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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即经过了新式婚恋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熏陶，又深

受“贤妻良母”教育宗旨影响而成长的女学生注定具有传统与新式的双重矛盾人格。有因在其追求

理想的过程中面临新式婚恋观在践行中遭受质疑，传统大家长制势力的阻挠，社交公开受到舆论冲

击，独身主义的出现等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使得女学生在践行理想时显得即激进又保守，即主动

又被动。这时期的女学生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中，通过积极地与现实的互动，主动地找到传统与现

实之间的桥梁，最终发展出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折中婚恋观。故一种新兴的社会观念从产生到

完全被接受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借助传统的力量为自己添砖加瓦，才能具备遮风挡

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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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作是五四运动的战果之一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曾经就像是一场暴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席

卷中国各个角落，给予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习俗当头棒喝，也洗礼了近代以来人们固

有的思想观念。在这场暴风灌溉下成长的女学生崇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独立”模式，但在中

国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是还未被完全破坏，在这个新旧婚恋观共存且势均力敌

的情况下，接受了新式女子教育的女学生们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冲破传统的束缚从而获得她们心之所向

的婚恋，去捍卫她们浪漫的爱情及乌托邦式的未来，以及女学生在这场博弈中承受了怎样的身体上和心

理上的伤害，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女学与女学生

女子教育自晚清以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便开始发展，至民国时期女学生群体开始活跃在人

们视野中，但其发展却尤为缓慢。1920 年北京大学首开招收女生之例后，北京其他高校、南京、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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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开始打破女子不能与男子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惯例。然此时高等院校女学生所占百分比不足 2% [1]，

说明女学生得以进入高等院校的数量还很少，女学生群体与男学生相比起来还微不足道。经过几年的短

暂发展，到 1928 年间，似乎情况大有好转。“民国”十七至十八年全国大学男女学生总数为 17285 人，

女生人数为 1485 人，与 1922 年相比女大学生所占百分比从 1.99% 增至 8.59% [2]，说明女子接受高等教育

的数量越来越多。综上可知，女学生在 1928 年间的数量发展之快，故女学生已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群体。

女学生数量的增加与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无关系。

1927 年，中国国民党提出了“党化教育”的教育方针，要求女子教育“以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母性

为目的”；1928 年，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宣言称“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

之健全母性，实为救国救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1929 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颁

布的教育实施方针中“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

设良好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3]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第 48 条规定 ：“男女教育之机

会一律平等。”说明男女平等的愿望终于在教育层面得以实现。至此，男女同校已不再是稀罕之物，同时

也为男女学生间的异性接触提供了场所。纵观这几次颁布的女子教育宗旨，说明南京国民政府也对发展

女子教育持赞成态度。男女教育同以发展个人，适应社会为理想的目标并无歧异，而建设良好家庭生活，

尤为当头棒喝。以“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目标的传统深深植根于人们意识之中，可见这里仍然将女子

作为家庭的附属。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学生的婚恋观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学生的恋爱观

1. 对“恋爱自由”的理性认识

新式婚恋观在践行过程中并未完全符合社会需要，出现了婚姻纠葛、偏多怨偶等问题，这些问题使

得女学生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模式的合理性，进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反应。在

这一时期，女学生她们对因“恋爱自由”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如“依父母的见

解而为子女所包办的婚姻，固然难得美满，即是青年自己经过恋爱的步骤而确定的配偶，事实上也不能

如预期的那么美满愉快。报纸上所登载的婚姻纠葛新闻，一小部分是旧式的婚姻，一大部分是新式的婚姻，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另一初二女学生也提出质疑 ：“然而社会上偏多怨偶，而美满姻缘翻少，这是为何

呢？” [5] 从这两个女学生的话语中，我们可得出两个信息 ：一是新的婚恋观念在这时期发展得并不是那么

一帆风顺；二是此时女学生已经不单单执着于寻找自由恋爱的形式了，她们逐渐地通过现实问题来思考“自

由恋爱”所带来的弊端及解决方法。

由“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婚恋观引起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面前，女学生选择积极地去面对。对此她

们认为“我们要达到真正的目的，非我们女子切身去做不可”。 [6] 为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女学生根据实

际提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即“性情需勇敢，温和，诚实，其中以相投为第一 ；身体健康也是选择配偶

