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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期，在中西文化观念的交融与冲突中，中国

人的家庭和婚恋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婚恋自由逐渐替

代传统的包办婚姻，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理想的婚恋

观。正如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陈鹤琴在《学生

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所说：“迩来欧风美雨，渐渐东

来，新思潮的升涨，一天高似一天，什么‘自由结婚’，

‘自由恋爱’，‘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小家庭制’，种

种新名词常常接触吾人的眼帘，震荡吾人的耳鼓，使旧

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1]本文则在大量搜集具有

抗婚经历的知识女性的文集自述以及相关报刊资料的

基础上，通过对不同类型抗婚事件进行细致解读，对民

国前期知识女性抗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知识

女性在抗婚时的艰难选择与生存困境，以及对推动近

代婚姻法规制度建设的积极作用与社会影响。

一

在民国前期知识女性的抗婚实践中，解除婚约是

一种比较平和的抗婚方式。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与交锋

当中，一些知识女性争取到了父母的同意，由父母出

面，解除了与男方的婚约。比如，冯友兰的妹妹、作家冯

沅君（笔名淦女士）以及进步作家丁玲等都是由母亲出

面比较顺利地解除了自幼订立的婚约。而许广平解除

婚约的过程，虽然一波三折，旷日持久，但最终也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不过，由于家长与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的

观念转变并不同步，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多女

性解除婚约的请求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最后一部分

女性通过种种努力自行和男方解除婚约，其中作家谢

冰莹登报解除婚约即为其中一例。谢冰莹幼时由父母

订婚，谢母的脑筋“充满了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

重视旧礼教，胜于看重自己的生命”[2]66-67。接受过新式教

育，并参加过北伐的谢冰莹希望解除婚约，遭到母亲的

坚决反对，逃婚三次也都被母亲抓了回来。谢冰莹不甘

心自己的幸福葬送在包办婚姻中，她在结婚当日反复

劝说，最终说服了结婚对象萧明。萧明尊重谢冰莹本人

的意愿，二人一起登报声明解除婚约。

上述解除婚约案例的出现与自由平等的新观念在

知识女性中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尽管五四运

动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持续高涨，并非所有受过新文化

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都会选择通过离婚或者抗婚的方

式解除包办婚姻。她们出于对父母情感上的依恋或顾

虑太多，不愿意与家庭决裂，而屈从于包办婚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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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张嗣婧幼时由父母做主订婚，

后在五四时期曾参加学生运动，并组织觉悟社，但是就

是这样一位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怕提出退婚时，

伊家受乡人的讥评；更恐伊母伤心为难，有违‘孝道’”，

于是，听从父母安排嫁给患有羊角风病的未婚夫，婚后

倍受婆家虐待，于 1923 年 3 月不幸死去[3]266-267。可以说，

在得不到父母支持的情况下，出于种种原因，无奈接受

包办婚姻，这种情形在民国前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面对包办婚姻，在家庭的阻力比较强大时，有些知

识女性采取逃婚的方式，脱离父母的控制，以达到抗婚

的目的。相比自杀抗婚，逃婚是在现实条件不允许解除

婚约时，一种相对可行的抗争方式。而新文化倡导者们

对挪威作家易卜生剧作的译介，让“娜拉”的形象在知

识界特别是知识女性中深入人心，效仿“娜拉出走”也

成为知识女性在面对婚姻困境时的一个选择。

脱离家庭的控制只是新生活的开始。逃婚，虽然逃

脱出了包办婚姻的牢笼，但往往也意味着与家庭暂时

或永久的决裂，因此逃婚之后的知识女性，在情感上往

往面临着痛楚的煎熬，不仅对父母亲人的情感无处安

放，多半还会遭受名誉上的损失。而更为关键的问题

是，脱离家庭之后如何维持生计。这些逃婚的知识女性

虽然比一般女性学识丰富，但逃婚之前多半没有工作

经历和资金积累，突然从家庭或学校进入社会，首先遭

遇到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困境。例如，孤身一人逃婚到日

本的女作家白薇（原名黄彰）就生活得非常艰辛。为了

有口饭吃，白薇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求学之余，做过很

多苦工，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穿着出逃时的夏布衣。生活

的重压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她把自己比作“出走后又

在行进中的娜拉”，写出话剧《打出幽灵塔》，来唤醒那

些被家庭禁锢的不幸女性，终于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逃婚的女性，最后都能苦尽甘来。

因逃婚付出惨重代价的，也不是绝无仅有。如果将这些

女性的悲剧归咎于其自身的独立生存能力薄弱，显然

没有洞察问题的根本，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尚未

变革的社会环境。在与旧制度的抗争中，一些具有一定

新思想的女性由于势单力孤，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幸

丧生，轰动一时的女大学生李超之死并非个案。李超自

幼父母双亡，其父母留下的财产按家族惯例，由李超的

堂兄继承。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李兄不

但断绝了李超的一切经济来源，还不断来信催促她回

家成亲。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李超，不甘心接受包办婚

姻，坚持留在北京，但在经济的重压下，身体和精神都

已陷入崩溃边缘，最终因肺病于 1919 年在北京病故。

李超死后，为她料理后事的同乡将她生前和家人

的通信送交胡适。胡适据此写下《李超传》，并和蔡元

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名流一起参加了

李超的追悼会，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李

超的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道：“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

