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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帝国时期，伴随着高速工业化发展，大量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离开传统家庭进入工厂工作，

由此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改革者、女权主义者、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和讨论，达成保护工厂女工的立法共识，推动国家以更积极的姿态干预女性工厂工作。 德意志帝国议会先

后于 １８７８、１８９１ 和 １９０８ 年三度修订工商业条例，强化工厂女工劳动保护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厂女工

的生存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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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保护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德国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之相伴而来的

是日益增加的工伤事故、疾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有关劳工保护的法令也应运而生。 １８３９ 年德国

颁布第一部现代劳动法《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
首次规范儿童和青少年的工作环境。 １８５３ 年普

鲁士修订劳动法，专门设立工厂监察员负责督查

对于工人保护性措施的实施。 但是，总体上看，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之前德国在劳工使用方面基本

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１８７１ 年德意志帝国建

立后，德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用新技术

改造旧的钢铁、煤炭工业，同时大力发展新兴的电

气和化学工业，工业出现了跳跃性发展。 与此同

时，工业生产引发的工伤事故、疾病等社会问题也

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群体反响强烈，要求加强劳动

保护，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现

有社会秩序的斗争。 有鉴于此，德意志帝国政府

推出了包括劳工保护在内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立

法，先后于 １８７８、１８９１ 和 １９０８ 年三次修订工商业

条例，强化其中有关劳工保护的立法规定，意在改

善工人工作状况，缓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削弱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制定和修订劳工立法的过

程中，伴随着工业化迅速壮大的女工群体①也成

为这些劳工立法的关注对象。 德国由此踏上了女

性劳工保护的立法之路，德国工厂女工劳动保护

政策也在这些立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然而，迄
今为止国外学界长期专注于总体性 的德国劳工

保护问题或德国男性劳工保护研究，较少探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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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劳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问题。 国内学界

对此问题更是鲜少涉及。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

考察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工问题及社会各界围

绕该问题出现的各种看法的基础上，探讨德意志

帝国工厂女工劳动保护立法的源起和发展状况，
从工厂女工劳动保护角度加深对这一时期德国劳

工保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使人们对德意志帝国

时期劳工保护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知。

一、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厂女工就业和工作状况

德意志帝国时期，与高速工业化及城市化进

程相适应，工厂女工规模迅速壮大。 不仅轻工业

中的女性就业人数增长迅速，少数行业甚至出现

了女性就业人数占据多数的状况，而且重工业部

门也开始对女性敞开就业大门。 与此同时，恶劣

的工作环境以及长期的高负荷劳动不仅对工厂女

工的自身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对其孩子及家

庭产生了不利影响，甚至危及社会发展。
在 １８８２ 年前，德国没有全国性的工厂女工人

数的准确数据，相关信息主要来自普鲁士邦的统

计。 据统计，１８７５ 年普鲁士有工厂女工 １６６４２２
人，其中纺织业约占 ５３．１％，烟草业约占 １４．３％，
制糖业约占 ７．２％，造纸业约占 ７％，其他工业部门

约占 １８．４％。① １８８２ 年德国开展首次全国性的职

业普查，１８９５ 和 １９０７ 年又做了两次跟进。 据此，
１８８２ 年德国工厂女性就业人数为 １１２６９７６ 人，约
占工业劳动力总数的 １７．６％；１８９５ 年工厂女工增

加到 １５２１１１８ 人，在工业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

上升到 １８．３％；１９０７ 年则增至 ２１０３９２４ 人，所占比

重上升到 １８．６％。② 由此可见，１８８２ 至 １９０７ 年短

短的 ２５ 年间，工厂女工人数增加了 ３５％，工厂女

工人数在工业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也呈现不断

增长趋势。
从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工在工业各部门的

分布状况看，轻工业部门，特别是服装和洗涤业、
食品和奢侈品业、纺织业，是工厂女工的主要就业

领域。 根据 １９０７ 年调查统计，服装和洗涤业是雇

佣女性最多的行业，约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５．
７％；食品和奢侈品业位居第二，约占 ３．７％；纺织

业出现下降的趋势，从 １８９５ 年的 ４．２％跌至 １９０７
年的 ３．５％，仍位居第三。③ 此外，诸如纺织业等

少数轻工业部门中的女性就业人数逐渐超过男

性，就业模式呈现出女性化趋势。 例如，在莱茵地

区的首批机械化纺织厂中，１８７５ 年时工厂女工就

已经达到总劳动力的 ６８％。④ 此外，随着机器取

代有技能的男工，纸制品业也出现了女性化走向。
根据 １８９６ 年对柏林 ７２ 家纸制品厂的调查显示，
女性 劳 动 力 占 总 劳 动 力 的 ７１％， 而 男 性 仅

