数量众多的助产士推广西医产科技术。参见赵婧:《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 1927－
1949)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第 166－169 页。由于男医生主导外科技艺，与妇科有关的手术常由男医操刀。因

此，现实医疗中的性别实践不可能始终遵从女医治女病的规范，女医与女病人、男医与女病人甚或男女妇产科医生之关

系所呈现的医疗与性别的多重面向，是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议题。
以谈允贤为例，谈允贤走上习医之路是由于祖父对其天资的赏识，令其继承医学家学。而近代女中医，不论师承父兄抑

或接受新式教育，皆显示出自身在职业选择与教育路径上的能动性，且强调以救世济人继而强壮国族为己任。
根据姚毅、王秀云等学者的研究，“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与来华医疗传教士提出的“woman’s work for woman”的理念

颇为相近，其关联、差异与相互作用亦值得进一步探讨。参见赵婧:《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 1927－1949) 》，上海: 上

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第 104 页。



规范至今仍在中国的医疗领域发挥影响。但颇有趣

味的是，在现实中仍可窥见女性医者的多种生存状

态，其医疗实践的多样性又与女子习医论有相当的

距离。从各式各样的女医广告中可见，女医在接生、
妇科、推拿、针灸、眼科、喉科、皮肤花柳、仪式医疗等

多种医疗领域，合法或不合法地从事各种医疗活动。
不合法的女医无法获得开业的法定执照，是合

法者共同斥责与排挤的对象。《劝妇女习医学说》
即提醒国人不应将收生一事委托给稳婆，亦不应将

其视为“贱业”，女子习医的目标实际在于从稳婆手

中接管收生领域。当医学正统正致力于建立和巩固

的 时 候，对 非 我 族 类 的 稳 婆 的 不 信 任 有 普 世

性［1］(P361)。古代女医与稳婆虽同为女医者，但分属两

类，女医必不肯与稳婆为伍。近代女医在确立职业

权威与地位的同时，与古代男医相类似，亦势必要将

稳婆作为批判对象。助产士是取代稳婆的现代职

业，而女西医不会认同自己与助产士在医疗职业等

级中处于同等地位。类似地，女中医一方面抨击女

西医为赚钱而招摇过市、欺骗病家，另一方面批评自

己的前辈不懂卫生、颜面尽失［48］。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女子习医论亦暗含了职业中女女之间的权力关

系，值得深论瑏瑤。
吊诡的是，夹杂着卫生与健康、解放与革命、先

进与文明等语汇的女子习医论充斥着现代性的想

象，西方文明、女权运动乃至女性职业均被构想为业

已实现的社会进步与成功案例。实际上，尽管 1915
年美国就成立了女医生协会，但女医生的比例增长

缓慢，到 1970 年时只有 7． 6%［49］。更重要的是，中

国女医生所受到的男医生的歧视，与美国社会的女

医生相比要少得多:“作为一种中国社会机制的性别

隔离，在传统上向各阶级的女医生提供了一个职业

领域，并极可能开启了一个公共领域，而这一领域对

中国女性的准入，是西方女性所无法企及的。因此，

中国女医生不必为职业层面上的性别平等而进行女

权主义斗争。”［33］(P160) 女医与其他女性职业一样，在

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与跌宕起伏的现实之中拓展

开去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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