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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劳动 ”观下的妇女家庭劳动
王

摘

燕

要： 晚清以来，通过日本的译介，“劳动”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之下能够产生利润、阶级性的集体劳

力。现代“劳动”观把人的复杂劳力等级化，把工业、农业生产性劳动置于顶端，而把与社会化大生产关系
不密切的无酬家庭劳动置于底端。虽然“劳动”的多重涵义并未消失，人们对妇女家庭劳动的价值亦有不
同评价，但五四时期，生产性劳动成为时代主题，妇女家庭劳动的议题被相对边缘化。推崇现代“劳动”观
的论述倾向于采取社区合作，甚至阶级革命的全盘计划消除家庭劳动，将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力纳入生产性
劳动。此后，民国各种劳动法专业知识对“劳动”作出了定义，生产性劳动被归入劳动法，有酬的家庭劳动
处于劳动 法 的 边 缘，而妇女无酬的家庭劳动被归属到民法的范围内，固化了妇女承担家务是亲属义务的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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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降，妇女越来越被囿于“内闱 ”，中上层家庭的妇女更接近这一规范。 虽然明清时期曾有一群
漂泊在外的“闺塾师”①，但在理想的行为规范中，妇女应当留在家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服侍长辈、打理
家务，并参与纺织、刺绣等女红，这些家庭劳动被总称为“妇功”。“妇功”是受人尊敬的良家妇女与风月
场中的妇女的分界线。儒家的理想认为，良家妇女应该依靠她们自己的双手从事家庭内部的劳动 ，这是
家族保持繁荣的关键②。而自晚清以来，随着一波又一波运动呼吁妇女进入公共领域 ，参与社会化大生
产，中国妇女虽然得以走出家庭的藩篱 ，却因为无法摆脱无酬的家庭劳动，落入“双重负担”的困境。
无酬的家庭劳动指妇女的家务，即家庭中洒扫、烹饪、洗涤、整理、人事往来等等无酬的劳力，它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 ，如“家政”、“家事”、“家内劳动 ”等，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在特定的情况
下略有不同。目前的学术研究都承认妇女的家庭劳动在整个 20 世纪被逐渐边缘化了。 为了重申家庭
劳动的意义，有的学者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的“家政”如何被赋予了现代性，妇女的“家政 ”活
动如何模糊、跨越了内外的界限③。有的学者试图去批判这种边缘化，指出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家庭
劳动的盲点，认为家庭劳动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妇女从属地位和依附性的源头之一 ④。 还有的学者做了
一些修正，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意识到家庭劳动的存在 ，并根据实际需要对政策进行了弹性调整，但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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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劳动仍有保留态度①。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很少从词汇的角度去反思现代知识概念的形成如何边
缘化了家庭劳动。本文将分析现代主义大生产思想的核心概念———“劳动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语义变
迁，思考新的知识体系如何等级化了“劳动”的不同形式，等级化了妇女的劳力，并把无酬的家庭劳动置
于最底端，排斥出公共范畴。

一 “劳动”概念的演变和译介
在晚清出现的诸多政治经济学新词汇中 ，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词语： “劳动”。“劳动 ”是一个近代的
回流词，本源是古汉语，有四层意思： 操作、活动； 使之不安宁； 烦劳； 劳驾、多谢②。 从 20 世纪初起，“劳
动”一词虽然仍然保存了“操作、活动”的宽泛涵义，但其首要的涵义已经变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
主义思想中参与各种生产，尤其是工业制造生产，出卖自己劳动力并赚取工资的行为 。
“劳动”如何从有关个人的“操劳、活动”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新词汇 ？ 笔者首先来梳理这一
过程。“劳动”源自英文中的“labour”。根据雷蒙·威廉斯的研究，“labour”在英文里的原义为辛苦工作
13 世纪时专指手工劳动。自中世纪以来，“labour”与“work”意义多有交叉，但随着资本主义生
与费力，
产关系的 发 展，“work ”的 主 要 涵 义 为“有 薪 水 的 工 作 ”，一 个 家 庭 主 妇 被 认 为“没 有 在 工 作 （ not
working） ”，“labour”则保留其宽泛的涵义。“labour”最重要的改变出现在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 》中，它
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词汇，被视为“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要素 ”。自 1830 年代开始，这个词
经过布雷的《劳工的冤屈与补偿》演说，又从抽象的经济活动发展出社会阶层的涵义③。 晚清的各种西
文报刊在 1880 年代前还主要把它指称为付出的各种劳力 ，比如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之后，随着这些报
刊多次报道“labour”和“socialism”，前者逐渐指代欧美各国的劳工阶层 。④
早期传教士翻译“labour”时，多将其翻译成“力”、“人力”或“劳力”。例如，李提摩太介绍亚当 · 斯
密的经济学理论时，把“labour”译为“力 ”⑤。 及至严复翻译《原富 》时，也使用“劳”、“功 ”或“力 ”⑥。
“labour”从具有交换价值的“力 ”翻译成具有强烈阶级倾向和道德评判的关键词“劳动 ”，掀起了一场
晚清观念的革命 。 这一演变与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与接受密切相关。“劳动 ”首先在日本由社会主
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量使用 。 受工团主义的世界性影响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 20 世
纪最初几年崛起 ，并于 1906 年左右分裂成主张议会选举的温和派和主张暴力 、直接行动的强硬派 。
但无论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都认可工团主义的基本概念———“劳动 ”。 比如，温和派的片山潜就为日
本第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劳动世界》撰写文章⑦。强硬派的幸德秋水也在其著作中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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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随着日本社会主义的译介在中国传播 。马君武是传播“劳动 ”的早期关键人物。1902 年日
本村井知玄的《社会主义》一文在马氏编辑的《翻译世界 》中连载，其中，“劳动 ”专指那些参与资本主义
机器工业大生产的普通职工付出的劳力 ①。次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
较》更通篇累牍将“劳动者”置于资本家的对立面，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②。朱执信也是一员传播干
1906 年，他在创刊不久的《民报》上译介“劳动”，第一次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马尔克 ”（ 即马克思 ） 的
将，
“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③。幸德秋水于 1903 年出版《社会主义神髓》，该书是晚清介绍社会主义的热
门书籍，它有多个中译本。 从 1903 年至 1912 年，这几个版本逐渐添加了“劳动 ”这一新词汇。 等到
1912 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翻译的中译本已经极为熟稔地运用“劳动”一词。④
无政府主义天义派宣扬的“劳动”，对晚清知识界影响很大。他们突出了“劳动”的阶级性，强调“劳
动者”、“劳民”有必要组织起来，整体性推翻阶级制度。 刘师培在《天义 》之后办的《衡报 》宗旨更加清
晰： “颠覆人治，实行共产……记录民生疾苦。 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其直接行动派之民党。”⑤ 钱玄同阅
读何殷震赠送的《天义》后，就曾评论赴法留学生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新世纪 》虽然立论精
彩，但中文功底差、历史不知，远远比不上刘师培等人主编的《天义》⑥。 有人专门冒险致函何殷震，要求
订阅《天义》，寄回国内，由于杂志外面包裹株式会社章程，幸未被清政府查获⑦。 可见该刊在晚清的声
望。虽然后来由于幸德秋水等人被暗杀 ，使得日本无政府主义急转直下，加上刘师培的转变，天义派逐
渐失去声音，但其思想印痕清晰可见。⑧
经过天义派转译，“劳动”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下的“labour”有了一定的偏移。 在 19 世纪欧洲风起
云涌的反资本主义语境中，“labour”主要是指产业工人的生产性活动，“劳动者 ”就是无产者⑨。 但中国
产业工人基数较小，因此转译后的“劳动者 ”，则扩大为没有产业，一切凭借自己体力挣得酬金的人，包
瑠。刘师培的思想中也已经出现了对农民劳动的关注 。 他意识到，
瑏
括工人、农民和其他出卖体力者
中国