占 ２９％。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女性主要就业于传统的

纺织等轻工业领域，她们在重工业及新兴产业领

域的就业人数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例如，德
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采取了优先发展煤钢等重

工业和化学、电气等新兴产业的产业发展战略，⑥

钢铁等重工业尤其是合成化工和电气制造业等新

兴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女性在相关生产领域的就

业数量也快速增长。 据统计，１９０７ 年钢铁业中雇

佣的女性为 ７７２５１ 人，占钢铁业劳动力总数的 ６．
３％；机器制造业为 ４５６４８ 人，所占比例为 ４．８％。
与 １８８２ 年相比，钢铁业中的女性劳动力增近 ４
倍，而机器制造业增加近 ９ 倍。 尽管如此，钢铁业

中的女性就业人数仅占全国女性劳动力的 ３．３％，
机器制造业为 ２％。⑦ 女性就业也开始涉足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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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域。 以电气工业为例，１８９６ 年柏林一家大

型电力公司首次雇佣女性，随后包括组装在内的

所有生产环节都陆续向女性开放。①

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性就业的又一特点是

已婚女性就业比例有所增长。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开

始，随着工业增长的加速，各工业生产领域对劳动

力的需求都迅速增加。 １８８２ 年，德国工业领域就

业人数为 ６３９． ６ 万人，１８９５ 年增至 ８２８． １ 万人，
１９０７ 年则达到了 １１２５．６ 万人。② 这种就业形势

为已婚妇女的就业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一些

工人家庭的已婚女性也有外出工作的需求。 尽管

当时的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守着传统中产

阶级性别规范———收入较高的工人家庭阻止妻子

工作，但也不乏一些高收入工人家庭受独立的价

值观支配，支持妻子离家外出工作。③ 更重要的

是，许多工人家庭中仅靠丈夫们的低工资难以维

持生活，不少已婚妇女不得不外出工作挣钱补贴

家用。④ 因此，在工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

情况下，出现已婚女工比例增加的状况就不足为

奇了。 据统计，１８９５ 年未婚女性占工厂女工总数

的 ６８．９％，已婚、寡妇和分居的妇女占 ３１．１％。 到

１９０７ 年，这一比例相应地为 ６７．１％和 ３２．９％。 其

中，约 ７８％的已婚工厂女工集中在以下工业部

门：纺织业约为 ３０．２％，服装业和洗涤业约为 ２８．
６％，包括烟草业在内的食品业约为 １９．５％。⑤ 到

２０ 世纪初，已经有大量已婚妇女进入纺织厂工

作。 在亚琛和杜塞尔多夫地区，纺织业中 ６０％的

女工为已婚妇女；在明斯特（Ｍüｎｓｔｅｒ）地区，这一

比例高达 ９３％。⑥ 显然，在一些地区的少数行业

中，已婚妇女已成为核心劳动力。
然而，当大量女性走进工厂后，等待她们的却

是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 首先是工作环境非常恶

劣。 以纺织业为例，女工常年在闷热而潮湿的纺

织车间里操作机器，呼吸着刺鼻的废气和到处飞

扬的絮丝，忍受着机器隆隆作响的噪音；而在皮革

制造业中，由于工作场所散发出阵阵恶臭，工厂主

甚至很难招募到年轻女工，以致雇佣老年妇女成

为唯一选择。⑦ 其次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德国工会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曾在《平
等报》上写道：女工每天在工厂里工作 １１ ～ １４ 个

小时，尤其是服装业中的女工，每周至少工作 ６
天，每天工作长达 １４ ～ １７ 个小时。⑧ 一些女工在

怀孕期间也得不到任何关照，每天必须工作十几

小时直至分娩前夕，甚至出现在车间分娩的事例。
在工厂生产的高峰期，还有一些女工常常以计件

方式将产品带回家中完成。 根据 １９０２ 年对柏林

城区未婚工厂女工的调查，服装业和洗涤业中有

３１％的女工常常把工厂工作带回家中完成。⑨ 此

外，在工厂制下，女工们还经常遭受来自工厂主、
管理人员和同事的性骚扰。 由于男女在同一工作

场所，性骚扰时常发生。 一旦发生相关情况，女工

通常选择默默忍受，因为反抗意味着将面临被惩

罚或解雇的风险。 曾经有一位汉堡的工厂女工回

忆道，她曾在一家制鞋厂工作，工厂的高级管理人

员不断骚扰她，她予以了拒绝，结果两周后就遭到

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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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工还必须面对传统认知的精神压力。
在德国，传统性别观念强调女性的“自然职业”是
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作为工资挣取者的职业女

性因而成了“不务正业”者，她们面临着社会和家

庭的双重压力。 首先，工厂女工的工资非常低，绝
大多数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研究表明，通常情况

