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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近代女子义务教育思想萌芽于明清之际, 经维 新派、革命派的大 力宣传鼓 动, 成熟于 以/ 解放人 与

解放人的精神0 为核心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 大致经历了发轫、形成和发展三 个阶段; 从倡兴 女学自觉信念的 萌生,
女性受教育权意识的形成到女性如何获得受教育权的认真思考, 这一思想发展历 程可以说是由 对女性的全面奴 化而
变为张扬女性价值、恢复女性作为人本貌的中国妇女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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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the Thoughts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Women in Modern China
YAN Guangfen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 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 act: The thoughts on compulsory educat ion for women in modern China sprout ed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strongly propagated by the Reform Party and the Revolut ion Party, came to mature in t 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aims to / liberate
humans and their spirit0 . They went through t hree st ages: sprout ing, format ing and developing to mature. That is form conscious belief
in init iat ing woman educat ion, format 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n womenps right s to receive education, t o thinking seriously of how for
women to get the rights. The course of thoughts reflect s the change of views about women in China from enslaving women all2round, to
making womenps value and worth widely known, and to restoring women back as normal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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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女子义务教育研究不仅是中国义务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也是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课题。按义务教育本义及女子教育的实际, 女子义务教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女
子受教育权的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 即兴女学与男女同学。从其思想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发轫、
形成和发展等三个阶段。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
壤, 一方面因袭着传统的重负 ) ) ) 封建礼教、儒家思想, 另一方面又在/ 西学0的冲击下, 接受时代的
洗礼。因而, 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形成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大主线, 即利用、改造进而批判传统; 学
习、
借鉴进而使西方女学本土化。

一、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轫
明清时代, 禁欲主义、
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
扼禁更加残酷, 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饿
*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 九五0 规划重点课题5 世纪之理想 ) ) ) 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历史轨迹6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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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事小, 失节事大0的女性伦理观念, / 女子无才便是德0 的女性价值观念不再仅仅是社会期望的标
准, 而且成为渗透到广大女性血液中的生命要素。就在对女性的摧残愈演愈烈之时, 新的思想开始
萌生。一批思想家朦胧地觉察到社会改革的胎动, 在揭露封建礼教杀人的罪恶的同时, 提出了男女
平等、
女子应该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权利的主张。然而, 由于明清之际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十分脆
弱, 因此, 反映新的生产关系的思想意识也就只能处于朦胧的状态之中, 这种冲撞旧体制的呼声很
快就被淹没了。
进入近代, 太平天国初步实现了男女平等教育的主张。在其政治纲领5天朝田亩制度6中规定
了男女在政治、经济、
教育上的平等原则。/ 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
[ 1]
群。
0 曾在太平天国工作过的呤 说: / 太平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 她们
已经由亚洲国家所处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0 [2] 。/ 在教育上, 她们受到了
同等的注意, 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 在宗教礼拜堂中, 她们也享有相当的位置。许多妇
[3]

女都是热心的5圣经6宣讲师。
0 太平天国所实施的男女平等的教育可以说是女子义务教育实践的
开端, 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使其无论在其政策、
组织, 还是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都与本文所论述的
女子义务教育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近代女子义务教育, 是在鸦片战争后从西方传入的。传入的途径与传播主体主要有二: 一
是依仗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第一次将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输入中国。1844 年他
们在中国境内创办第一所女校宁波女塾至 19 世纪 70 年代, 教会女校有日校 82 所, 学生 1307 人, 寄
[ 4]
宿学校 29 所, 学生 794 人。
二是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走出去, 在赴欧美、日本游历考察或出任使