瑏
瑡
并没有人数众多的工人，而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 。 不过，天义派的“劳动 ”说并不是主流，中国
劳工运动的早期实践仍然把工人作为“劳动者”的主体。
清末民初的“劳动”根据它与国家的关系，分化成等级制的“劳动 ”形式。 第一，“劳动 ”是以工人为
主、以农民为辅的佣工阶级的集体行为 。 亚当 · 斯密认为，资本持有者、商人等等都参与了“劳动 ”，他
们的“劳动”会附加在商品上，从而使商品增值。与斯密时代不同，晚清传播的“劳动 ”概念有所漂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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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由《浙江潮》在日本非正式公开发行，译本数量少，影响不大。1905—1907 年的三个译本都是在日本出版。直到 1912 年杜亚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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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 9 月 8 日、
9 月 18 日、
10 月 3 日，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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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是否改译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同意“无产者”和“劳动者”在《共产党宣言》的语境中是同一个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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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资本家为开设工厂、资金运转、市场销售等活动付出的精力，它只包括受剥削阶级压迫的佣工阶
级的劳力。更重要的是，佣工阶级的劳力也具有一定等级性 。工人阶级的劳力处于第一等级，其次是农
民的劳力，再次为其他各种公共空间中的有酬劳力 。 第二，“劳动 ”为“公 ”利的道德行为。 对无政府主
义实验村的宣传就体现了这一点 。1907 年末出版的《天义 》报中刊登法国人亨利 · 孚岱的共产主义实
验村鹰山村的图片，图中有多人在田间挥锄劳动①。赴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也在差不多同时去过
这个位于比利时和法国边境地区的荒芜的无政府主义实验村 ，他对亨利 · 孚岱早上 4 点去印刷所工
作 ，晚上还去亲自割草非常佩服 ②。 通过自我劳动、协同合作，而不是剥削他人来积累私有财产，“劳
动”获得公共道德性。 第三，家庭劳动处于“劳动 ”的边缘地带。 斯密论述道，“劳动 ”实为“生产性劳
动”，其价值在商品交换中得以实现。 斯密认为家庭中的劳动不能产生利润，是非生产性的③。 这种对
非生产性劳动的贬斥，早在李提摩太译介斯密的著作时，已经清晰地介绍给了晚清士人④。 天义派在清
末曾经把妇女在家庭内所执“刷靴、洗涤、庖厨”等劳力看成“贱业”，并译成“家庭劳动 ”，提倡由共同居
住的社群来集体承担这些劳动⑤。这正继承自恩格斯的看法： 无酬的家务属于家庭内私有的劳动，需要
全部社会化。⑥