下，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工的工资仅相当于男

性的一半甚至更低。 ２０ 世纪初，女工每周平均工

资为 １１．５４ 马克，男性为 ２２．０８ 马克，女工的正常

工资仅相当于刚刚工作的年轻男性的工资。① 一

战爆发前夕，女工每日平均工资为 ２．２８ 马克，男
性为 ５．１７ 马克，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 ４４％。② 因

此，大多数女工只能靠最大限度地节约住宿和伙

食费用度日。 其次，工厂女工还必须承受照顾家

庭和工作挣钱的双重负担。 尤其是已婚女工，工
作和家务劳动的负担更为沉重。 关于这一点，德
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在其名

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中有生动的描述：“工人的

妻子傍晚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但还有没完没了

的活等着她做，要把最必要的家务办理妥当，她也

要忙得不可开交。 她急急忙忙哄孩子们上床睡

觉，然后坐下来缝缝补补到深夜。”③

艰难的生存处境使工厂女工往往遭受更多的

生理和心理伤害。 一般情况下，女孩 １４ 岁小学毕

业后就进入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体健康

受到严重损害。 社会改革家明娜·韦特施泰因－
阿德尔特（Ｍｉｎｎａ Ｗｅｔｔｓｔｅｉｎ－Ａｄｅｌｔ）曾在亲自体验

纺织厂工作后写道：“在灰蒙蒙的车间中，女孩们

工作多达 １１ 个小时，三年后常常出现肺部感

染。”④那些从事危险行业的女工，所受的伤害更

加严重频繁，有时工伤事故很容易造成终身残疾

甚至死亡。 此外，对由于工资低下不得不节衣缩

食的女工而言，节约伙食往往引起身体素质的严

重下降。 克拉拉·蔡特金曾描述道，女工的主要

食物是黑面包和马铃薯，佐以各种甘蓝，偶尔午餐

时有一点肉，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导致大多数女

工易患疾病和发育不全。⑤ 与身体所受到的伤害

相比，精神方面所受的伤害也不容忽视。 譬如，在
工厂中长时间单调而机械的工作通常会使女工变

得粗俗，她们的婚嫁机会因此会变得更少。 当男

性劳工选择婚娶对象时，往往更倾向于家政女佣，
在他们的眼中，除非女工曾在中产阶级家庭做过

女佣，否则不予考虑。⑥

更重要的是，工厂女工的悲惨处境带来了严

重的社会后果，危及工人阶级家庭和全社会的发

展。 工厂女工在怀孕期间仍需在恶劣的环境中工

作，对怀孕乃至胎儿的生长发育都极为不利。 当

时就有学者指出，这些工厂女工在生产过程中长

时间近距离接触铅、锌等有毒粉尘，往往会造成不

孕不育，甚至生产天生虚弱或畸形的婴儿。⑦ 而

且即使产下健康婴儿，工厂女工往往因照顾家庭

的时间和精力大大减少，甚至无力照料婴幼儿，致
使婴幼儿因缺乏母乳喂养而死亡率非常高。 根据

柏林的一项统计，当时每 １０００ 个婚生的 １ 岁婴儿

中，以母乳喂养的婴儿死亡率是 ７．４ 个；用动物乳

汁喂养的死亡率是 ４２．１ 个；用动物乳汁和乳汁替

代品喂养的死亡率则高达 １２５．７。⑧ 而 ２０ 世纪初

对美因茨工厂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就婴儿出生一年内的死亡情况而言，那些生完

孩子后才进入工厂的女工约占工厂女工总数的

１４％，而那些婚前已进入工厂且婚后继续工作的

女工约为 ３１％。”⑨此外，工厂女工受到的社会伤

害更为普遍。 由于女工经常遭到性骚扰、被迫男

女合租或从事卖淫活动，大量非法性行为时常发

生，私生子数量也不断增加。 根据普鲁士 １８８１ 至

１９０４ 年对私生子母亲的职业调查显示，工业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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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的女工约占 １４％。①

上述可见，数量庞大的工厂女工的艰辛生存

处境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因而引起以社会学家、经
济学家、优生学家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女权主义

者、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等社会力量的高度

重视，制定相关法律来保护工厂女工的正当权益

已经成为历史的迫切要求。

二、围绕立法保护工厂女工问题的讨论

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大量女性进入工业生

产领域，通过明确的立法手段来保护工厂女工成

为日益普遍的社会要求。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支

持者来自社会政策协会（Ｖｅｒｅｉｎ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女权主义者、天主教中央党及社会民主党。 他们

围绕着立法保护工厂女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

识，从而为德意志帝国政府制定相关的工厂女工

劳动保护规定奠定了社会基础。
最初，工厂女工保护问题是纳入总的社会问

题来讨论的。 早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德国社会学

家、政治经济学家等社会改革家们已经普遍把包

括女工在内的工人问题视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研
究女性在工厂工作对工人家庭及社会道德带来的