节时, 写下了他们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的直接 感受。如 1867 年游历英国的王韬所作的5漫游丛
录6、
1876 年出游美国的李圭所作的5环游地球新录6以及分别于 1879、
1887 年出版的驻日公使参赞
黄遵宪的5日本杂事诗6和5日本国志6等都对/ 泰西风俗, 男女并重0的状况以及日本女学情况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记叙。
然而, 综观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 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开明志士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的
介绍, 都还显得肤浅, 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粗浅直率。就西方传教士而言, 因为囿于要用基督教征服
世界的根本目的, 他们传入的西方女学更多地显现出宗教色彩, 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几乎没有
涉及。就中国有识之士而言, 他们虽意识到西方女学的发达, 但并未形成内心深处的关注。这一方
面受制于他们的认知水平及其认知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中国建构女子义务教育体系
所必需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尽管如此, 他们的言论却为日后中国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形成埋下
了重要的伏笔。
早期改良派是一个庞杂的政治派别, 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虽多有歧义, 但他们有一个总的、
共同的趋向, 那就是认为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使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 一
大变局0。他们依附于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 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西方人士和西方文化, 有的人还到
过西方, 亲眼目睹了西方妇女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 并与中国的传统做了初步的感性的比较。郑
观应5盛世危言6第三卷的5女教6篇、
陈炽5庸书6外篇卷下的5妇学6篇等, 是中国近代倡言女子义务
教育的奠基之作。他们一方面从历史典籍中追寻了女子教育的渊源, 为倡导女子教育寻找历史的
依据。另一方面, 又以西方女子教育作为中国兴女学的佐证和现实参照, /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人
生八岁, 无分男女, 皆须入塾, 训以读书、
识字、
算术等事。
0建议/ 通饬各省, 广立女塾, 使女子皆入塾
[5]
读书。
0而/ 女塾章程, 必须参仿泰西, 整齐严肃0 , 进而提出了中国广设女学的具体要求。例如, 对
于如何广筹经费、
增设女学, 郑观应提出了民捐民办的办学方针: / 富者出赀, 贫者就学, 由地方官吏
命妇岁月稽查, 奖其勤而惩其惰。
0[ 6] 总之, 早期改良派的言论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 起了前驱先路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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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爆发, 将亡国灭种的利剑又一次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头顶。要承担起保种保国这一
艰巨的时代使命, 需要整体民族的觉醒, 如时人所体认的: / 夫天下之治, 本非一人之力, 人人共此
心, 男女共此志。
0 [7]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认知世界、
体认民族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他们攘臂奋舌, 不仅要唤起居人类之半的广大妇女的觉醒, 而且要重塑女性历史形象。他们赋予女
学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梁启超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 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 必自妇人不学始0, / 妇
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0, / 教男子居其半, 教妇人居其半, 而男子之半, 其导原亦出于妇人, 故
妇学为保种之权舆。
0 [8] 保种保国的时代召唤, 成了滋生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现实土壤。两种蕴涵
女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险恶的现实交织在一起, 催促了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轫。
第一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背景。勿庸讳言, 源于西周时期, 日臻完善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儒
学, 以易学为其理论基础, 创立出男尊女卑、
男女有别、
三从四德等一套伦理规范, 奠定了中国几千
年来女子教育的基石。这确实包含着许多糟粕和渣滓, 阻碍着女子教育的发展。然而, 考诸史乘,
似乎传统女子教育还有着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注意并被人们忽视的侧面, 那就是它的特殊助力。维
新派正是利用了传统对人心的魅力。本先圣之教以立言, 言必出于古圣。他们利用儒家典籍中有
关三代妇学兴盛的描述, 作为兴女学的佐证。考察此期发表的倡兴女学的文章多持此论。梁启超
说: / 圣人之教, 男女平等, 施教劝学, 匪有歧矣。
0 [ 9] 少数觉醒的女子对此无不认同和赞许。康同薇
[ 10]

说: / 是故孔佛之道, 男女平等, 孔子编诗, 则首关雎, 传礼则详内则, 大义昭然, 至可信据。
0 薛绍
徽也说: / 仰追三代之风, 以成其盛也, 上自宫闱, 下迨闺阈, 无不知学, 彬彬然成周之治, 所以享国而
长久也。
0[ 11] 在这里, 从字面上不难得出维新派创办女学的目的在于: / 复前代之遗规0的结论。然
而, 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传统女子教育做了近代改造。如他们对三代男
女教育平等理想的追求中已埋下了近代女子义务教育的种子, 在论述女子教育的意义时他们虽利
用了胎教、
母教这些在传统社会中生成的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措辞, 但其内涵却跨越了传统具有时
代特征。梁启超在论述胎教之义时说: / 令国中妇人, 一律习体操, 以为必如是, 然后所生之子, 肤革
[ 12]