二

多重的“劳动”观与妇女家庭劳力的碰撞

从晚清至五四，新兴的“劳动”观并未立刻取代其他“劳动”涵义，各种“劳动”观并存。比如，托尔斯
泰提出的“泛劳动主义”： 筋肉的活动、手艺的活动、思想的活动、社交的活动，无所不包⑦。 其次，个体
“操作、活动”等旧义仍然活跃在时人思维中，产生出身体性的“劳动”观。另有一种是斯密式的公共“劳
动”观，缺乏阶级的涵义，这种无阶级性的“劳动 ”混同了中等阶级的“职业 ”概念。 阶级性的“劳动 ”观
与斯密的“劳动”观差不多同时出现，内涵也难分伯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复杂多义的“劳动 ”概念
与妇女家庭劳力的碰撞。
《妇女杂志》是展现复杂多义的“劳动 ”观与家庭劳力碰撞的典型，它早期的保守、中期的先锋和后
期的中产风格在“劳动”观的变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妇女杂志 》发刊之时就以发表梁启超大女
儿梁令娴之“吾家旧德”而闻名，它对任何要求妇女外出谋生的论调都保持警惕。 发刊才四期，有人就
对现代“劳动”观提出了反对意见。作者认为，妇女外出劳动，一为养成勤俭的习惯，二为生计，但妇女
劳动则不能照顾家庭，导致夫妻分离，生育力减缩，因此决非国家社会之福⑧。 作者反对把家庭内的操
劳称为“劳动”，原因有二。 其一，“劳动 ”发生在家庭以外； 其二，“劳动 ”被塑造为下层社会妇女为了
“生计”被迫外出做出的牺牲，对杂志早期保守的中上层受众来说 ，家务不属于“劳动”，而属于“家政 ”的
范围，“家政”由中上层“新女性”承担，具有跨越传统“内外”之别的现代性，是值得尊崇的妇女劳力。⑨
1907 年 11 月 30 日，见《天义·衡报》（ 上） ，第 25 页。
原载《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册“图画”栏，
① 《鹰山村共产殖民地》，
②

1908 年 6 月 27 日。
燃： 《游鹰山村殖民地记》，载《新世纪》第 53 号，

2004 年，第 305 页。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③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
1893 年 4 月，第 51 期，第 1 版； 缕馨仙史译稿： 《论生
铸铁庵主译，《万国公报》，
④ ［英］李提摩太： 《生利分利之法一言破万迷说》，
利分利之别》，《万国公报》1893 年第 52 期，第 1—5 版。
1907 年 12 月 30 日，见《天义·衡报》（ 上） ，第 413—416 页。此文为“苦
原载《天义》第 13、14 卷合刊，
⑤ 申叔译： 《快愉之劳动》，
鲁巴特金”的《面包略夺》中的一部分。
2018 年，第 79 页。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 人民出版社，
⑥ ［德］恩格斯： 《家庭、
《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4 号，1919 年 10 月 15 日，第 75—79 页； 瞿秋白： 《伯伯尔之泛劳动
⑦ 晨曦译： 《脱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
1920 年 4 月 21 日，第 8—11 页。此篇论述倍倍尔（ 伯伯尔） 对于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看法。
主义观》，《新社会》第 18 号，
《妇女杂志》第 1 卷第 4 号，
1915 年 4 月 5 日，第 5—7 页。
⑧ 鹃湖素琴： 《妇女劳动感》，
见黄湘金： 《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下田歌子〈家政学〉在中国》，
⑨ 《妇女杂志》有专门的“家政”专栏。有关“家政”，
《山西师大学报》2007 年第 5 期； 以及前文提到的 Constance Orliski 和 Helen Schneider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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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妇女杂志》原先的保守态度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迫使其主编另觅具有新
思想的编辑，以便提升杂志的品位和销路。1920 年，《妇女杂志 》第一次改变风格，引入沈雁冰为编辑。
也就在这一年，由于几家有号召力的先锋报纸开始纪念国际劳动节 ，并发行“劳动纪念号 ”，有关“劳动 ”
的宣传铺天盖地。在编辑思路改变的背景下，《妇女杂志》对家务是否“劳动 ”的看法也略有改变。 笔名
为“直明”的译者翻译了一名与英国工党关系密切的女作者 Margaret G． Bondfield 的文章： 《家庭操作的
妇女》，文章提出“妇女家庭劳工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受工薪的 ”和“没有工薪 ”的两部分。前者指家庭
中雇用的仆妇，后者则是“家主妇”。Bondfield 是英国 20 世纪初一位非常有政治天赋的妇女，她长期参
与各种妇女平权组织，为女工争取同工同酬。她不仅设法为仆妇们争取较好的劳工条件，还把“没有工
薪”的“家主妇”们也看成“劳工者 ”。 译者直明借着 Bondfield 之口提出，要解决这些“没有工资的劳工
者”的困苦，可以进行厨房、洗涤、儿童公育等社区合作①。 显然，直明的观点符合刚刚改革过的杂志的
口味，对时代的脉搏把握更加准确，把主妇称为“没有工资的劳工 ”，对妇女从事家务有一定的同情。 但
他又与杂志本身一样，与五四最先锋的思潮保持了一定距离 ，他并未将主妇的劳力称为“劳动”，只是称
为“操劳”。他希望通过小规模的“合作”适度减轻中等阶层妇女的重复性家务 ，没有大规模改造社会制
度的意愿，也不愿意将《妇女杂志》的女读者们与下层社会的妇女“劳动者”混为一谈。
这种欲迎还拒的态度在 1922 年具有先锋意识的章锡琛接手《妇女杂志 》之后就悄然消退了。 不仅
中下层社会的“劳动”问题被频繁地讨论，“劳动”观也越发向各激进杂志靠拢。 讨论涉及范围也非常广
泛，从国际的妇女劳动谈到国内的情况 ，从组织谈到法律，等等。有关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力，章锡琛掌控
下的《妇女杂志》态度倾向于社会主义。比如，某位略有社会主义知识的作者承认妇女是家庭里不取薪
酬的劳动者②。吴觉农（ Y．D．） 是章锡琛麾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此时尚在日本留
学，有机会接触到日本 1920 年代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热潮③。他翻译了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的演讲 ，
其中谈到，妇女为家庭付出的劳动包括“在家服务”、“从事工业劳动，或帮营农业 ”，但这些劳动都属于
家庭私有，要解决妇女的问题，必须要把私有财产制解决④。 大山郁夫和吴觉农的思路背后，是恩格斯
早就在 19 世纪末表达的观点： 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妇女获得经济独立，同时，私人的家庭劳动全盘
公有化，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⑤
章锡琛和吴觉农等人虽然宣扬社会主义“劳动 ”观，却也不排斥斯密式公共“劳动 ”观，即并不区分
中等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劳动。《妇女杂志 》对南非著名女权主义家须莱纳尔 （ 也称为须琳娜 Schreiner）
《妇女与劳动》一书的介绍最能说明这一点。 这本五四时期广为人知的著作作于 1911 年，其目的是为
了提倡中产阶级的妇女能够走出家门 ，参与就业，从而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须莱纳尔认为，近代以来，
妇女在家庭内没有“劳动”，所以才需要到外面去“劳动 ”，她呼吁，要把“劳动 ”还给妇女⑥。 可以看出，
须莱纳尔把具有下层阶级属性的“劳动”等同于中产阶级妇女的“职业 ”。 吴觉农同时期的文章与须莱
纳尔持相同看法，吴既提倡妇女外出就“职业”以提升经济能力，又谈到下层女工的“职业 ”工资问题，希
望通过妇女团结的“劳动运动”，抵抗资本主义⑦。从“劳动”和“职业 ”的互换可以看出，章、吴等人并非
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喜欢接受各种新思潮，突出“劳动”的公共性，却并不在意“劳动 ”背后的阶
1920 年 3 月 5 日，第 5 页。
直明译，《妇女杂志》第 6 卷第 3 号，
① ［英］Margaret G． Bondfield： 《家庭操作的妇女》，
1923 年 12 月 1 日，第 33 页。
朱枕薪译，《妇女杂志》第 9 卷第 12 号，
② ［美］D． L． Sumner： 《妇女劳动问题》，
1920 年代为马克思的论著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的时期，许多重要的马克思著作和原版书籍都是在此时引进日本
③ 大村泉指出，
的。［日］大村泉： 《〈资本论〉第 1 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和 1920 年代的马克思热潮》，盛福刚译，《现代哲学》2018 年第 5 期，第 28 页。
Y．D．译，《妇女杂志》第 7 卷第 12 号，1921 年 12 月 1
④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氏讲演： 《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的共同点》，
日，第 10 页。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180—181 页。
⑤ ［德］恩格斯： 《家庭、
⑥

