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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福建下层社会女性的
劳动习俗及其财产权研究

林 希

(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 福州 350202)

［摘 要］自古以来，福建等中国南方地区的生产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男耕女织”不同，下

层社会的妇女们不仅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而且还下田劳作，甚至外出打工、经商，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

源，对家庭贡献很大。因此她们拥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有一定的家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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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福建等南方地区下层社会
的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承担了主要的劳动任务，
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一、明清时期福建下层社会女性的
劳动习俗

1． 纺织
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男耕女织”是保持社

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根本，是维护其封建统治的
根本大业。“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
人，治丝麻，梱布绢，以民为衣。……故圣人作，
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1］( P35 － 38)“夫男耕女
绩，天下之大业也。”［2］( P70) 纺织在中国古代农
业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每家每户的纺织工
作都由女性完成，在盛产丝绸的江苏，“太仓属
地为尤多女性终岁纺织以资生活。”［3］( P2) 清代
金门地区女性也勤于纺织，“岛中岁时习尚，大
概不远厦门; 然厦华侈而浯勤俭: 其儒士修文而
守约，其黎庶任力而谨愿，女性尤习勤苦、事纺
绩，比次十五国风，盖为之歌。”［4］( P387) 清代台湾
新竹一带，“女红为布帛所系。而新竹蚕桑不

事、纺识无闻，妇人多学刺绣; 花卉、禽鸟皆针线
绣成，精致如绘。他若衣裳针绽，不假外人; 甚
有刀尺精良，为裁缝所不及者。富家，虽中馈亦
雇人代理; 贫则代人浣衣、代人裁缝，或织小帛
( 妇人缠足所用) 、或织带，大小花纹俱工。竹
南大甲，善织嘉纹草蓆; 近山一带，兼事采茶。
乡下秋季，兼拾落花生( 俗呼摆涂豆) ; 或制麻、
制苎，皆以女工为之。”［5］( P175) 中下阶层劳动女
性以纺织为业，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如果丈
夫早逝，也足以抚养幼子、供养老人，支撑起一
个家。福建地处沿海，下层社会女性除了向海
讨生活外，纺织是她们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
“金门与马巷同辖，乃马巷女性，皆以织布为
业，一妇日可获利一钱银有余; 而金门女性，但
能纺木棉、绩苧而已，其利甚薄。若家制为织机
共事织布，其利益正不少也。后浦之南，有聚而
居者，先自惠安以来。女性皆赤脚; 每乘潮退，
入海打蛎房、捞虾蛤，多力皆苦。”［4］( P396)

2． 下田劳作
南方下层妇女下田劳作的习俗自古就有。

宋代岭南地区甚至有女子辛苦劳作，而男子靠



妻子养活的风俗，“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
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即种之后，旱不求
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
己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焉。彼广人皆半羸长
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6］( P146) 明
代福建等南方社会女子与男子共同劳动，在泉
州“女性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7］( P942) 台湾
的风俗与闽地相似，台湾澎湖地区“贫寒之家，
采樵汲 水 及 种 蔬 圃，多 以 女 工 为 之。”［5］( P186)

“澎民男有耕而女无织。凡一切种植，俱系男
女并力; 然女更劳于男，盖男人仅犁耙反土，其
余栽种耘耨俱女人任之。谚云: ‘澎湖女人台
湾牛’。盖言其劳苦过甚也。澎湖地皆赤卤，
可耕者甚少，俱以海为田。男子日则乘潮掀网，
夜则驾舟往海捕钓; 女人亦终日随潮长落，赴海
拾取虾蟹螺蛤之属，名曰讨海。易曰: 以畋以
渔; 澎俗有焉。”［8］( P304 － 305)“澎湖女性独苦，终日
视潮长落，赴海滨拾取虾蛤蟹螺以供饔餐; 农事
兴，则栽植耘锄，悉女任之。谚云，澎湖女子台
湾牛，极言其劳瘁同也。”［9］( P33 － 34)

3． 外出打工
福建等南方社会下层劳动女性为了生计，

常离开家乡和亲人，在外做工、帮佣，挣钱养家。
明初，宫中及贵族官家中有一种工种被闽妇所
承包———“女轿夫”。明太祖“取福州女轿户，
初闽俗女性有以舁轿为业者，命取至京师，居之
竹桥，以 便 出 入 宫 掖，至 是 复 取 之 凡 二 百 余
户。”［10］( P2797) 清初诗人查慎行曾记录了明代女
轿夫的具体情况: “明朝有女轿夫林凤妻王氏
等一百九十三户。查原籍福建闽侯怀三县人，
于洪武中拨送南京应当女户，永乐间随驾北部，
专供大驾婚礼选妃及亲王各公主婚配应用。给
予优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给，免其杂差。天
顺间，各户消之乏，告扯五城及宛平县，会同签
补。嘉靖三十一年止存八户，题签楚相妻王氏
一百余名补足，末年，楚相等陆续改拨锦衣校
尉。万历中复行签补，不许夤缘改拨。”［11］( P415)