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大家都

说：胡老师忘记提‘封建包办婚姻要不要反对？’的重要

一条。于是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几岁时在河南订婚的未

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4]61

三

当抗婚过程中遇到强大阻力和困难，一些知识女

性在面对冲突和矛盾无能为力时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并有极少数人在心理极度失衡的情况下将这一想法付

诸实施。自杀，与包办婚姻同归于尽，这一抗婚方式比

解除婚约、逃婚都激烈得多，于自杀者本人毫无未来可

言，于他人，于社会，则由于引发的巨大的舆论效应，产

生深远的影响。

民国前期，知识女性陷入绝望最终以自杀的极端

方式抗婚，报刊曾报道过多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19

年 11 月 14 日发生于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事件。赵

五贞平日素喜读书，因为不愿意嫁给其父为她择定的

结婚对象古董店老板吴某，向父母提出延迟婚期没有

得到允许，于结婚当日在喜轿内割喉自杀，经抢救无效

身亡。悲剧发生后，长沙各大报刊纷纷加以报道。赵五

贞本人虽非典型的五四新女性的形象，但她因抗拒旧

式婚姻而死，所以她的自杀在女性解放历史上的意义

早已超出事件本身。随着自杀抗婚事件数量的增多，引

发了人们对女性命运进一步的关注与思考，1928 年 2

月 28 日的《申报》曾经刊发《青年女性自杀潮》一文，宣

称“青年女性自杀，已由偶尔发生而逐渐频繁地广泛起

来……青年女性的自杀，已经不是可以兴奋的偶然事

件，事实上已成为使人脑经麻痹的普遍现象———然而

是不可轻视的潮流”[5]。此后，《申报》又发表了《妇女协

会为妇女自杀事告妇女书》为此类事件发声：“近来女

子自杀的事，竟是日日都有，这是多么的悲惨，女子的

处境，本来是很可怜，社会一切风俗礼教的余毒，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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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着残杀妇女的力量，而妇女自身能力，又是极薄弱

……所以要解决这女子自杀问题，只有力求妇女解放

的成功，和三民主义的实现，除此之外，再没有更有效

更根本的办法了。”[6]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的许多进步人

士都开始行动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支持和帮助

受到旧制度压迫的女性。

四

民国初年，由于政局混乱不堪，北洋政府无暇也无

心制定新的民法典，于是宣布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

行新刑律。其援用的前清法律即宣统二年（1910）正式

颁行的由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由于中

国传统社会的法典重刑法而轻民法，其中相关的婚姻

法规也一概规定夫权至上，妇女只能“从一而终”。对前

清法律的沿用说明民国初年法律制度建设的严重滞

后，例如北洋政府大理院法条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俱

在而又系同居者，自应由父母主婚，惟依家政统于一尊

之义，亦应得祖父母之同意，否则祖父母自得撤销婚

约。”[7]与民国所追求“自由”、“平等”共和制度、国民精

神背道而驰。

民国前期知识女性的抗婚案例屡屡发生，并且通

过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不断放大与扩散开来，成为时

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进而对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

和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

运动之后，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其批判的矛头也指

向了北洋政府维护的旧式婚姻家庭制度。随着大量抗

婚事件的发生，传统礼教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一些知

识女性激烈的抗婚事件，更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

巨大反响。如前所述,抗婚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

生李超死后，社会舆论直指旧婚姻家庭制度。胡适在

《李超传》中痛批“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8]268。

再如同年发生的赵五贞自杀事件，也同样激起了社会

舆论对当时婚姻法律制度的批判。毛泽东即发文指出：

“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

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9]进而，一些评论者

还提出改造婚姻制度的意见。舆论认为，“法律对于请

求离婚的尚与许可，未婚毁约，有何不可，如果社会上

有这样办法，又何至酿出那样自杀的凶事”[10]。

舆论的强烈反应体现了社会观念的变动，其影响

逐渐体现在不断修订的法规律条之中，并推动了相关

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在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

的促进下，南京政府最高法院于 1930 年发布上字第

783 号法令，规定：“婚约应当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

其非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之婚约，非得其本人追认自

难生效。”[11]467 这一法令赋予婚姻当事人自由缔结婚姻

的权利，从而把婚姻制度从传统的家族控制中解脱，并

纳入到以男女平等和自由婚恋为基础的法律控制的轨

道上来，是中国近代婚姻法规的一次飞跃。1931 年 5 月

5 日，宣称“确立男女平等，为民法一贯之精神”的《中华

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开始实行。此后，“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的现代婚姻家庭观念进一步传播并影响到社

会各个阶层，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障。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知识女性空前向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与同时期

滞后的婚姻法律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知识女性无

法寻求有效的法律支持，被迫通过抗婚的方式争取自

己的婚姻自主权。大量抗婚案例被媒体报道后，在形成

强烈的社会舆论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婚姻家庭观念

的产生和现代婚姻法规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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