1923 年 1 月 1 日，第 80—86 页； 另有关须莱纳尔的部分
乔峰： 《纪尔曼与须林娜的妇女职业运动观》，《妇女杂志》第 9 卷第 1 号，

1925 年 6 月 3 日，第 1—3 版。
译文，可见［南非］须莱纳尔： 《妇女与劳动》，天庐译述，《京报副刊》第 168 号，
《妇女杂志》第 7 卷第 11 号，
1921 年 11 月 1 日，第 8—11 页。
⑦ Y． D．： 《职业与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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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涵义，因此，他们并不严格区分须莱纳尔式的中产妇女“劳动”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妇女“劳动”。
《妇女杂志》上的这些混杂而又新兴的先锋观点，在章锡琛因为谈论激进的“性道德 ”离开该杂志
后，立即有所减少，相反，“劳动”即个体身体运动这一中等阶层看法却增加了 。 比如，有的文章谈到“劳
动”与健康的关系： “最要紧的，还是适当的劳动问题，有充分合度的运动，才生畅行其消化，排泄与发热
的功能，细胞中也就有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于是身体就日益健全了。 愈是受着艰难劳苦的生活，身体愈
是锻炼得强壮。”①
除了激进色彩减淡的《妇女杂志》以外，各种医学期刊、通俗读物上都出现过类似强调身体性之“劳
动”观。丁福保早在 1915 年就在医学杂志上谈到过气候与人类劳动之间的关系 ，认为天气越炎热，人的
运动越停止，劳动产出也随之减少②。一些地方演讲集常劝勉有闲阶层的年轻人要多“劳动 ”，以强健筋
骨、吃苦耐劳，方好到社会上去做事③。当时人士私下保存的日记里也带有身体性的“劳动 ”观。 国民党
元老之一的谭延闿就在日记里记录他自己日常的“劳动 ”④。 一些宣扬生理卫生的文章认为，家庭里的
日常洒扫、烹饪、整理用具等活动属于“劳动”，可以让中等阶级的妇女强身健体、精神百倍⑤。 条件更优
越的家庭妇女，还可以在家庭花园里“劳动”以减肥。⑥
妇女“劳动”涵义的复杂性在《妇女杂志》的演变中可见一斑，但五四时期最为先锋的杂志基本上是
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拥趸。这些杂志如何思考妇女的家庭“劳动 ”？ 笔者检阅了五四至大革命失败之
前诸多热烈宣传讨论“劳动”的先锋杂志，如《新青年》《劳动界》《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劳动与
妇女》《新妇女》《妇女周报》等等，发现先锋杂志对妇女家庭劳力问题涉及较少 ，态度消极。 它们要么讨
论出售妇女劳动力的行为，要么关注出售劳动力的女工、农妇、婢女和女仆。 以《新青年 》为例，其提倡
“劳动”最用力的 1920 年“劳动纪念号”上，所有文章都在论述国际国内的工人组织 、雇用场所的劳动条
件，国内各地的劳动雇用状况调查，无一篇思考妇女在家庭里的劳力付出⑦。 即使沈定一编纂的以《劳
动与妇女》为刊名的杂志也同样思路，要么呼吁关注劳动者被资本主义压迫的窘状 ，要么关注女工的组
织⑧。务本女塾几位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师创办的《新妇女》在 1921 年 5 月纪念“劳动节”时，大部分的文
章都沿袭这一思路，或要求在工厂里实行八点钟工作制 ，或悲叹惨痛的女工生活。⑨
在当时的先锋思潮里，偶然有文章涉及妇女家庭劳动的论述 ，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中上层
妇女不“劳动”。她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闲暇生活，靠自己的妆奁和丈夫的充足收入生活，她们
瑠。这种论述意味着家庭中并不存在妇女的“劳动 ”
瑏
，即使身体性的“劳动 ”也不存
没有家庭劳动需要干
在。第二，妇女的家务，哪怕是劳动阶层妇女的家务，也不适合被称为具有很高价值的“劳动 ”，刘半农
瑏
瑡。在他们看来 ，
就把做家务的妇女称为“破布头博士”
现代社会里，男女都要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向警