充盈, 筋力强壮。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0 利用传统, 改造传统, 进而上升为批判传统, 维新派
女学思想无不体现当时这一社会革命的思维套路。
维新派对传统女子教育的批判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 他们对影响至深至远的女性价值
观/ 女子无才便是德0进行了剖析批判。梁启超说: / - 妇人无才便是德. 此 言也。世之瞀儒执此
言, 务令天下之女子, 不识一字, 不读一书, 然后为贤淑之正宗, 此实祸天下之道。
0 [13] 身为女性的裘
毓芳更加痛心地说: / 无识者独持- 女子无才便是德. 之谬论, 视女子如奴隶, 如木石, 必禁锢其神志,
使为天下之蠹, 吾不知其何心也?0[ 14] 其次, 他们对虚妄的女子教育内容以及囿于家庭的教育形式
也进行了批判。梁启超否定了历史上批风抹月, 拈花弄草, 为伤春惜别之语, 成诗词集数卷的所谓
才女教育, 认为这根本/ 不能目之为学0。并认为这种教育远不足以保种保国, 近不足以相夫教子,
/ 圈其房闼, 不识一字, 即或略通文墨, 亦惟吟弄风月, 沾沾自喜, 绝不足助生计。
0 [15] 康同薇认为囿
[16]

于家庭的女子教育之法是防盗之法, / 严其防范, 密其扃钥, 拥其面, 刖其足0。
利用传统, 在传统的外衣下改造传统, 否定与批判传统, 这种对传统女子教育的肯定与否定, 既
是维新派双重性格的直接表露, 也反映了兴女学是维新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化背景。维新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不仅从中国古代思想库中找
寻思想武器, 而且直截了当地认为要救国只有学西方。这样, 西方女子教育的传入就成为维新派倡
兴女学的又一个强大的思想源头。综观此期发表的有关女学的著述都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制度进
行了介绍。如/ 泰西学校之制, 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 罪其父母。
0其课程分/ 圣教、
闺范、
修身、教育、
天文、地舆、
律法、
家政、
医算、
格致、音乐、
书画、
女红、各有专门。
0毕业后/ 学成者同得优第, 故美法
之女, 有为臬司者, 英美之女, 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 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
律师、
教授、
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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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者, 类皆与男无异。
0 又如/ 泰西学校之兴, 都城郡县学校如林, 远地荒乡义塾遍设, 国中无论男女
贵贱, 其有七岁不入塾诵读者, 则罪其父母。
0 [18] 维新派在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教育制度介绍的同
时, 把考察的触角也伸入到西方男女平等理论 ) ) ) 天赋人权论。康有为于 1885 年撰写了5人类公
理6一书, 1886 年又作5公理书6。明确喊出了那个时代的/ 自由、平等、博爱0思想的最强音, 他将
[19]

/ 自由、
平等0宣布为几何公理, 定/ 天地生人, 本来平等0为/ 实理0, 定/ 人有自主之权0为/ 公法0。
在5大同书6中他进一步指出: / 以公理言之, 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 以实效征之, 女子当与男子一
切同。此为天理之至公, 人道之行 , , 。
0男女同为/ 天民0应同享/ 天权0 与/ 民权0, 而/ 女子欲求得
[20]

[21]

