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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女性权利地位的演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得甚为突出。 本研究将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社会性别”视角以及

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出发，运用文献查询、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口述者在教育、工作、婚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
亲身经历，展现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宁波职业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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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hange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
—— A Case Study of Career Women in Ningbo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PAN Tiantian, LYU Jin*, WU Qingq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

Abstrac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women ’s rights and status has been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feminist
anthropology and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family, employ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field
interview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atus of career women in Ningbo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work, marriag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career women, status change, empirical research

0 引言
女性主义人类学注重解释人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女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人类个体与社会整
体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即个体同社会整体在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社会身份就是社会地位的体现。 而
女性社会地位，则是指在女性个体在以性别为指标进行分层的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主
要表现为女性在社会中以主体身份，通过一定的的行为方式，凭借一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对社会公共事
务产生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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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女性社会地位可以运用多元化评价指标，本文主要通过女性接受教育、缔结婚姻的自由程度、
参与社会劳动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以此管窥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社会地位的实际变
化。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以职业女性为分析对象，采用口述的方式，来探究女性权利及社会地位的变迁；实地采访
了 17 位宁波职业女性， 她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中期接受教
育，1949 年前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为保护个人隐私，故以下所涉及的口述者均为化名）。

1.2 研究方法
女性主义人类学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侧重研究社会性别以及其在人类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 本文将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素材，以女性主义人类学为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实证研究与
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地呈现新中国建立后女性地位的变化，从接受教育、就业工作、婚姻
自主以及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反观职业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及女性地位的变化。

2 调查与分析
2.1 接受教育
教育对个体的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女性的自我发展有着多重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可以引
导女性有更好的发展，对自身角色定位起着导向作用。 要使妇女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前提和关键因素。
宁波素有“文教之帮”之誉，较早兴办“女学”。 但即使如此，民国时期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仍是少
数。 据大部分口述者回忆，她们小时候家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只让家里的男孩上学读书，女孩
子则留在家中看护弟妹、洗衣做饭。 因此当时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仍为少数，但她们已经认识到读书的
重要性。 正如下面两位口述者所述：
阿拉阿爸阿姆的做法是女不读书，男读书。 我姐姐没得读书，妹妹也没接受过教育，全家就弟弟一
个人读了书，我也没有读过书，只上过几天扫盲班。 因为没文化，后来找工作也只能是去工厂。 没文化，
吃了很多苦头，我就希望下一代能有文化，所以我的儿子、女儿都是念过书的。 （周芝妃，1936 年生，纺织
工人）
那时候都重男轻女，母亲没文化，不识字，父亲也是老思想，他的想法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
认得自个名字就够了。 但是我就是不服输嘛，因为阿哥读学堂识字念书，他会把学到的都教给我，后来
我强烈要求读书，家里人被我磨得没办法，就把我送进了学堂，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文化的，后来就去教
书了。 （严从敏，1928 年生，小学教师）
也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允许女孩读书，将她们送进学堂接受教育，这为
她们之后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奠定了基础。 如下面材料报道：
我阿爸是做生意的，常在外面跑，所以蛮有眼光的，家里条件还算可以，我们姐妹都读了书，后来工
作都蛮不错的。 我一直读到初中毕业。 当时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根本没有书读。 初中毕业后，
参军，考卫校，当护士长，后来转业当民警、狱警，都挺顺利的，还评上劳模，登过报纸。 （陈从娣，1938 年
生，护士长，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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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因素，战争动乱也导致了部分女性中断或结束求学。 可见，女性作为社会一员，同整个社
会共命运，一起经历历史浪潮的洗礼。 如下面材料所述：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属于书香门第，爸爸是读书的，学历也很高。 所以我也读过书，而且成绩还很好
哩，但是我没读几年就辍学了。 因为战争打起来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很乱，日本人打进来，日本人要我
爸爸帮他们做事，他不听，就被关起来，病死在监狱里。 爸爸去世后，家里就比较困难。 为了减轻负担，我
就不能读书，就去劳动挣钱了。 （胥月文，1935 年生，人民教师）
在接受访谈的十七位老人中，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只有三位口述者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十一位
接受过小学教育，另三位只接受过扫盲教育。 由此可见，女性接受教育在当时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她
们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思想束缚，家里重男轻女，未能入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无
法负担教育支出；因战争，学校关闭，只好辍学。
口述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女性未来职业的选择有较大影响。 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女性拥有
更自由的工作选择权，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受局限比较大，大都是做工人，
以体力劳动为主。