影响，认为工厂女工是家庭破裂、道德堕落等社会

问题增加的重要因素。 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阿

尔伯特·兰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ａｎｇｅ）在《工人问

题对当前和将来的重要性》中指出，工业化促使

工厂女工人数迅速增加，而工厂工作对女工的道

德行为造成了破坏性影响。② 至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初，随着工厂女工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改革家对工

厂女工问题更加关注。 １８７２ 年 １０ 月，１５９ 名社会

改革家聚集于爱森纳赫（Ｅｉｓｅｎａｃｈ），以社会问题

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并正式成立社会政策协会。

在会议上，卢约·布伦塔诺（Ｌｕｊｏ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明确

提出要通过制定工厂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呼

吁要对工厂女工实施立法保护。 这次会议还号召

调查工厂女工的工作境况及家庭生活，尤其是在

特别需要立法保护的领域加强关注。③ 此后直到

２０ 世纪初，社会政策协会的相关学说及实践在推

动和影响德意志帝国政府关注工厂女工问题方面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中，各股政治力量也围

绕工厂女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 天主教会及

天主教中央党立场较为保守，他们以冯·凯特勒

主教（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ｖｏｎ Ｋｅｔｔｅｌｅｒ）为代表，从
女性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出发，强烈反对女

性工作。 早在 １８６９ 年奥芬巴赫（Ｏｆｆｅｎｂａｃｈ）讲话

中，凯特勒主教就已明确呼吁禁止母亲和年轻女

孩从事工厂工作。 其理由是，女性走出家庭参加

社会生产将导致道德堕落并破坏家庭生活。 同时

他还认为，女性竞争会引起男性的工资显著下降，
其结果是从长远来看家庭总收入也会呈现下降趋

势。④ 基于这种看法，甚至直到 ２０ 世纪初天主教

中央党仍然呼吁禁止已婚妇女从事工厂工作。
社会民主党内部在有关工厂女工问题上则存

在明显的意见分歧。 拉萨尔派认为女性进入工厂

工作本身就是“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抢夺了

男性的工作岗位，压低了男工的工资，甚至呼吁男

工通过罢工方式驱逐工厂中的女工。⑤ 而激进的

爱森纳赫派则否定女性就业会对男性造成竞争压

力，强调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进入工厂工作，禁止

女性进入工厂工作将会导致她们沦为妓女。⑥

在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工厂女工问题但又意见

不一的情况下，帝国议会于 １８７５ 年开展了针对工

厂女工的首次官方调查，并赋予警察机构一定权

６４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 １９６ 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ａｎｇｅ， 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 ｉｈｒ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ｆü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ｕｎｄ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Ｂｌｅｕｌｅｒ－Ｈａｕｓｈｅｅｒ ＆ Ｃｏ．，

１８７０， Ｓ．１９９． 该书首次出版于 １８６５ 年，１８６８ 年第一次修订，１８７０ 年第二次修订，此后多次修订，在当时德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Ｅｉｓｅｎａｃｈｅｒ 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ｚｕｒ Ｂｅ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ｅｎ Ｆｒａｇｅ ａｍ ６． ｕｎｄ 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７２，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Ｄｕｎｄｅｒ

＆ Ｈｕｍｂｌｏｔ， １８７３， Ｓ．１８， Ｓ．６０－６６．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Ｗｅｎｚｅｌ，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ｓｃｈｕｔｚ ｕｎｄ Ｃｅｎｔｒｕｍ ｍｉｔ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 ｄｅｒ üｂｒｉｇ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ｅ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 Ａ．Ｇ．， １８９３， Ｓ．１５

－１６．
Ｇｉｓｅｌａ Ｌｏｓｓｅｆｆ 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ｓ， Ｆｒａｕｅｎｅｍａｚｉｐ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ｋ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Ｗｕｐｐｅｒｔａｌ：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 １９７９， Ｓ．３６－３７．
Ｗｅｒｎｅｒ Ｔｈöｎｎｅｓｓｅｎ， Ｆｒａｕｅｎｅｍａｎｚ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ｚｕｍＦｒａｕｅｎ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１８６３－１９３３， 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ｌａｇｓａｎｓｔａｌｔ， １９７６， Ｓ．２８－２９．