的重要条件，因为有健全的体魄才能担负重大的任务 ；须有高尚的人格，尊重女性，不慕虚荣 ；爱情，

能永久，能守贞操，真挚而纯洁 ；此外须有相当的学问 ；相等的年龄，其他财产与容貌要算不重要，容

貌只要端正，财产还是没有的好 ；有自立能力等”。 [7]

2. 对独身主义的渐进认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独身主义悄然流行并引人注目。1929 年，陈利兰在《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

之研究》中包含了对独身主义态度的调查，在 200 名女学生的答案中，持“不赞成”态度的人占 94.5%，“赞成”

的人数仅为 5.5%。由此可见，1929 年的时候独身主义还未受到大众的多数认可。 [8]1930 年，梁议生调查

了燕京大学 60 名女学生，持“不赞成”态度的人有 45 人，占 75%，对比这两份仅时隔一年的调查报告，

持“不赞成”态度的百分比从 94.5% 下降到 75% [9]，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反对独身主义的人在减少，对其

认识也逐渐有一定的思考，女学生对独身主义开始有一定的理解。

时人曾试图对“独身主义”出现原因做出解释 ：“一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学生，比一般人更具有事

业心，从而无心关注婚姻 ；二是女子经济独立后不再依赖男子，加之害怕“相夫教子”生活方式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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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选择独身 ；三是在新旧两种婚恋观念的激烈交锋中，处于旧道德束缚下的新女性，缺乏和旧社会格

斗的勇气，所以产生了消极思想 ；四是女子自身的原因，即恋爱的失败的痛苦使其不堪，或是为避免他

人的追求、抑或是单恋与同性恋的狂热。” [10] 由上观之，对独身主义的关注及思考的不断加深，说明女学

生在求而不得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另一种能使之安身立命的理论。“从新旧层面上观之，独身主义虽是欧

风美雨影响之下的舶来品，但若对高唱独身主义的群体予以细察，则不难发现其所隐含的新旧杂陈的特点，

既有妇女解放语境下与男子同样追求人生事业的新女性，又有因封建旧俗的桎梏而被迫守节的无辜妇女。

因此，独身主义虽为西方引进的新名词，旗帜鲜明地体现出近代青年男女在婚恋上的自觉与自主，但其

内部的传统因素不容忽视，独身主义在此层面上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 [11]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学生的婚姻观

1. 屡见不鲜的“自由离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人们对离婚的看法也更加宽容。在 1929 年，一份针对燕京大学 60 名女学生所

做的婚姻调查中，在对“离婚之态度”一项中 60 名女学生所给之答案为：认为无爱情即可离婚的有 20 人；

同意过渡期间，应牺牲的有 2 人 ；赞成一方不愿同居即可离婚的有 10 人 ；支持双方同意，即可离婚的有

28 人。很明显，将爱情有无当作离婚的依据是深受“恋爱至上”观念的影响，从这方面看这是女学生对

婚姻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不过，当时社会对离婚的认识却已经延伸到更实际的问题上了，即离婚后女

子生活的保障。周建人形象地将男女离婚比做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关系，深刻指出，很多已婚女子不愿

离婚是因为害怕离婚后生活没有保障，反而落得更坏的结果。周认为，女子离婚是自由的，不该因生活

没有保障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离婚后男子应当负担一点抚养的责任，即多拿出一点抚养费罢了”，

而女子应该经济独立，不再受性的雇佣。“如果使妇女各人都有工作可做，经济独立起来，那必有多数妇

女会得起来要求离婚自由的。” [12] 总而言之，妇女若想彻底摆脱男子控制，不再通过性的雇佣成为男子附属，

过上自由的生活，那就得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工作的能力，经济独立后才能实现。

2. 折中的“自主”选择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四份关于女学生婚姻方面的调查，我们可对比这四份调查报告从而得出这

期间女学生对婚姻主持态度的大概。对于“婚姻主持”看法，1929 年，“合订”占 30.8%，“自订”占

62.5%，“旁订”占 5%，“随便”占 1.7% ；1930 年，“自主，征亲意”占 67.7%，“亲主，征己意”占

16.7%，“完全自订”占 10%，“完全家订”占 6.7%；1931 年，赞成“自主，征亲意”占 84.4%，赞成“亲主，

征己意”占 33.3%，赞成“完全自订”占 20%；1935 年，“合订”占 88.9%，“父母代订”占 7.4%，“自订”