2.2 就业工作
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 这使得女性只能囿于狭小的空间，承担
相夫教子、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动。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直
接贡献，而忽视女性的付出和社会贡献。 因此只要女性还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女性解放、男女
平等就不可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就业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教师、护士、纺织工人等传统观念里女性比较合
适的工作领域，因此，女性在行业、岗位的选择上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同时在家庭层面，女性就业也很难
得到支持与帮助，父母及长辈对女性外出工作的态度较为谨慎，他们担心外出工作会损坏名声，不好找
对象。 所以在当时能够参加工作、选择职业的女性只是极少数。

1948 年，我十四岁，就想去做工补贴家用。 我姆妈没有做过工，但她很支持我的想法。 要知道以前女
人出去做工是想都不敢想的，宁波老话“厂家嘴，浑堂水”，就是说女孩不能去做工，做工就会变坏，会被
人看不起的，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亲戚都不同意我去做工。 我坚持自己想法，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黄芫晴，1935 年生，妇联领导干部）
国家与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权益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保障了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
权利。 女性进入社会，为社会直接创造生产价值，也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 她们逐渐拥有性别平等和自
信、自强意识，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争取更多的权益，女性的话语权也逐渐获得重视。
在参与集体劳动过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社会意识逐渐得到发展。 女性不再是一味依
附于家庭的附属品，她们开始拥有自我决策的话语权。 如下述材料所述：
因为我丈夫在外工作，经常照顾不了家，所以我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叫我不要再上班，留家里照顾孩
子。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要有独立能力，要自强自立，不能只想着依靠男人。 白天妈妈带孩子，下班我自己
带。 从进厂开始，我一直坚持工作，有段时间我是白天工作，晚上再到扫盲班做教员。 退休以后也闲不下
来，我去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去过老年大学学烹饪、太极拳。 （费芳懿，1933 年生，仪器厂工人）
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对女性参加工作有了更大的包容度，为女性提供的岗位也渐趋多样化，因此
女性的就业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从调查总体看，口述女性的职业涉及到中小学教师、医生护士、
讲解员、工人、服务员、基层文员、军人、管理干部等，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领域逐渐宽泛起来，就业稳定
性及质量也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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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婚姻家庭
封建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部分人都认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女性没有社会地
位，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如下列材料报道：
我姑姑是个妇产科大夫，她很优秀，还很“洋派”的。 她和姑父从小就认识，又是自由恋爱，婚后两个
人生活很幸福。 但是 23 岁那年她却自杀了。 那是因为我姑姑婚后几年，一直没有怀上小孩，医治调养也
没有效果，家里长辈都催促姑父娶二房延续香火。 我姑姑知道后，迫于压力和愧疚，就喝消毒剂自杀。 当
时一个女人生不了孩子，就像是罪大恶极一样，她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 （徐南燕，1937 年生，机
械工人）

1950 年新中国颁布了《婚姻法》，不仅废除了包办婚姻、重婚、纳妾等落后的婚姻习俗，同时还明确
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观念。 《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获得了基本保障和
明显改善。
《婚姻法》颁布后，人民政府、各级妇女组织、法院等机构积极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尽管
在执行中遇到较大的阻力，但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得到启蒙和激发。

