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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女性因被局限在家庭内部，而成为历史的沉默他者，女性解放的道路首先要打

破这一空间限制，走向公共空间；这一论断显得过于简单，且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古代女性的存在状

态并非局限在家庭内部。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江南家训的代表《袁氏世范》呈现了复杂多元的女性生活空

间与身份，女性溢出了传统性别理论设置的界限。江南地区士绅阶层的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都被鼓

励通过“内”，实现对“外”的参与与跨越，体现了中国“家国同构”在性别问题上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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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法国哲学家列斐伏

尔和福柯为代表提出空间理论。列斐伏尔指出

“权力到处都是，它无所不在，充满整个存在，

权力遍布于空间”。[1]86 在此基础上，将性别纳

入空间与权力进行思考，探讨身份问题，成为

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西方学者提出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二分：即男性主要在公

共空间从事工作，女性则与家庭空间紧密相

连。“通过强化家庭和工作场所空间分离的重

要性区分出女性空间和男性空间，从而使空间

有了性别特征，它使女性在一些所谓‘非女性’

空间感到不舒服，从而使女性自觉处于特定空

间中。”[2]67 研究中国女性主义的学者遵从这一

空间二分法，根据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与不同性

别的活动空间分工，得出中国女性的历史就是

一部被囚禁淹没在家庭内部空间的历史，而女

性要想突破这一设置，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空间

分配。[3]6 这样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生

活真面目，本文结合宋代江南家训的代表之作

《袁氏世范》对女性生活空间进行分析，以期

探讨我国古代女性丰富的生存空间。 

一、《袁氏世范》中严守内外的女性身份 

袁采，字君载，信安（今浙江常山县）人，

“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袁采以儒家之

道理政，在任乐清县令时，撰写了被认为仅次

于颜氏家训的《袁氏世范》用来践行伦理教育，

其中多有对女子生存空间的规范。而在袁采之

前，原始儒家以及宋代理学对于性别与空间已

多有论述，这些都是袁采的思想背景。男女有

别，空间各异，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较为普遍的

表述，例如在《礼记·郊特性》中“夫受命于

朝，妻受命于家”；《易经》“家人，女正位

乎内，男正位乎外”；“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

后世儒家大多从这个方面加以引申与规范，严

守内外之限，“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宋代

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将儒家对女性的规训

推向极致，对女性空间的约束，从理论上而言

愈加严苛。程颐在《程氏易传》里完成了对宋

代妇女“主内”观的理论论证，朱熹则将其在

日常生活领域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强调

女性恪守空间规训的重要意义，“一家之中，

须是内外各正，方成家道”，“一妇正，一家

正，一家正，天下定矣”，这些思想成为指导

宋代妇女日常行为规范的指南。女子居于内

室，中门是男女、内外的分界线，“大门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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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不迈”正是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严格规范。 

从整体看，袁采的思想大致符合儒家的

“严内外之限”这一核心原则，他 推崇司马

光《居家杂仪》提出的方法——“令仆子非有

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

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中门在民居

空间界定上主要起着伦理防卫作用，“治家之

法，此过半矣”。袁采遵守儒家规范，将女性

的活动领域局限在闺门之内，家中妇女婢妾无

故不得出中门，至于“市井街巷，茶坊酒肆，

皆小人杂处之地”，男性亦远之，女性更必须

多有回避。对外边的妇女进入宅舍，需严加防

范，房屋建筑“须令墙垣高厚，藩篱周密，窗

壁门关坚牢，随损随修”，房屋高大坚固不但

可以防盗贼，“且免奴婢奔窜及不肖子弟夜出

之患”，高墙具有同中门一样的伦理防范功能，

有效规避有悖礼法事情的发生。可见《袁氏世

范》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规范极为严格，也大致

符合程朱理学对女性性别身份的限制，这些规

范又与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江南民居的某些

建筑特点相关，规训与权力必须通过具体的空

间形式得以实现。江南民居的建筑格局在儒家

思想的指导之下，同样体现上下尊卑、内外有

别的等级关系，并在某些空间设置上突出其性

别规训的意义，比如女儿墙，本是建筑物上起

防护作用的矮墙，渐渐演化为对女性的限制，

李渔在《闲情偶记·居室部》中写到：“此名

以内之及肩小墙……，岂妇人女子之事哉？”