独立之权, 益务向学0,
梁启超认为/ 男女平权之论, 大倡于美, 而渐行于日本, 0 其结果/ 美国
[ 22]
斯胜0, / 日本以强0。 康同薇5女学利弊说6开篇语便是: / 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白黑, 形有
方圆; 质有流凝, 力有吸拒, 数有奇偶, 物有雌雄, 人有男女, 未有轩轾也。
0[ 23]
西方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端具有多种源头。但单纯从女子教育视角来看, 男女平等的理论
与实践却突具活力。维新派在/ 托古改制0的形式下, 若隐若现地表露了西方天赋人权思想, 可谓抓
住了问题的关键。维新派对传统女学的肯定与否定, 对西方女学的体认和思考与创巨痛深的社会
现实交织在一起, 使两千多年来处黑暗中的女子教育终于透出了一缕晨曦。1898 年诞生了中国人
自办的第一所女校, 正是中国女子义务教育的肇始。

二、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形成
女子义务教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女子的受教育权的问题。然而, 女子要获得受教育权必以争取
女子做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是女子义务教育的特殊性所在。女子义务教育思想形成的
标志在于: 女子教育权思想的形成和女子教育价值观念的重新界定。
妇女权利意识的形成, 是女子教育权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在中国女权传播史上树立丰碑的
人物是马君武。1902 年 11 月, 他翻译出版了5斯宾塞女权篇6 与5达尔文物竞篇6, 立足于/ 自然法
则0和/ 进化论0来论证男女同享自由平等和权利的道理。马君武的介绍引起了国人关注, 5女子世
界6杂志形象地描述道: / 弥勒约翰、斯宾塞尔- 天赋人权. , - 男女平等. 之学说, 既风驰云涌于欧西,
今乃挟其潮流, 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 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 灌溉自由苗, 培泽爱之
花。
0[ 24] 此时, 国内一些关心妇女运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资产阶级学说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写出
了5女界钟6、
5女子新世界6、
5女界泪6等颇有见地的妇女理论专著。自此, 思想界及文学界大多已
不再强调/ 男女平等0, 而采用/ 男女平权0和/ 女权0一词。秋瑾作5勉女权6歌: / 吾辈爱自由, 勉励自
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 岂甘居牛后?0 [25] 5女界钟6 的作者金一表示要/ 披发裂喉0为恢复女权
奔走呼号。身为女性的炼石( 燕斌的笔名) 高呼: / 女权不复, 勿宁死! 0 [26] 可见天赋人权思想已深入
人心。然而, 肩负着沉重历史文化积淀的广大女性如何享有这一权利? 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 这是
大多数女权倡导者们得出的共同答案。金一在5女界钟6一书中认为女性应该恢复的诸种权利中首
项便是入学之权利。为5女界钟6作序的林宗素也强调: / 处二十世纪权利竞争之世界, 苟不先归重
于学问, 而徒昌言民权, 女权无当也, 0/ 代谋兴复权利者, 亦首以学为归。
0鞭策二万万之女子/ 使之
[ 27]

由学问竞争进而为权利竞争。先具其资格而后奋起夺得之, 乃能保护享受于永久0。 1904 年 2 月
张肩任发表在5女子世界6上的5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6一文颇有代表性, 她说: / 女学不兴, 则女权不
振0、
/ 女学不兴, 则平等永无能行之一日。
0 [28] 这种视女子教育为实现男女平权先决条件的观点, 与
此前维新派视男女平等为兴女学之前提的思路比较, 论题的颠倒侧重点的转移颇具深意。男女平
等既然意味着女子具有独立的人格, 经济自立便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知识、技能的获得, 又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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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一途。显然, 这一观点具有将男女平等从观念转变为现实的意义, 对于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
确立有实在之功。
先进的知识分子将西方女权理论纳入观念的参照系, 获得了理解现实的新视角, 其结果必然导
致妇女教育观念的核心 ) ) ) 女性教育价值观念的变化。这是女子义务教育思想形成的至关重要的
一环。维新派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 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是, 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文化
与政治特质, 使其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 他们在必须采/ 西人之法0以求中国女学
勃兴的主张下, 把中国女学纳入了/ 相夫教子0的轨道; 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 通过教育唤醒的是女
性为人妻、
人母的/ 义务意识0, 这也就相对淡化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 不仅与西方学者在/ 天赋
人权0召引下呼唤人性相比属于两种不同的意境, 而且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女权思想比较也有不同
的内涵。资产阶级思想家在/ 天赋人权0思想的旗帜下, 不仅提出女子应有/ 国民之母0的地位, 而且
要求承认/ 女国民0的地位。指出: / 阴阳相配, 男女各半, 国民二字, 非但男子负此资格, 即女子亦纳
[29]