力配合工厂监察员展开相关工作。 １８７６ 年，尽管

相关调查还处于汇编和分析调查结果的阶段，商
业部部长就已经向内政部提出了一项草案，要求

针对工厂女工实施若干保护措施，并扩大工厂监

察范围。 调查报告最终于 １８７７ 年初出版。 该报

告证实了工厂工作对女性健康及道德造成危害，
建议通过国家立法途径解决工厂女工问题，①同

时为调解各种争议提供依据。 随后，天主教中央

党首次向帝国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限制女性在

工厂工作、禁止雇佣 １４ 岁以下的童工及周日工作

等，目的在于以此维护既有社会传统，同时防止女

性受到伤害。 社会民主党也发起请愿，并且提出

了更多政治诉求，包括强制实行 ８ 小时工作制，全
面禁止女性夜间工作，为孕妇提供特殊保护等。②

可见，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围绕工厂女工问题的讨论

已经开始超越学术和社会层面而上升到政治高

度，社会各界已经围绕着立法保护工厂女工达成

初步共识。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大量已婚妇女进入工

厂工作，社会改革家们掀起了新一轮的调查，将工

厂女工问题置于突出的地位。 在学界，工厂工作

对女性造成的各种危害，包括对女性自身身体健

康的损害，更高的高婴儿死亡率，对家庭稳定的破

坏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 例如，实地观察当时

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学家 Ｈ． 梅纳（Ｈ． Ｍｅｈｎｅｒ）曾
于 １８８６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阶级家庭预算的

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相比工厂工作的收益而

言，已婚妇女通过高效的家庭管理对家庭经济的

贡献会更多。③ 换言之，女性进入工厂工作得不

偿失。 这显然是要通过将女性排除在工厂生产之

外来解决所谓的“工厂女工问题”。 学术界围绕

着工厂女工的争议不仅刺激了普通民众对于这一

问题的兴趣，而且引起有关党派的更强烈关注。
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掀起多次

请愿，督促政府扩大对工厂女工的立法保护。
１８８４ 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社

会民主党的选票显著增加。 受到这一刺激，天主

教中央党为争取包括女工在内的工人群体的支

持，在推动劳动保护立法方面的热情更加高涨。
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的请愿中，其提出了 ６ 小时工作

制，已婚妇女就业资格证明，产假从 ３ 周延长至 ８
周，禁止星期日和节假日工作等一系列保护工厂

女工的政策主张。④ 与此同时，保守党和以前仅

支持调查工厂环境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也都

开始改变和调整自己的主张，转而公开支持天主

教中央党的立法建议。⑤ 社会民主党则对天主教

中央党的建议采取选择性支持。 其在 １８８５ 年的

请愿中，一方面反对天主教中央党从道德角度禁

止已婚妇女从事工厂工作和实行工作场所性别隔

离的建议，另一方面又从卫生健康角度支持天主

教中央党的取消周日和节假日工作、限制每日工

作时间等保护工厂女工健康和安全的建议。⑥ 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尽管纷争不断，保守党、天主

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保护工厂女工问题

上出现了包括延长产假、减少工时、禁止夜班等在

内的前所未有的共识。 但是，由于宰相俾斯麦专

注于社会保险立法，坚决反对扩大对工厂女工的

保护，结果造成帝国内政部和帝国议会在此问题

上摩擦不断，有关立法争议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达

到顶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已婚工厂女工数量持

续增加，社会改革家们有关家庭预算、儿童营养和

疾病的经验性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从而为判断

已婚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是否对家庭生活造成沉重

打击提供了各种证据。 例如，政治经济学家路德

维希·波勒（Ｌｕｄｗｉｇ Ｐｏｈｌｅ）就认为，已婚妇女离

家外出工作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且对家庭

经济的贡献非常有限，主张所有已婚工厂女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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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家庭。① 许多社会改革家也基于实地调查，从
多角度论证了已婚工厂女工带来的社会问题，认
为严禁已婚妇女从事工厂工作是解决社会弊病的

重要途径。
然而社会改革者们有关已婚工厂女工回归家

庭的强烈呼声招致女权主义者的反对。 她们从公

民权角度认为，已婚妇女有权外出工作。 妇女权

利维护者伊丽莎白·屈内 （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Ｇｎａｕｃｋ －
Ｋüｈｎｅ）就认为，女性参与工厂生产并非工业发展