明代专为贵族女子婚配时抬轿的女役人几乎都
是福建女性，这些女轿夫靠卖力气挣钱贴补家
用，她们在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同时，她们的丈夫
和家庭也可以得到朝廷在杂役上的优待，对家
庭的付出不可谓不大。

清代南方女性外出打工也是十分普遍的。
弘光元年( 1645) ，南明唐王朱聿键福州称帝后
广征女厨，“中宫懿旨: 命司礼监觅女厨十口，
务要选择精洁女性”。［12］( P760) 这样在外劳作挣
钱的福州女性很多。福州鼓楼区是古代福州城

的中心地区，城内温泉资源丰富，而“三坊七
巷”却不在温泉带上。住在“三坊七巷”的达官
贵人要泡汤，就需要有人把温泉水送到家。据
福州民俗学家方炳桂介绍，这种专门送温泉的
妇女在福州被称为“送汤女”，她们用两个木桶
挑水，在木桶上用白布罩上保温，前后排列而
行。此外，清咸丰年间，闽浙一带的乡村女性到
城市 的 富 贵 之 家 做 工 也 很 平 常。咸 丰 七 年
( 1857) 丁巳，“天下县城，必有茶馆、酒店、土
娼，惟奉化无之; 近来风俗顿改，地方亦穷，茶馆
酒店间或有之，虽无土娼，然女性不肯守寡，每
往府城，作富室乳母佣妇，如诸暨婆儿往省一
般。”［13］( P107) 清代台湾安平县“妇人，除作针黹、
女红而外，亦有为人雇作乳母及司炊爨、洗衣服
之事。”［14］( P24) 可见，明清时期福建下层社会妇
女外出打工谋生十分常见，完全不受制于儒学
倡导的“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得抛头露面”
等价值取向。

二、明清时期福建下层社会女性财
产权

女性对家庭财产的拥有权和继承权是女性
家庭地位高低的重要体现。在古代中国传统社
会中，只有男性才有家族、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
继承权，而女性最多是行使使用权和管理权。
但在福建等南方社会和琉球等地，由于女性参
与劳动，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她们拥有
较高的家庭地位，她们有对家族、家庭财产的所
有权和继承权。

1． 财产所有权
福建等南方下层社会的女性从小参与劳

动，在娘家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女率作同
于男。《万历府志》: 人勤于治生田则夫妇并
作，按今俗自中户以上，尤好以姩执役，高鬟彩屐
之女道路络绎，几与青衣等。往往有过时不嫁者。
盖锢婢之风，虽不为甚而亦未尽无也。”［15］( P504) 由
于女子在娘家是主要劳动力，一旦出嫁，家中劳
动力就会减少，经济来源也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
在娘家付出劳动的女儿出嫁势必要带走为数不
少的嫁妆，以体现其劳动价值，这对娘家来说是
经济损失，因此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地出嫁，
就出现了福建等南方社会“剩男剩女”较多的
现象，“以致男年当娶而不得娶，女年当嫁而不
得嫁，甚至延之多年阴为毁婚之计者艮”。［16］( P563)

这也证明了福建下层社会的女性劳动创造了大
部分家庭财产财富，因此她们对家庭财产有一
定的所有权。

女子出嫁到夫家后仍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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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台湾彰化地区“番妇耕获樵汲，功多于
男，唯捕鹿不与焉。能织者少，且不暇及，故贸
易重布。钱谷出入，悉以妇为主”，［17］( P305) 因此
家中财产权仍在女性手中。福建等南方社会的
不少下层女性还能经商，虽然初期规模一般不
大，但也有相当可观的收入。近代以后，随着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的逐渐做大，甚至成立
公司。“大甲产，三棱草; 蛟文蓆，织得好 ( 大
甲、苑里及房里所产之三棱草，质白而柔，该处
女性常取以织蓆，能成鸟兽花卉诸形，谓之蛟文
蓆，数年来竟能织成笠子及票包、烟袋，精致可
爱，销售 甚 广，近 已 有 设 立 公 司 ) 。”［18］( P23) 可
见，自古以来福建等南方下层劳动女性善于经
商，她们凭着自身的吃苦耐劳、聪明才智，成为
近代第一批冲破封建礼教，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实现了财政的独立。