矮墙成为了防护女子与外界接触的防线。再如

小姐窗，除建筑上的通风采光功能外更主要也

是伦理意义，隔绝外界的视线，保证待嫁女紧

锁深闺的神秘性。宋代妇女在婚前起居空间便

主要体现在女儿墙、小姐窗的设置中，而在婚

后，活动空间主要被限制在中门内，这也是袁

采对女性生存空间的设想，“这些空间关系进

而被赋予了封建礼仪上的尊卑等级关系的文化

意义。创造出封闭的院墙合成内向庭院而自成一

体的布局方式构建成封闭的空间秩序”。[4] 

这一空间的内外之分，男女有别，表面上

看的确非常接近于西方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公

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与男子向外

扩展的竞技场相反，女性的职责在锅灶和织机

上。她的定位是向内的，在个性外表和行动上，

她都是内敛的。”[5]155 戴锦华与孟悦便在《浮

出历史的地表》中对儒家的性别空间与伦理提

出了严厉的批判，“受命于朝的男性理所当然

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而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

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之于社会之外，

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特设的特殊的强制系

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

意味。男女之命确实是比如天壤，这一受命之

别，乃是主人与奴隶之间，或看守与囚徒之

别”。[3]7 而阅读《袁氏世范》，会发现女性生

存空间绝非如此严密而刻板，女性也绝非是家

庭空间的囚徒，女性与家庭空间呈现丰富而多

元的关系。 

二、《袁氏世范》不断越“界”的女性身份 

袁采在家训中尽管也提出“妇人不预外

事”，但女性在履行其身份与职责时其生存空

间远远超越这言论限制。 

（一）贤妻身份对家庭内部空间的跨越 

“贤妻”与“良母”是中国传统社会与家

庭对女性的 高要求，但原始儒家对“贤良”

的界定并非只是将女性限定在家庭内部，顺从

父权与夫权，这一概念已经包含了对女性能力

与地位的认可。宋代江南士绅家族的家训中

“贤妻”的概念便承续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更

强调“襄助丈夫”的美德，《袁氏世范》可以

说是这一类江南家训的代表，且思想更具革命

性，明确强调在诸多情况下妻子对家族事务的

直接管理。“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孰睦

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 为难事。托之宗族，

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

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

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

破家。”若女子遭遇人生不测，夫死子幼，决

不能因此将家庭全然托付给宗族亲戚，如果有

能力使家道兴隆，这才是真贤惠。反之若只是

固守“不预外事”，一味依赖他人，致使家庭

破败，这才是家族不幸。当然寡居女性独立主

持家族理财的能力有限，因为“很少有女人具

备管理财产必不可少的识字、计算能力”。[6]168

但袁采对女性德才兼备独当一面，寄予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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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并未将内外之限僵化，对于女性的身份未