的暂时性结果，而是“国家社会生产的必要组成

部分”。② 此外，女权主义者还积极争取工厂女工

的职业培训权利，要求建立职业学校取代家政学

校。 爱丽丝·萨洛蒙（Ａｌｉｃｅ Ｓａｌｏｍｏｎ）提出：女性

应该像男性一样获得足够的职业培训，不论她们

是否终生从事这一职业。③ 在女权主义者的努力

下，禁止已婚妇女进入工厂的建议没有被社会

接受。
与此同时，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分别从

传统家庭保护和妇女权益保护的角度，继续呼吁

加强对工厂女工的保护力度。 天主教中央党提出

了延长产假、缩减已婚妇女每天工作时间至 ６ 小

时、已婚妇女就业必须提供医学及经济需要的证

明等要求。④ 该党还于 １８９４ 年提出请愿，要求开

展针对已婚工厂女工的官方调查。⑤ 社会民主党

则向议会呈递新议案，要求实行 １０ 小时工作制，
禁止妇女从事危害身体健康的工作，保证孕妇享

有 ６～８ 周的带薪产假等。⑥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

导人克拉拉 · 蔡特金和莉莉 · 布劳恩 （ Ｌｉｌｙ
Ｂｒａｕｎ）也坚定地捍卫已婚妇女的就业权，声称解

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保护力度及范围。 此

外，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也发出了加强女工保护的

呼吁。 在 １８９７ 年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大会上，社会

工作职业的开创者爱丽丝·萨洛蒙等资产阶级女

权主义者代表提议实行 ８ 小时工作制、延长产假、

禁止周日工作，甚至提出将立法保护扩大到女性

的其他就业领域。
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社会上已经形成一股

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介入已婚工厂女工问

题。 １８９８ 年内政部授权工厂监察员展开官方调

查，标志德意志帝国政府下定决心寻找解决女工

问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调查报告于 １９０１
年由内政部编制并出版。 报告以强有力的证据否

定了禁止已婚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呼吁。
总之，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工问题从学术

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从工厂层面上升到国家层

面，社会各界在长时间的讨论中，围绕生育保护、
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职业教育等方面达成一系

列共识。 而这一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工厂女工劳

动保护立法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

三、工厂女工劳动保护的立法演进

工厂女工的身体健康及已婚妇女走出家庭进

入工厂工作引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成为推动德国

出台新的劳动保护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大量女

性进入工厂工作带来的实际问题也促使人们在修

订相关劳动保护立法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工厂女工

这一特殊群体的保护问题。
与前文所述围绕着工厂女工问题的讨论进程

相一致，德意志帝国议会于 １８７６ 年委托专门负责

职业妇女问题的商业部副部长特奥多尔·洛曼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Ｌｏｈｍａｎｎ）起草新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

案》草案。 该草案在经过议会激烈的讨论后于

１８７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获得通过，７ 月 ２２ 日正式公布。
１８７８ 年《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首次把包括

产假在内的法律保护扩展到工厂女工群体。 根据

新修订的法案：第一，规定产妇享有产假权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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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后的三周内，不能辞退无法返回工作岗位的

工厂女工。 但是产假期间没有工资，也没有其他

形式的经济补贴。 第二，该法案第 ３９ 款等还在一

般劳动保护的基础上，对工厂女工以及童工的工

作时间和劳动范围做了专门的明确规定，其中包

括禁止女性在有损健康及道德习俗的工厂生产领

域中工作，禁止女性从事夜间工作，等等。① 由于

该项规定非常模糊，此后帝国议会又六次颁布补

充规定，具体包括：禁止女性在轧钢车间和锤炼车

间工作（１８７９）；禁止女性在玻璃制造业从事与炼

制玻璃相关的工作（１８７９）；禁止女性在电线制造

业从事与电线生产相关的工作（１８８６）；禁止女性

从事易接触到含铅污染物的工作（１８８６）；在烟草

业女性只能从事与烟草生产直接相关的工作

（１８８８）；在橡胶制品厂中，禁止女性生产安全套

及用途类似安全套的其他物品（１８８８）；等等。②

第三，完善工厂监察制。 强制各邦建立工厂监察

机构，由邦政府任命的工厂监察员组成。 工厂监

察员属于公务员行列，其资格标准由各邦自行决

定。 工厂监察员的具体职责主要包括三方面：与
地方警察相互配合督查所有超过 １０ 名员工的工

厂；检查 １８７８ 年《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有关强

制劳动保护的实施情况；在每年地方政府工作总

结中提交监察报告。③

１８７８ 年《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确立了较为

完善的现代工厂监察制度，首次明确把工厂女工

列为劳工保护的对象，为进一步规范工厂女工的

工作环境奠定了法律基础。 然而，该法规未能实

现早期社会改革者的愿望，也没有满足天主教中

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诉求。 例如，社会民主

党在 １８７７ 年的劳工保护提案中明确提出童工和

女工的最高日工作时间为 ８ 小时，但这一诉求在

新修改的工商业条例中没有得到满足。 而天主教

中央党提出的有关童工和女工最高日工作时间为

１０ 小时的要求也遭到拒绝。④ 因此，在此后十余

年间，公众舆论强烈呼吁继续修订 １８７８ 年《工商

业条例修订法案》，扩大工厂女工的保护范围，加
强对她们的保护力度。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关于工厂女工问题的争