占 3.7%。 [13] 由此可知，在婚姻主持方面，认为婚姻应完全由自己决定的趋势在不断下降，婚姻完全自订

的观念不再与之前那么强烈，女学生表示愿与父母合订婚姻的趋势逐渐上升，可以看出父母与自己合订

婚姻是当时女学生的主流想法。究其原因，一是与当时“建设美好家庭生活”的目标息息相关，女子教

育既然是为家庭生活服务，那么女子在学校和生活中必然会受到“为家庭服务”相关思想的教育，女子

在择偶之时也定会考虑到自己的结婚对象能否在今后为自己家族带来一些益处。二是中国百行孝为先的

观念已根深蒂固，女学生出于尊敬、敬爱自己父母的考虑，所以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会向父母禀报及征求

他们意见 ；三是封建父权家长制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对于子女问题上不会任由其自行裁决，而这

一时期的女学生深知这一点，无力与传统家长制抗争的她们只得做出退步，从而找到这一适中的办法在

父母与个人中取得平衡。不难看出，女学生对于“婚姻主持”的折中选择是传统“包办婚姻”与“婚姻

自主”两种婚姻观的结合之物，同时也表现了女学生婚恋观具有与社会相得益彰的主动性。

3. 适应现实需要的婚姻目的

民国时期女学生的婚姻目的，个人主义色彩在淡化。1929 年，有一项涉及女学生对婚姻目的的态度

调查，其结果为：调和人生干燥（206 分）与教养子女（176 分）为最重要之目的，继续人种位三（116 分），

父母之奉侍（96 分）为最次，其中调和人生干燥为首，教养子女紧跟其后。分析其原因可知，1929 年为

社会转型的过渡初期，个人主义色彩浓重，婚姻之目的，不能不受影响，故调和人生干燥，向终身伴侣

之被青年人推荐，自不待言。再看位居第二的教养子女之原因，首先其分数与调和人生之分数之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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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0 分，故教养子女、良善家庭与第一相差无几，故调和人生干燥第一亦不占极重权势。 [14] 则女学生婚

姻目的并非极端个人主义，良善家庭教养儿女亦颇占势力。再看 1931 年，周叔昭同对燕京大学 44 名女

学生的一份关于婚姻之目的调查，其结果是 ：良善子女之生产及教育（162 分）占 29.1% ；浪漫的爱及共

同生活（151 分）占 27.2%；父母之奉侍（142 分）占 25.5%；性欲之满足（86 分）占 15.6%；其他（15 分）

占 2.7%。 [15] 仅时隔一年的两份调查，其中良善子女之生产及教育之婚姻目的已经赶超浪漫的爱及共同生活，

显示出女学生婚姻之目的个人色彩已逐渐被社会责任所取代。

综上所述，女学生对结婚认识不再局限于追求个人幸福，而是根据社会观念变化、社会现实需要，

从而及时调整其婚姻观以适应时代步伐。在当时，一味选择以爱情为主要结婚目的的出发点，造成了不

少的社会不良反应。离异、自杀、三角恋等不断出现于日常生活，女学生们开始反思其对美满婚姻生活

的标准，从而提出更加理性的结婚目的标准。将续种、良善家庭、教养儿女等因素纳入其结婚目的中，

说明女学生在考虑个人问题时不再单单以自身出发，更多的是肩负起整个社会和谐、民族兴旺的责任，

体现出女学生婚恋观与社会实际的互动性，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女子教育之宗旨的贯彻落实不无关系。

三、举步维艰的女学生

（一）饱受争议的婚恋观

社会交际。女学生恋爱观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对社会交际的追求。1930 年，梁议生调查了燕京大学

60 个女生对订婚之手续的看法。结果显示 ：从双方友谊互相了解后约占 81.7%，直接恋爱和交际占极少

数，分别约为 0.8%、0.3%。 [16] 因此，呼吁“社交公开”便逐渐成为女学生获得爱情的手段之一。1929 年，

陈利兰以燕京大学女校、燕大女附中、京大女子部等学校共 200 名的女学生为对象，调查了对男女“社

交公开”的态度。其中持“赞成”态度的占 89%，持“反对”态度的占 3%，持“中立”态度的占 8%。

其中，赞成男女社交公开的理由有一条是认为男女社交公开是为选择伴侣的良好机会。 [17] 可见，社交公

开已是当时大多数女学生中已得到普遍认可。不容忽视的是，“社交公开”也催生出一些不道德、有失

行为准则的事。如 1933 年，《晨光》曾报道过北平某中学李姓女子经友人许某介绍于溜冰场上认识田姓

男学生，遂李某与田某互倾相悦后，两人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然不久后，许某亦对李某倾心，李竟移