做刻板处理，女性要直接料理家族事务，其生

存空间必然由内转外，实现空间跨越。这一思

想在《袁氏世范》中多次强调，“妇人有以其

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

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

破家荡产者”。即使丈夫在世，但愚钝无能、

败家，妻子亦可以代替丈夫，料理家务，管理

财务，成为家庭支柱。在袁采看来，有能力的

女性可以突破内外之限，从内闱走向厅堂（公

共空间），这一见解在理学极盛的宋代，革命

性意义不言而喻。 

从历史上看宋代女性的经济地位是比较

高的，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妻家所得之财，

不在分限”，因此女性涉及到独立的经济事务

较多，借贷、购置田产与墓地都是可能的，那

么就需要提高女性的能力与法律意识。《袁氏

世范》专列一则，提示女性在借贷、契约问题

上的注意事项，“佃仆妇女等，……而欲重息

以生借钱谷，及欲借质物以济急者，皆是有心

脱漏，必无还意”。江南此时的经济状况较好，

女性作为契约的主体或作为保证人参加契约

活动，女性经济行为已经走上历史前台，这些

行为已超越了内外之限。《袁氏世范》反映了

宋代江南望族的女性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生存

状态，士绅家族中女性通过贤妻这一身份，完

成空间转换。其实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资源中，

并没有严格限定女性的活动空间，许多有才能

的女性都活跃在所谓的公共空间中并受到赞

美，例如《论语·泰伯》对王后女君的记录；

《礼记·昏义》则记载了新妇的宗族管理责任

等。从这一角度看，以《袁氏世范》为代表的

江南家训对女性活动空间的宽容，与原始儒家

的思想是一致的。 

《袁氏世范》中还强调了女性未嫁之前的

教育，主要便是顺从父母，勤学女红。即使女

红作为未嫁之女 主要的学习技能，其功能并

非完全为了以此将女性约束于内室。“精英阶

层家庭的女儿，都要接受体力劳动的训练，这

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来应付寡居或贫困等可能

遭遇的逆境，一是在家中为孩子和奴婢树立一

个勤劳的榜样。寡母取代己故的父亲成为家中

支柱，她用劳动所得作为儿子的教育费用，同

时，操劳的母亲形象是母爱子孝的强有力的象

征。”[7]204 士绅阶层的女子不为生计需求，但

必须接受妇功的训练，也只有具备这种能力的

女性才能在婚后完成空间的突围，成为自己的主

体，这彰显的正是士绅阶层家庭的独有特色。 

（二）母亲身份与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展 

中国传统社会，母亲是家庭教育的实施

者，不但要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角色，还要对孩

子进行教育，士绅阶层理想的母亲形象是教育

型的，而非养育型。其中，关于母亲应该如何

教育孩子，《袁氏世范》提出：“闲有家训稍

严，而母氏犹有庇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

因而造成“破家”，“能守素业，使门户不辱”，

严格教育子女，使之成才，能守家能报国，这

正是母教的使命。因此教子必须从幼年抓起，

“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责

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

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袁采还引用了王珪

母李氏干预儿子择友的实例论证母亲对儿子

结交良友的重要性。而有关母亲如何对待女

儿，则超越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在财力许可情

况下给予合理的财产，女子在婚后依然可以承

担照料父母的责任，“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

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岂可谓生

女不如生男也”。袁采的这些训导体现了母亲

的极高权威，并表达了对理想母亲的期待。母

亲必须对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关注与实

施规矩，从衣食住行到读书、做官、品性，均

是母教的领地。如同刘向在《列女传》中记录

过的母仪典范，母亲通过教育子女使家族产生

向外辐射的影响，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自己的

社会价值。这源自于中国“家国同构”的特殊

社会组织形态，和西方理论中家庭与公共空间

的二元对立并非一致，家庭空间并不等于边缘

化。中国的女性是人伦关系里的“女性”，而

非性别意义的“女性”。女性处于家庭内部，

其作用不止于家庭，成为母亲的女性，在家庭

中拥有极高地位和威严，通过对子女的影响力

实现了空间权力的极大拓展。 

袁采充分认识到作为贤妻与良母的女性

突破传统规训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如果女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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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间狭隘，不仅无法成为贤妻、良母，而且

会眼界狭窄，甚至搬弄是非，制造家庭不睦。

“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

致使“一家之中，乖戾生矣”。家庭的不和睦，

往往是因为家中妇女“传递言语”所致。妇女

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

不公不平。”妇女生活空间的促狭，决定了其

视野与见解的狭隘，袁采已经认识到具体的生

活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关系，空间对身份与人格

塑造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对空间的认识，他才

在有关子女教育的部分提出不能因担心孩子

会学坏就限制他的生活交友空间，“时其出入，

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

必知愧而不为”，子弟生活空间越大，接触事

物越多，才越能养成明辨是非的能力。家庭是

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与起点，在家庭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的女性，在袁采的时代其生存空间形