议有增无减，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以及各类

工会组织等压力集团不断向帝国政府施压，要求

进一步改善工厂女工的劳动保护。 １８８９ 年鲁尔

区爆发大规模罢工，引起统治阶层的高度恐惧。
为缓和阶级冲突、弥合工人阶级和国家政权之间

的鸿沟，１８９０ 年德皇威廉二世颁布“二月法令”
（Ｆｅｂｒｕａｒｅｒｌａｓｓｅ），打开了 ９０ 年代扩大工厂女工劳

动保护的序幕。 １８９０ 年下半年，帝国议会开始讨

论新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草案，并且得到大

多数政党的支持，⑤最终于 １８９１ 年 ６ 月 １ 日通过

了新修订的法案，６ 月 ９ 日公布。⑥ 新修订的法案

进一步强化了对工厂女工的劳动保护，规定更加

细致明确。
首先，工作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具体表现

为：其一，新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工厂工作环境健康

和安全的标准。 在工厂中，必须具备足够的照明

和通风，定时清除积满的尘埃、废气、湿气和废水，
所有机器必须配置安全防护设施。 其二，工作时

间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法案第 １３７ 款明确规定，
禁止夜间工作及除特殊情况下的周日工作；成年

女工每日最长工作时间为 １１ 小时，年轻女工为

１０ 小时。 不过，顾及企业主的利益及德国经济发

展的需要，在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工作时间可以

酌情延长（第 １３９ 款）。 例如，在获得政府批准的

连续性生产的工厂中，工厂女工可在夜间工作；在
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中，每日工作时间可超过 １１ 小

时。⑦ 此外，对已婚女工和单身女工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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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出区别性规定。 单身女工中午享有一小时的

午餐时间，需要照顾家庭的已婚女工可额外增加

半小时，但周六的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下午两点后

不再工作。 很显然，这项规定旨在通过加强对已

婚妇女的保护强度，如延长午餐时间和缩短周六

下午的工作时间，减轻已婚妇女工作和家务的双

重负担。 其三，生育保护取得突破性进展。 法案

第 １３８（ａ）款规定，产假从 ３ 周延长至 ６ 周，产前

可休假两周，产后 ４ 周后必须经过医生的许可方

能重返工作岗位。 由于产假时间延长至产前两

周，对孕妇的产前保护因此有了法律保障。
其次，工厂监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根据新法案第 １３９ 款，一方面，监察范围得到扩

大。 新条例规定，所有超过五名雇员的工作场所

必须每两年接受一次检查，包括采用蒸汽动力的

工厂、矿山、码头和建筑工地等。 另一方面，监察

力度得到加强。 如扩大工厂监察机构的规模，缩
小工厂监察员的平均监察区域，增加监察次数，建
立有规律的监察机制等。 新法案还规定要建立新

的监察机构，即工人信息统计委员会，负责开展实

地调查和整理调查结果，评估保护性措施的实施

效果及考察扩大工厂女工保护的必要性。
制定差异化的性别劳工政策也成为新法案的

一个亮点。 这种差异化的性别劳工政策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明确了具有性别差异的职业教

育培训制度。 规定家政学校是工厂女工获得职业

继续教育培训的正式机构。 在家政学校中，女性

主要学习手工艺和家务管理课程，而男性在职业

继续教育学校中学习阅读、写作、数学、绘图，以及

一系列与就业直接相关的职业教育课程。 这表

明，家务技能属于女性职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实行工作场所的性别隔离制度。 在所有工

作场所中，男女必须分开工作。 在相关的附属设

施中，例如自助餐厅、休息室和卫生间，也必须实

行男女分离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工作场

所的性别隔离政策似乎给人以性别歧视色彩，但

在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却有利于改善工厂女工的工

作环境。
１８９１ 年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有关工厂

女工的保护性规定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得到较为普

遍的贯彻落实。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

了落实相关保护措施，不仅工厂监察员数量有所

增加，而且监察机构中还出现了一些方便解决和

处理女工问题的女助理。 １８９２ 年巴伐利亚工厂

监察机构首次接纳女性，最初仅作为普通工作人

员，后来升为工厂监察员的助理。 到 ２０ 世纪初，
女性担任监察助理职位在各邦已非常普遍。① 二

是保护工厂女工的观念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相关

监察力度及效果明显提高。 有些工厂监察员不仅

关注工厂生产过程中对女工保护的落实情况，而
且支持地方政府、工厂主和社会团体从生活层面

关心工厂女工，包括为单身工厂女工建立单独的

住宅区等。② 当然，１８９１ 年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

案》有关保护女工的规定也不尽完善，如工作时

间仍然过长；覆盖面还有待扩大，因为工业生产中

的家庭工业女工仍未纳入劳工保护的范畴；等等。
１９０３ 年克利米乔（Ｃｒｉｍｍｉｔｓｃｈａｕ）爆发工人大

罢工，有 ７５００ 名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其中工厂

女工约占一半，包括 １３５０ 名已婚妇女女工。 罢工

工人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劳工保护的要求，迫使德

意志帝国政府把修订新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

案》再次列入议程。 １９０７ 年初，帝国议会开始讨

论新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等的支持下，帝
国议会不顾工业界的强烈反对，通过了新的 １９０８
年《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③