①
②

1928 年 11 月 1 日，第 12—14 页。
王炳华： 《劳动与健康的关系·一》，《妇女杂志》第 14 卷第 11 号，
1915 年 11 月，第 11 页。
丁福保： 《热带气候及于人类劳动力之影响》，《中西医学报》第 6 年第 4 期，

《富家子弟要练习劳动》（ 录陕西模范通俗教育讲演所讲案） ，《吉林通俗讲演稿范本》第 8 期，
1916 年 9 月 20 日，第 19—23
③ 例如，
1917 年 2 月（ 无具体日期） ，第 33—34 页。
页； 《说学生应养成劳动的习惯》（ 录《湖南通俗教育报》） ，《讲演汇编》第 11 期，
1917 年 1 月 21 日，第 22 页。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数位资料库。
④ 谭延闿： 《谭延闿日记》，
⑤
⑥

1928 年 11 月 1 日，第 14—17 页。
孙菱芳： 《劳动与健康的关系·二》，《妇女杂志》第 14 卷第 11 号，
1917 年 1 月 20 日，第 3 页。
陈深源： 《译论： 肥人卫生法》，《学生》第 4 卷第 1 号，

该号连附录共 27 篇，全部讨论国际国内支薪劳动者的问题。包
⑦ 见 1920 年 5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推出“劳动纪念号”，
括《“五一”运动史》《一九一九年巴黎的“五一”运动》《劳动问题是些什么？》，以及美、日、英、俄各国的劳动运动趋势和国内各地劳动状
况调查，最后讨论工人的工资、工作时间等，附录为《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
陈独秀等人于 1921 年在广州创办的杂志。五四运动以后，劳动问题和妇女问题成为两大热
⑧ 《劳动与妇女》为沈定一（ 玄庐） 、
门，《劳动与妇女》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讨论。该刊虽然有此意图，但常常仍然将二者分开论述。结合在一起论述时，也是指支薪酬的妇
女付出的劳力。该刊仅一年即停刊。
到 1921 年第 5 卷第 1 期停刊。这本期刊吸收
⑨ 《新妇女》为上海务本女子中学的五位有激进思想的教师于 1920 年创办的杂志，
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潮，其在 1920 年 5 月 1 日和 1921 年 5 月 1 日的两期虽然没有以“劳动号”命名，但以讨论公共“劳动”问题为主。
瑠
瑏

瑡
瑏


1921 年 5 月 1 日，第 17—20 页。
汤济沧： 《妇女和劳动》，《新妇女》第 5 卷第 1 号，
1918 年 8 月 15 日，第 127 页。
刘半农： 《南归杂话》，《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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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她在法国的时候认为，无论大家庭还是小家庭，都是“家政的窟笼 ”，女子的家庭
服务只是进入了男子为她设的一个圈套里 ，根本不值得重视①。 回国后她成为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第
一任部长，更加头也不回地抛弃了对“家政”的讨论。她并不关心“太太小姐们 ”的家务事。 她关心的是
“劳动妇女”们受到的资本家的剥削、私有制的枷锁。在她看来，要打破剥削和枷锁，不是去讨论家务事
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而是直接带领“劳动妇女 ”组织起来，通过参与打倒资本主义的“劳动解放 ”，
解放自己。②
简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劳动”有着多重面向，一为身体性的、与个人健康密切相关的“劳动 ”； 二
为时而被认可、时而受排斥的妇女家庭“劳动 ”； 三为支薪酬的、具有交换价值的妇女“劳动 ”； 四是女工
或农妇的生产性“劳动”。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第三 、第四种“劳动 ”。 妇女的精力和劳力注
定要被纳入公共“劳动”中去，为国家做贡献。 有人指出，中国妇女从前的劳动事业，都在家庭里头，如
洗濯、做饭、纺纱、织布、缝衣等等，现在已经出现了实业的萌芽，将来妇女的劳动事业要推广到各个大工
厂和各行业③。这个观点比较典型地说明了为什么妇女的家庭“劳动 ”不被重视，因为“劳动 ”代表着中
国的未来，它是公共的，面向着整个中国人群体。无论是章锡琛或吴觉农、务本女学几位创办《新妇女 》
的激进教师、还是向警予之类的中共党员，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妇女在家庭中承担无薪酬“劳动”，他们都
觉得这些劳力不值得花费大力气去思考 ，因为这并非建设一个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劳力 ，只有具有交换价
值的妇女“劳动”，特别是女工和农妇的生产性“劳动 ”，才是建设未来中国的基础和希望，才是五四“劳
动”的主流。