2． 财产继承权
在福建下层社会，由于女性在家庭劳动中

付出较男性多，因此对家庭财产也有一定的继
承权。宋代福建的女性后代就和男性后代一
样，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宋大观三年( 1109 )
五月十九日大臣向中央朝廷报告福建的这种风
俗:“伏见福建路风俗，……家产计其所有，父
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
之。”［19］( P8310) 至明清时代，福建等南方的下层
社会女性依然保有继承权，“福建女性的继承
权更表现于厚嫁习俗之上。”［20］( P132) 清代乾隆
时期成书的《福州府志》中记载了福州婚嫁习
俗:“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
织毫必较，谚云: 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巳
下矣。”［21］( P511)《重纂邵武府志》中记载的清代
光泽县的婚俗也是如此: “薄于教子，厚于嫁
女，即寒素之家典鬻不为怪。”［22］( P164) 福建省甚
至有不少因为嫁女而耗费家产者，建宁县有这
样的谚语: “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22］( P165)

但由于生活在下层的百姓家境贫寒，如果生女
太多的话，就无法负担高额的嫁妆，福建等地溺
女婴习俗由此而生。在福安“论婚以财，责备筐
篚鬻产妆奁，以致中人之家不敢举女。”［23］( P38) 这
种溺女婴的习俗直至清代愈演愈烈。“以此嫁
女装奁不得不盛，因求盛不得不负债鬻产，因虑
嫁女鬻产，故邑多溺女。”［24］( P563)“甚且虑嫁女
之无资也。生女即溺之。”［25］( P438) 由于溺女婴
风俗有违人常，因此有清一代从中央到地方政
府均不断有禁溺女婴的命令，康熙四十五年
( 1706) 升任浙江衢州知府的杨廷望曾针对南
方等省溺女婴风俗颁布禁令: “衢州与江南、江
西、福建聚接壤，其俗杂……俗以嫁女破产。虽

富族亦不举。多溺之者，公严禁不少恕。”［26］( P401)

然而福建等南方地区溺女婴风俗却难以有效禁
绝，当地厚嫁习俗使父母不堪重负是其中重要
的原因。而父母给出嫁女丰厚的嫁妆是女子出
嫁前在家中的劳动体现，是女子对原生家庭财
产继承权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一般情况下，丈夫
去世后寡妇要有子嗣才能继承家产，但也只是
代替子嗣暂时管理; 如果未生育，一般从家族兄
弟中过继一个男孩来继承，以免家产落入他姓
之手，因此无论媳妇还是女儿都没有资格继承
家产。然而，由于福建等南方下层社会的女性
是家庭财富的主要贡献者，因此丈夫死后是可
以继承家产的。同时，妇人对夫家财产分割继
承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清乾隆时期的《福州府
志》中有详细的议论: “三曰: 兄弟之爱，出于天
性，少小相从，其欢忻岂有间哉。迨因娶妇，或
至临财，憎恶一开、即成怨隙，至有兴诉讼，有刑
狱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盖由听妇言，贪财
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遂及于此。四曰: 娶
妇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
户，直求资财，未有婚姻不为怨怒。原其由，盖
婚礼之夕，广縻费，已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
其二，姑辱其妇，夫虐其妻，求之不己，若不满意
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
此生民之大弊也。”［21］( P517) 这种现象在提倡女子
“三从四德”的封建正统社会中是罕见的，为争
夺财产而家人反目也是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坊
间流传女性挣得话语权的主要方法是“一哭，
二闹，三上吊”，下层没有文化的女性“为了控
制家庭———控制她们的丈夫与孩子，甚至是老
人，采用哭闹为主的方法”。［20］( P133) 这也从侧面
印证了福建下层社会的女性因承担了绝大多数
的家庭劳动，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家
庭财产继承权上有参与权。

明清时期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福建社会，上
层社会的女性被要求“宜室宜家、三从四德”，
她们足不出户，不被允许“抛头露面”，而且由
于她们家庭富裕，不需要辛苦外出劳作挣钱; 且
为了满足封建畸形的价值观而缠足，因此上层
社会女子依附男子生活，在家庭中几无话语权，
家庭地位不高。但福建等南方下层社会中的劳
动女性的形象与上层社会中的“大家闺秀”或
“小家碧玉”不同，她们几乎不缠足，“少妇常
耕，蓬头跣足。”［27］( P705)“泉漳之间，弓步绝迹，

殆南越之余俗欤。”［28］( P3) 为了生计，她们在家
纺织耕田，在外打工经商，家里家外操持，用自
己的辛勤劳动换取家庭收入，是家庭经济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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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她们在家庭中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都是
对其劳动的体现和认可，家庭地位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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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bor Customs and Property Ｒights of Women
in Lower Class in Fuji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N Xi
(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Fuzhou 350202，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the production pattern in Fujian and other southern re-

gions is different． The pattern，described as“men plow the fields and women weave cloth”，
which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China，is not popular there． Women in
the lower class not only perform housework duties，but also work in the fields，and even go
out to work and do business． They are the main source of family income and they make hug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family． Therefore，they own certain property ownership and inheritance
rights and they also have certain status in their family．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jian; women in lower class; labor customs;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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