田之情以爱许，后田某在收到李某绝情信后不堪打击服下安眠药，幸发现及时，送至医院救治，始行苏

醒。 [18] 此等现象的产生，是为坚持“男女授受不亲”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将青年男女因感情失败

而上演离婚、自杀、遗弃、失恋等事件归罪于社会交际的公开，男女间失去保护的屏障。随着教育制度

改革，男女同校取得合法地位后，立即引起封建父权大家长制度下传统人士的恐慌，他们生怕男女同校

后再生“事端”，即使男女同校已取得合法地位，但他们仍拒绝将女子送入此类学堂。如四川吴某 [19] 初

中时代就读于一所男女同学的学校，但 1932 年毕业后，因为母亲与兄长不喜她住男女同班，恐惹烦恼，

要她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其二妹及二位侄女均在另一所女校读书，大约亦是家长同样思虑的结

果。所谓“烦恼”大抵是其时流行的新文艺作品中描述的“爱情”。故社交公开在此时还是一个传统与

现代激流中的矛盾体。

婚姻主持。“婚姻自主”与“包办婚姻”的斗争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加明显。前面已讨论过此阶段

女学生对婚姻主持的态度，她们多希望由父母长辈与自己共同决定自己婚姻大事，但旧式大家长制度的

影响已根深蒂固，万万不是一个新生之事物所能轻易摧毁的。包办婚姻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两种

社会观念必然会引起一些化学反应。由章锡琛创办于 1926 年《新女性》创刊号上曾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

17 岁的瑞娇姑娘，在其爷妈兄弟的压力下，被迫与一个性情学问嗜好毫不相关 W 君订了婚。瑞娇姑娘“惟

以小说杂志相伴而已，余则感觉世人之白眼，险毒 ；买卖婚姻之契，人生活之枯寂与悲哀”。 [20] 像此等被

父母兄长决定婚约之事常见于该时期报纸杂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约显然与女学生追求柏

拉图式爱情截然相反，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婚恋观与新式婚恋观的又一大矛盾，毕竟“比之布新，

除旧更难，因为它会打破大大小小的旧饭碗，从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来”。 [21]

（二）女学生在理想与现实中的抉择

望而止步。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传统与现实的交锋中，女学生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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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曾经的坚持。不少女学生在未结婚前，因受新式教育的熏陶，耳濡目染地将“经济独立”“积极参

政”等作为自己一时的目标与信仰，可一旦结婚后，远离了学校教育的氛围后，其思想也随之淡化。如

某作者曾这样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那气概不可一世的从妹，对我大发挥其学生志愿时我冷笑了说 ：‘别

做梦罢，你们反正是要给孩子抹尿抹屎的。’从妹那时对我的愤怒至今还记得。”后来该女生结婚生子了，

什么经济独立、出洋留学等等已如春梦浮云，一过便无痕迹。作者“每见了伊那种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

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几乎要忍不住下泪。可是伊却不觉得什么，原来家的铁笼已把伊的野性驯服了”。 [22]

最后作者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无论在口上笔上说得如何好听，女性在事实上逃不掉家庭的牢狱。今后

觉醒的女性在这条路上将怎样去挣扎啊！” [23] 而女学生在传统面前的屈服也是因为“爱”失去了其自我，

女子一旦陷入爱情的迷网中，便难逃“以夫为纲”的封建伦常。如言生与其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

两人一见钟情便同意了这门婚事。在言生的日记中记录了其与妻子的一段日常经历 ：“十月十日——我终

日觉得黑暗，好像沉入到一个黑灾中一般，有种力使我想和她吵架。往往好打了一架，我就愤恨，我跪下，

我哭，好像疯了似的。但是她却对跪了下来安慰我，不忍我跪下。她不像以前那么傲慢了，她一点都不怪我，

也不生气了。她看我是常喜欢烦躁罢了，她的忍耐使我痛苦了，我感动了。” [24] 所以，即使女子选择在传

统面前屈服，她们其本身都不是为了自身，她们更多的是为家庭、为爱人、为父母，这也就是为什么女

子难以逃脱婚姻、家庭的束缚的原因。

奋不顾身。也有一部分性格刚硬的女子，她们大胆对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发出挑战，并且在面对父