三

劳动法与妇女公共“劳动”之强化

现代“劳动”观之所以能逐渐取代其他复杂多义的“劳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国时期的各种
劳动法清晰界定了“劳动”概念。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法律专业人士虽然对“劳动 ”有不同的看法，其结
果却殊途同归： 随着劳动法的提出，妇女复杂的劳力被一分为二，公共性的劳动被纳入劳动法，而无酬的
家庭劳动却被排斥出劳动法，进入民法的范畴，成为为家庭亲属做出的无私奉献 。
“劳动”概念自晚清引入中国以后，有关“劳动”问题的探讨一年热似一年，到了五四时期，终于大爆
发，劳动立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先由组织工会活动的共产党人提出来的 ，因此共产党方面的劳动立法
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其主要目标保护人群为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 ，其中包括女工和童工。 根据邓中夏
的回忆： “1920 年中共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 》，北京出版的叫《劳动
音》（ 后改名《仁声》） ，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 》……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 1921 年开始。”④ 随后，中共又很
快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 年，在邓所述的“职工运动 ”还处于火热期时，他和同道在广州组织
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有感于第一次劳动大会没能够为工会运动制定斗争纲领 ，他领导的“劳动组合
书记部”于当年 7、8 月间制定了《劳动法大纲》，并刊登于《工人周报》上。这份《劳动法大纲 》有两个特
点。首先它未能对“劳动”进行清晰的定义，但根据其条款，可以看出它所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包括
男工、女工和童工。它清晰规定了工人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分配 、工人最低工资的保障和各种权利的
保护。其次，这份大纲在工人以外，还考虑到了农民。其第八、九两条专门保护农民，第八条为保护农民
原载《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2 期，1920 年 5 月 26 日，见《向警予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① 向警予： 《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2011 年，第 11—21 页。
②
③

1924 年 1 月 1 日，
向警予： 《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
原载《妇女杂志》第 10 卷第 1 号，
见《向警予文集》，
第 166—171 页。
1920 年 5 月 1 日，第 9—16 页。
妙然： 《妇女劳动问题》，《新妇女》第 2 卷第 3 期，

1919—1926》，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14 页。邓在此把中共成立说成是 1920 年，他指的是
④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920 年秋在北京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他作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参加了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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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以外工作的工资，第九条则保护农产品价格①。 也就是说，农民和工人作为“劳动者 ”，在这里都
被看作是劳动法的适用对象。这正好符合邓中夏等中共核心工运领袖在 1920 年代初以工会罢工运动
为主，工农联盟为辅的策略。至于有关妇女的条款，也都是在工人和农人的身份下，规定有偿工作时间
长短和怀孕期间的工作保护，完全不涉及有偿劳动以外的劳力形式。1926 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修订
的《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在依然并未明确定义“劳动”的情况下，删除农业劳动者的规定条款，专门聚焦
工人劳动者，并与以前一样，只关心妇女的有偿劳力。②
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里 ，国民党方面也并未游离于劳动法之外。“四一二 ”政变之后 ，国
民党为了与中共领导的工会运动分庭抗礼 ，于 1927 年 7 月 9 日在南京成立劳动法起草委员会 。 委员
会初始成员为戴季陶 、王宠惠 、马超俊等七人 ，其中马超俊后来成为起草委员会主席 ，黄元彬为副主
席 ，领导了一群有法学背景的专家制定条款 ③。 这份《劳动法典草案 》虽然由一群专家制定 ，但它与共
产党的《劳动法大纲 》一样 ，并未给“劳动 ”明确的定义 。 除了其制定的目的与共产党的不同 ，是为了
“遵照先总理阶级调和之主张 ，折衷于劳动中心主义与资本中心主义 ”以外 ，其所指的“劳动者 ”和共
产党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以工人为主的有酬劳动者 。 它所保障的妇女也都是以女工为主的有酬劳动
妇女 。④
民国各种劳动法强调公共性的妇女劳动并非只是党派利益的结果 ，它有西方专业法学的知识作
为基础 ，而这些专业知识都是近代西方知识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兴起的结果 。 孙绍康 1927 年出版的
《劳动法》“系以巴黎大学教授傅畹 ，加比丹 ，蒲拉牛耳 ，日德诸先生之学说为根据，参以中国现行法令
而立论”⑤。日本学者孙田秀春在他引用颇广的《劳动法总论 》里主要引用德国和法国近代劳动法的知
识，并频频对比德国的法律条文⑥。武汉大学一法学专业的学生 ，在其毕业论文里论述“劳动 ”的西方
来源 ，他把“劳动 ”分为四种 ，包括物理学 、经济学 、法律学和社会学概念说 ，每一种都有几位西方学者
做代表。⑦
根据近代西方的劳动法定义，民国一批法学专家在诸多劳动法的专业书籍里精确定义了劳动法中
的“劳动”，这一定义明确将妇女无酬的家庭劳动排斥在外 。孙绍康谈到： 在西方，《劳动法 》一般被称为
《工业法》（ Législation Industrielle） ⑧ 。这就意味着，西方处理的“劳动”问题基本上是现代“工业”导致的
问题，家庭劳动不属于“工业”范围。虽然孙认为，在中国，“工业”一词颇不当，将之改为“劳动”，但孙的
目标人群和西方法律一样，都是有酬劳动者。从头至尾参与编写《劳动法典草案 》的法学专家史尚宽在
他的《劳动法原论》给出的“劳动”定义更加精确：
劳动（ Arbeit，Labor，Travail） ，广义的劳动，谓人间之有意识的，且有一定目的之肉体的或精神
的操作，然在劳动法上之劳动，则须具备……1） 为法律的义务之履行 2） 为基于契约的关系 （ 而民
法上基于夫妇关系及亲子关系之劳动则非劳动法上之劳动 ） 3） 为有偿的 4） 为职业的 5） 为在
于从属的关系。依上列要件，可知劳动法上之劳动为基于契约上义务在从属的关系所为之职业上
有偿的劳动。⑨
有学者指出，由于《工人周刊》原文缺失，《劳动法大纲》有许多后来的版本，邓中夏的简史版就是其中之一。
① 有关《劳动法大纲》，
他梳理了《劳动法大纲》的诸多版本，并对其进行还原。张希坡： 《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北京： 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年，第 35—51 页。
②
③④