新通过的 １９０８ 年《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在
包括女工保护在内的有关劳工保护规定方面，进
一步满足了社会民主党等压力集团的部分诉求。
首先，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 根据新法案第 １３３、
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８（ａ）、１３９ 款，在所有雇佣 １０ 名

以上工人的工厂中，每天工作时间最长为 １０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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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星期日及节假日前一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８ 小时。 每天工作结束后，必须保证女工至少 １１
个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这表明，德国基本确立

了在劳工保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１０ 小时工作

制。 其次，进一步加强对生育女工的保护。 新法

案规定，禁止女工在产前两周和产后 ６ 周内工作，
也即保证其有 ８ 周时间的休息。 她们重返工作岗

位必须出示由专业医生提供的医学报告，评估产

后身体恢复状况是否适合重返工作岗位。 最后，
新法案还进一步规范了适合女工工作的范围，禁
止建筑用砖制造业和建材运输业雇佣女性。 在法

定工作日，工厂女工不得把雇主分配的其他工作

或者中间商交付的工作带回家中完成。
１９０８ 年的《工商业条例修订法案》标志德国

女工劳动保护制度初具雏形。 这一新法案在某些

方面具有突破性进步意义。 例如，新法案有关女

工不能把工厂工作带回家中完成的规定，实际上

意味着德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规范家庭工业。 当

然，总体上看， １９０８ 年的新法案在本质上没有脱

离 １８９１ 年所确立的工厂女工劳动保护的基本框

架，它只是强化已有保护措施的强度，并没有确立

新的保护领域。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普遍实行 ８ 小

时工作制和规范工厂女工解雇等问题，也都没有

被新法案接受。① 这意味着包括女工劳动保护在

内的劳工保护在立法层面还要继续努力。

四、结语

１９ 世纪下半期，德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对非

熟练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社会

下层阶级的生存状况恶化，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

妇女因经济需要被迫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 这是

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厂工作的拉力和推力。 但

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工厂

女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仅要面对工厂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许多人

还要承担生育、哺乳下一代和繁重的家务劳动的

重负，因此她们相较于男工承受的压力更大。 此

外，传统保守势力也反对女性改变传统角色而离

开家庭、走向社会。 社会各界因而围绕工厂女工

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人们或要求女性回归传

统家庭，或要求保障女性的工作权利，并通过立法

手段保护工厂女工。
德意志帝国时期工厂女工问题的出现并非单

纯由工业化时期工厂女工人数激增所致，它在很

大程度上源自工厂女工工作模式的结构性变化。
现代工厂制度下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加剧了女

性的生育本职和生产职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

引发家庭生活不稳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使

得工厂女工问题成为当时公众讨论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令人关注的问题。 在各方势力的博弈和斗争

中，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三度修法，明确了对工厂

女工在工作时间、涉及生产领域和生育方面的劳

动保护规定。 就此而言，有关工厂女工问题的斗

争是有成效的，成果也具有进步意义。
从另一角度看，德意志帝国工厂女工劳动保

护立法的数度修订，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工业

化进程中政府对于社会经济活动干预的加强，表
明国家愿意公开承担保护女性劳动力的法律义

务，通过改善劳资关系、调节性别关系来促进社会

关系的和谐发展。② 从实际结果看，工厂女工劳

动保护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厂女工的生存

处境，相关保护性规定“为大量的已婚妇女提供

了更多的操持家庭事务的时间”。③ 同时我们应

该看到，德意志帝国有关女工的劳动保护立法也

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相关立法仅适用于工厂女

工，而她们毕竟只占德意志帝国职业妇女群体的

一小部分。 据统计，１８８２ 年工业领域职业女性仅

占就业女性总数的 １７％，而农业和家政服务业中

的就业女性比重分别达到 ３４． ８％ 和 ４０％。 到

１９０７ 年，三者比例发生显著改变，比重相应调整

为 ２６． ９％，２７．１％和 ２９％，④工业领域就业女性比

重有所增加，但她们在就业女性总数中仍只是少

数。 换言之，德国妇女职业群体的劳动保护还有

１５１

邢来顺，邓雪莉：德意志帝国工厂女工问题与女工劳动保护立法的演进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ｂｉｎｅ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ｎｓｃｈｕｔｚ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 Ｓ．１２２．
Ｓａｂｉｎｅ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ｎｓｃｈｕｔｚ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 Ｓ．１１．
Ｊｅａｎ Ｈ． Ｑｕａｔａｅｒｔ，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Ｌｉｖｅｓ， １８７８－１９１４”， ｐｐ．１１１－１１２．
Ａｎｇｅｌｉｋａ Ｗｉｌｌｍｓ－Ｈｅｒｇｅｔ， Ｆｒａｕ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Ｚｕ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Ｆｒａｕｅｎ ｉｎ ｄ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ｍａｒｋ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Ｃａｍｐｕｓ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８５， Ｓ．１２８．



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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