1950 年底到 1953 年，全国上下都在贯彻新《婚姻法》，我们这批法院工作人员就响应国家号召，努
力做好宣传，让大家都了解什么是新《婚姻法》。 过去是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妇女是可以当作猪牛一样买
卖的，更不要说什么婚姻自由了，全都只能听父母的安排。 在新《婚姻法》中就是要废除这些对女性极度
不平等的旧传统。 （胡玉意，1928 年生，土改队员，后到法院工作，机关退休人员）
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上升，不仅包括婚姻选择上的自由权，还包括女性对生育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性别平等的意识普及后，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她们在生育问题上开始拥有自
己的想法，生或者不生，生育几个，都可以做主。 如下列材料所述：
我是自己拿出钱去做绝育的，那时生孩子是没控制的。 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自己不想生，
就去做手术。 那时候苦唉，小孩都要上学，家里负担重，所以我就不打算再生，这样的话孩子们能接受好
一点的教育。 所以，我家小孩都是读过书的，都是高中或大学毕业，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已经蛮好了。 （包
杏月，1933 年生，印染织厂女工）
口述者中有 6 人是以自由恋爱的形式结婚成家，另 11 人则是通过家人、同事等人的介绍，即使是
介绍成婚，也是男女双方见面相处后，相互认可的结果。 在这一时期，结婚更多的是遵从自身意愿的一
种行为，较大程度改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风俗。 职业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走出来，接触到更多的
人，经历更多的事情，逐渐开阔眼界，了解社会；同时她们逐渐拥有自主意识，开始有能力为自己的婚姻
做主。

2.4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长期的封建历史过程中，女性退居“幕后”，其社会
参与度被大大削弱。 因此女性人类学研究认为因为处于隐性地位，女性的价值容易被忽略、被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女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发生了比较
明显的变化，她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地位，对社会公共事务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更多的女性步入社
会，逐渐自觉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如下列材料所述：
那个年代，女性领导干部很少。 我是一个女领导，工作再苦再难，我也一样任劳任怨地去做，要处理
一些文书，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慰问贫困家庭，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工作没日没夜，十分辛苦。
家里的事情根本管不了，都是我妈妈和婆婆帮我带小孩、做家务。 家里人全力支持我，我自己呢，也是无
怨无悔，为党和人民办事，我很高兴的。 （张绣瑛，1923 年生，区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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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社会环境艰苦，工作繁琐，难度大，但是职业女性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积极参
与到社会工作和管理中。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女性们仍本着朴素的想法，与歪风邪气做斗争。 正
如下面口述者所述：
一开始我到区锁厂人事科工作，经常走访车间，为工人解决问题。 后来在石棉厂做书记。 “文化大革
命”时，工厂停产，工人都游行串联。 我们几个领导想继续抓好生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资产阶
级保皇派。 我就与他当面论理，我是贫农出身，心里不怕；再说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那我们吃什么
穿什么？ 该完成的生产任务还是要完成。 此后没有人再敢贴我大字报了。 （刘含瑛，1935 年生，企业管理
干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批职业女性相继退休，离开原先的工作岗位。 但她们仍然没有退出社会舞
台，趁着身体还干得动，她们往往选择担任居委会、社区的管理工作，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 能够继续工
作，为社会做贡献，成为这批职业女性退休后自觉而必然的选择。 如下所述：
退休后，我去社区侨联做了几年，就是为广大侨界同胞服务，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获得了很多荣誉，还有国务院发的全国个人先进表彰证，当时宁波只有四个。 有件事我印象还是蛮
深的，有个台湾人病重，但是他很想回宁波，那怎么办呢？ 我就叫我在医院工作的儿子带着氧气瓶去接
他，七点钟到宁波，八点就离世，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 我自己也是侨眷，能为侨属侨胞服务，做好工作，
吃苦受累，都心甘情愿的呢。 （史玉茹，1932 年生，教师，退休后在侨联协助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出台政策、方针，以维护妇女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保障妇女更好地参
政议政，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 但总体看，女性参政的整体程度仍不高，究其缘由，主要是历史
文化、社会观念以及女性个体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

3 结论
本文对女性社会地位变化进行了以口述为主的实证调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权利地位的
演变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中国早期的职业女性们，接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教育，获得思想的启蒙，进
一步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她们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到集体生产劳动中，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由此，女性行使各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这一方面表现为女性
在两性婚姻中渐趋平等地位，在家庭事务中女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女性的声音不仅仅留在家庭之中，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女性不再是处于依
附家庭的配角定位，女性开始拥有独立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并为进一步争取平等权利、发挥社会价值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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