态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分割。空间对女性的

规训，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民间真实

的生活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女性的活动

空间与可以干预的空间，正在变得更为宽泛。 

（三）不同阶层，女性生存空间不同 

如果说对于士绅阶层的妻子、女儿而言，

空间的内外之限仍需“严守”的话，其他阶层

的女性，很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自由度，

好比道婆、媒婆、尼姑等等，她们可以自由出

入各种场所，袁采如同大多数的卫道士一样，

对这些女性保持警惕，“尼姑、道婆、媒婆、

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

人家”，他认为这些不守空间规矩的女性，意

味着道德品质的堕落，如果良家妇女与其来

往，势必会被扰乱了心性，所以他严格限制这

些女性的造访。《袁氏世范》还谈及到了对奴

婢、乳母等女性的雇佣问题，阶层不同，生存

空间必然不同，空间不仅仅与性别有关，更与

其他具体的现实条件相连。这些贫寒妇女，为

了养家糊口，被迫离开家庭，进入更复杂的空

间之中。能够有条件恪守空间纯化，正是上层

社会女性的特权，因此“内外各处，男女异群

的原则也更可能见于精英阶级家庭不让女儿

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精英阶级显示其道德

优越感的一个途径”。[6]233 即对女性空间的限

制主要是针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比较优越

的家庭，“符合礼制与习俗的居住空间只是针

对有此条件的家庭，没有条件的家庭仅仅是在

某些方面与礼制相似而已。即影响女性活动空

间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年龄的变化以及阶层的

变化”。[8]18 空间的内外之分，某种程度上成为

了女性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标志。普通家庭女

性，则必然要走出家庭，走向公共空间，共同

承担经济负担。 

宋代女性的活动空间大有突破，史学界已

多有研究。例如，《宋代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

通过研究宋代的墓志铭，提出了宋代士绅阶层

的女性多数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经营管

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同时由于宋代的手工业

非常发达，陶瓷业、印刷行业、纺织业等都以

女性为劳动主力，这说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

分工已经被突破。在商业、城市、市井文化发

展过程中，作为市民阶层一部分的市井妇女，

在社会转型的宋代，她们的角色定位和时代特

点，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所决定

的，尽管儒家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是市

井妇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行

动自由，有了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

权利，尽管她们地位低下，却是社会经济、文

化与城市生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

量。[9]42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女性的

空间与身份的规范，在历史现实中并没有真正

实现，更多是一种理论建构或者伦理理想，即

使在理学确立时期的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也

极为丰富多元，女性的活动和成就已远远超出

了内闱和家庭的范畴。  

三、结语 

在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生存状况时，有学者

认为，中国女性都是被传统文化、被男权排斥

到历史边缘的沉默他者，是一个地地道道被局

限在家庭内部空间的第二性。通过《袁氏世范》

对女性的空间限制与女性的真实身份的分析，

可以看出：其一、儒家家国同构形成的家庭空

间的特殊性，家和国，并不等于西方学者提出

的内和外。女子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扮有极

其重要的角色。母亲和妻子通过儿子和丈夫社

会价值的实现，使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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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特权，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规矩不同，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古代女性”。对性

别空间的区分，在现实中极难完全实现。女性

是不同的女性，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是不

容被忽视的。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曾经对西方白人女性

主义研究方法做出批判：其一、主观概念推延；

其二、非历史主义；其三、尚古主义。[10] 将中

国古代女性作为了一个静止的、主观概念推延

出来的研究对象，理论术语又是从西方挪用来

的，因此难免出现理论与复杂历史场景不完全

匹配的现象。正如高彦颐所言，当时提倡女权

的人，“非要把传统的女子说的一无是处，

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女权主义，

有了新的女权主义，才可以建构一个新的现

代国家”。[11]6 而当下中国古代女性问题研究

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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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olds that ancient Chinese women were confined to the family and thus became the silent others of history. But in 

fact, the existing sta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ore complicated. By reading The Yuan Family Edu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at Gentry women, as mothers and wive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nd penetrate in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inside”, which embodies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homeostasis” in gend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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