张希坡： 《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第 54 页。
1929 年，第 11—13 页。该草案并未对“劳动”做精确定义，仍
黄元彬： 《起草劳动法典之经过》，《劳动法典草案》，出版地不详，

然沿用较为普遍的斯密式社会化有酬“劳动”的观点。有关引文见黄元彬文，第 12 页。
1927 年，第 1—2 页。
上海： 商务印书馆，
⑤⑧ 孙绍康： 《劳动法·绪言》，
1930 年。
林众可、盛沛东译，上海： 华通书局，
⑥ ［日］孙田秀春： 《劳动法总论》，
⑦

汪达庆： 《劳动问题与劳动立法》，武汉大学第十一届毕业论文（ 法学院法律系） ，导师吴学义，具体时间不详，只注明三十年度，

第 10—16 页。
⑨

1934 年，第 1—2 页。
史尚宽编： 《劳动法原论》，上海： 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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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义与孙田秀春所给出的几乎一致 ，只不过孙田的更加完整。 当时大多数探讨劳动法和劳动法原
理的专业书籍普遍接受了这一定义 ，甚至有函授法学教科书里也有类似说法①。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
出，劳动法所处理的“劳动”已经被明确规定为“有偿的”和“职业的”，这就意味着家庭劳动被分割成了
两部分： 有偿的、职业的家庭劳动和无偿的家务，后者大部分由妇女以妻子的身份在家庭中承担。 照此
定义，有偿的家庭劳动符合以上限制，应该适用于劳动法。但事实是否如此？
家庭有偿劳动者在劳动法上处于边缘位置 。 津曲藏之丞的《劳动法原理 》中特别指出这些人被称
为“家庭使用人”，在德国法律里规定： “所谓家庭使用人，就是为他人的家计而劳动者，而且是家庭的集
团中一个构成员的被雇佣者。”若按照广为接受的劳动法中“劳动 ”的限定，这些被雇用的家庭劳动者应
当适用于劳动法。但事实上，他们的位置极为尴尬。津曲藏之丞指出，“家庭使用人中 ……（ 一 ） 下级的
服务者，例如丁役、仆婢、相当高级的家庭使用人。（ 二 ） 高级的服务者，例如私人秘书，家庭教师，家政
妇女及随员等。后者适用民法的规定。”②至于为何后者适用民法的规定，作者说得含含糊糊。 其实，德
国等西方国家在如何处理家内劳动者方面一直犹豫不定 ，有的时候把丁役、仆婢等放在“仆婢条例 ”之
下，有的时候又放在民法中，有时还把一部分家庭劳动者安置于劳动法 ，或者专门制定“家庭使用人法 ”
（ 或家庭劳动者法） ，但又不予以实施③。相比之下，日本法律界更倾向于把家庭有偿劳动纳入劳动法的
适用范围。孙田秀春曾言： “不问屋内劳动或屋外劳动，工厂劳动和家内劳动 …… 都是适合于劳动法上
劳动的观念。”他还把在德国适用于“民法 ”的“保姆、家庭教师、家政妇 ”等放在劳动法中④。 而民国法
律专家史尚宽虽与孙田秀春的观念颇为接近 ，却把仆婢排除在劳动法外⑤。可见，家庭有偿劳动究竟是
否属于“劳动”，是否可以被纳入劳动法的范畴本身是一个武断的分类 。
家庭有偿劳动为什么处于劳动法的边缘位置 ，实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渊源 。 早 在 亚
当 · 斯密的《国富论 》中 ，已经把“劳动 ”区分为“生产性劳动 ”和“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 ”
指那些可以弥补生产者自身需要和消费 ，并产生利润的劳动 ，而“非 生 产 性 劳 动 ”则 指 不 能 再 生 利
润的劳动 。 斯密曾经专门指出 ，家仆的劳动就是“非生产性劳动 ”。 因为这种劳动不能弥补各种家
庭劳动工具的损耗 ，也不能创造 出 新 的 利 润 ，雇 用 越 多 的 家 仆 ，只 会 使 雇 主 愈 加 贫 穷 ⑥。 西方工业
法和民国劳动法显然承继这一思路 ，它们所关注的对象为工人 、农民 、商业领域内的雇佣人等 ，这些
人属于斯密“生产性劳动者 ”的范围 。 相比之下 ，因为家庭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 ”而处在了劳动
法的边缘地带 。
至于由妻子承担的家庭无偿劳动则被排斥出了劳动法之外 ，进入了民法的适用范围。 关于这一点，
史尚宽和孙田秀春等法学专家提出的“劳动为基于契约的关系”颇可回味：
劳动法上之劳动，有根据契约以履行法律的义务的必要 …… 根据夫妇关系的妻的劳动 （ 例如
同民法第 1356 条第 2 项） ……不能说是当事者间契约义务的履行，所以可说是不属于这里所说的
劳动。⑦
查民国时翻译的《德国民法 》，其 1356 条涉及《亲属法 》，它规定，妻“有共同管理家务之权利并有此义
务。操作于家务及夫之业务，以此种工作系夫妻所生活之情境 ，有此习惯者为限，妻负此义务 ”⑧。 这就
意味着妻子对家庭的劳力不是契约关系中付出的劳动 ，而属于民法的亲属关系之下天经地义的义
①