权家长制时，也毫不畏惧。例如 ：F 的父母在 F 很小的时候便给她订下了一门亲事，后因经济原因，她的

双亲及她未婚夫的双亲想尽早地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但两人都反对这种传统的包办婚姻。于是，两人

联合起来反抗，最后终于获得双方家长同意取消亲事，随后两人便共同南下求学。后来 F 与 W 相恋并同居，

不久之后便有了爱的结晶，为了躲避旁人的议论，遂 F 与 W 辗转到了上海，但很快经济拮据无法维持生活，

W 便与 F 回到家乡，后来因生育损害了其健康，加之承受不了旧家庭礼教的压迫便割腕自杀了。 [25]F 最

终还是以生命为代价，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牺牲品。然而，不是所有坚持自我理想的女学生都以

死才能“明志”。四川汪某 [26]，在得知其父母已私底下给她定下婚约的她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但其父亲

却以“送女读书，不过欲得佳婿耳，外有何求？”为由劝汪允诺婚事，且欲对她实行软禁，然汪不愿做

传统礼教的牺牲品，遂将事情经过以书信形式寄到了县党部、教育局并请求其援助，其父母以“挺扛悔婚，

破坏风气”“自由之说对无父母兄弟伯叔则可，对于有父母伯叔兄弟的则不可，青天白日之下，如此无礼，

实属于越权妄干，恳求作主，以维风气”为由控告汪之校长，后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汪终于成功解除婚约，

恢复其自由之身。汪的事例是女学生坚持自我理想的成功范例，这归功于汪自身的坚持与努力，更是因

为汪的聪明与果敢。同时可看出，传统大家长制在女学生婚姻权利上的种种阻碍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女学生坚持自我理想，追寻“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事件数不胜数，暂不论其结局如何，就其精神也

是值得敬佩的，要知道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勇于追求自由是需要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她们需要比常人更

多的信心与勇气，在那个举步维艰的年代，她们活得小心翼翼。因为，“处在这新婚姻制度中间的她们，

对着这伟大的婚姻问题，却是茫然无所适从的。旧的不免有种罪恶，可是新的也未必能尽善，尤其是我

们女子，更要有相当的考虑和事前的准备，不可随便或冒昧”。 [27]

总的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学生所追求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具体实施存在着来自现实的种

种困难。男女同校、社交公开的提倡和实践为这一时期女学生的婚恋观迅速发展提供了温床。但作为新

兴事物，必然会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从而以男女同校为场所而逐步发展的婚恋观必然会受到社会环

境的制约。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完全平等，父母家长和学校的严格把关，使得女学生在追求爱情和婚姻时，

显得小心翼翼 ；另外，备受争议的社交公开，使得作为新知识群体的女学生解放思想的同时，为了免受

社会舆论的非议，更不得轻举妄动。在新的尚未发展成熟旧的仍根深蒂固的境地中，应运而生的独身主

义受到推崇及追寻，难道这不是一种前进的倒退吗？然仍有不少女学生仍以她们的绵薄之力在这举步维

艰的大环境中挣扎着，以期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地。但在新陈代谢的社会里，新的观念虽具有发

展潜力，但旧的传统不见得完全丧失生命，新观念的发展壮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要借助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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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为自己添砖加瓦，才能具备遮风挡雨的能力。这时期女学生的婚恋观也不得不吸收传统婚恋观的

精华，更不得不顾及传统“卫道者”坚不可摧的势力，进而才能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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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Students’ Concept of Love and Marriage from 1927 to 1937
Yan Mei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Government, female students doomed to have contradictory 

personality as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an opposite theory of “freedom in love and marriage” an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being a good wife and mother”. They confronted many social reality problems,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dreams: the new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being questioned, the obstruction from elders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the social freedom being attacked, and the emergence of celibacy. All of that makes them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active and passive. The female students were in a dilemma. Through courageous attempts they 
finally developed a set of eclectic views on marriage and love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 new 
social concept will not be accepted easily andit must draw energy from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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