北平法律函授学校讲义里有： “因为劳动法，是专为被雇者阶级存在的一种特别法，有履行法律义务的，有本于契约而履行法律

1931 年，第 1 页。另外，如马质夫的《劳动法
义务的，有为有偿的，有为从属关系的。”李宗魁编： 《劳动法讲义》，北京： 北平法律函授学校，
1932 年，第 5—7 页） 也有相同定义。
总论及劳动契约法》（ 上海： 世界书局，
1934 年，第 253—254 页。昭和七年（ 1932 年） 首先在日本出版。
陈任生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
② ［日］津曲藏之丞： 《劳动法原理》，
③

1923 年 6 月 27 日公布，《新生命》第 2 卷第 2 号，
1929 年 2 月 1 日，第 1—12 页。
广化： 《德国家内劳动者工资法》（ 法制资料） ，

第 33、179 页； 第 28—33 页。
④⑦ ［日］孙田秀春： 《劳动法总论》，
⑤

史尚宽编： 《劳动法原论》，第 9 页。

第 305 页。
⑥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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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第 227 页。
朱德明译，司法部参事厅审订： 《德国民法》，北京： 司法公报发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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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德国民法 》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民法 ，与法国 、瑞士 、日本等国的民法不同 ，它已经
认可成年妇女及妻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①。 即使如此 ，它仍然认为妻子对丈夫有操作家务之义务 。
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多数民法混合了德国民法和日本民法的内容 ，虽然它们在妻子是否有完全行
为能力上立场有所不同 ，但都承认妻子对日常家务的代理权 ②。时任清华大学法学教授的赵凤喈曾回
忆，民国成立以后，大理院就是按照民法判例（ 五年，上字第 364 号 ） ，承认“妻于日常家事有代理其夫之
一般权限”③。虽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颁布的《民法 》倾向于引入更多男女平等的精神，把妻子对家
务的代理权改为“夫妻于日常家务互为代理人 （ 民法第 1003 条 ） ”④，但家务属于亲属身份的义务这一
点，仍无疑义。况且，正如陶汇曾所述，“共同生活事务由谁主持？ 过去夫对外，妻主内，为社会所公认
的原则”⑤。南京政府颁布《民法》不会迅速扭转妻子应当处理家务的社会认知 ，只会固化家务为亲属义
务的认知。

结

语

“劳动”原指称个人的活动。自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知识输入中国，“劳动 ”通过日本的译介，获得
了全新的中文涵义。首先，它是亚当·斯密笔下能够产生利润的生产性劳力 ； 其次，它强调了职业的、有
酬劳的劳力； 最后，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它还被塑造为特定阶级才有的集体劳力 。这些“劳动”都对妇女
劳力进行等级排序，把它分为女工的劳动、农业和手工业妇女的劳动、婢女仆妇的家庭劳动、妇女的无偿
家庭劳动等。
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劳动”新涵义的传播和扩张。虽然现代“劳动 ”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它在传
播过程中结合各种思想形成了多重的涵义 ，但五四的先锋论述倾向于去除最低等级的家庭劳动 ，甚至将
之纳入阶级革命的全盘解放计划中。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劳动立法都认可了“劳动 ”的公共
性，民国各种劳动法知识对“劳动”作出了清晰的定义，除了将家庭劳动边缘化以外，它还把妇女无酬的
家庭劳动归属到民法的范围内，固化了妇女承担家务是亲属义务的认知 。
可以说，现代“劳动”观的发生、发展和落地生根，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
关系。中国妇女一方面凭借“劳动”走出“主中馈 ”的藩篱，获得了经济独立和重整性别关系的机会，另
一方面，逐渐等级化的“劳动”涵义重新分配了妇女的劳力，将处于公共空间的劳动置于顶端，而家庭里
的劳动，有时作为公共化的对象，有时作为亲属义务，变得越来越边缘。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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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Quest of Young Leftists in Kuomintang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
（ by LI Zhi-yu）
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lots of young leftists in Kuomintang were killed by
Chiang Kai-shek even though they were not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ose who survived
continued to explore possible roads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radical disposition of young people at that time
resulted from their own subjective appeals rather than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CCP． Kuomintang's suppression
of revolutionary young people further led to the corruption within Kuomintang and the entire society，pushed
radical young to approach the CCP and ultimately overturned the regime of Kuomintang． It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study the explorations of young
leftists in Kuomintang on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that of themselves by focusing their 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event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
Keywords： Kuomintang leftists，revolution，young people，mass movement

The Concept of “Labor”and Its Impact on Women's Domestic Labor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by WANG Yan）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labor”in Chinese contex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politicaleconomic concept emphasizing the collective productive labor exercised in modern factories and public spaces．
By placing public labor i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t the top of the hierarchy and unpaid household labor at the
bottom，the modern concept of labor overshadowed housework tha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done by women．
Despite of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labor and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women's household labor，productive labor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times and the issues on women's household labor were marginalized during the
May 4 th period． Discourses that advocated a modern perspective of labor sought to eliminate household labor by
adopting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even the whole set of class revolution，and then absorb woman labor force
emancipated from housework into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labor law，while productive labor was ascribed to labor law and the paid household labor ascribed
to the margin of labor law，the unpaid woman household labor was ascribed to civil law，which strengthened
the perception that women's bearing of housework is their duty to family．
Keywords： labor，labor force，labor law，household labor，housework，women

The Interconnected East Asia and the 1919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Korea： A Ｒevolution Being Learned
（ by Baik Youngseo）
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connected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the cause of the 1919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Korea was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ovement hop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global moment”whe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as changing and ech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history
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