此范围中。
0 国民之母说侧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 铸造国民0中的责任与义务, 而/ 女国民0说则
更强调/ 男女有平等的权利。
0这里已含有对女性价值定位的重新思考。在此观点指导下, 深刻地批
判传统与反思维新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就成为新的时代课题。首先, 对传统的批判直指封建女子
教育的主旨。金一愤慨地指出: / 中国之教育如何? 吾敢直言不讳之曰奴隶。
0 男子尚是奴隶, 女子
更是/ 奴之奴也, 并奴隶之教育而不得闻。
0只对男子施教, 则半数国民最终势必连累到男子教育。
他以人的身体取譬/ 其左部不仁, 则右部亦随而废。
0 [30] 何大谬在5女界泪6一书中对男尊女卑, 男强
女弱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他认为, 那是因为后天对女子闭之塞之, 出之囚之, 摧之折之所造成
的。另外, 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 40 多种女子杂志, 有一共同而又重要的主题就是批判封建妇德。
其次, 对维新派的/ 贤妻良母0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指出: 宗贤妻良母, 则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
[31]
务, 结果使女子/ 终身为社会附属品补助品, 0因而丧失了应有的权利。
/ 有权利而无义务, 人心何

以悦服? 有义务而无权利, 天下亦无此不情。
0 [32] 苏英更为严厉地指出: / 说什么母教, 说什么内助,
还是男子的高衙奴隶, 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
0她号召女性/ 要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 靠自己一个
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 把身儿跳入政治世界中, 轰轰烈烈, 光复旧主权, 建设新政府。
0[ 33] 资产
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说: / 今之贤母良妻, 先与之女子以少许之教育, 而仍奴之, 此所高等下女教
育也。
0他将此比喻为佣工和婢女, 一个识字, 一个不识字。在主人, 识字者, 可使之取书来, 也可取
物来, 最为便利; 不识字者, 因不知书名, 只能取物来。但对于婢女来说, 二人则同为婢女。以此, 他
认为: / 今贤母良妻, 犹识字之婢女 , , 贤妻良母之教育, 犹教婢女以识字耳, 虽有若个之学问, 尽为
男子所有。
0他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他/ 谨告女学界, 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 当以女英雄女豪杰
为目的。
0旗帜鲜明地主张/ 苟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 则请取贤母良妻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
教育, 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
0 [ 34] 中国女性长期受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统治, / 三纲五常0
等一整套封建伦常麻醉了女性的神经, 泯灭了女性的自由平等意识。贤母良妻主义的女子教育思
想虽在妻、
母的意义上多多少少地唤醒了女性沉睡几千年的自我意识, 但封建的痼结昭然若揭。因
此, 对平等的女子教育义务与权利的关注, 使对女子教育的思考上升到了较高的层次。这是女子义
务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界碑。

三、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从根本上说, 女性教育权的获得是社会广泛的变革和深层次更新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作为以
更新精神文化为标志的社会运动, 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
多层次、多侧面的。它为女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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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获得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和更适合的环境。
综观这一时期催促女子义务教育思想发展的背景, 有四个方面尤其引入注目。
其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 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了产生男女不平等的根
源, 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文化中那些最腐朽、
最禁锢妇女思想和意志的部分, 正确地指出了唯有封建
私有制度本身才是妇女受凌辱的真正根源。陈独秀猛烈抨击/ 儒家三纲之说0, 指出封建道德中的
忠、
孝、
节/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0[ 35] 对中国妇女遭受的罕见的
压迫, 胡适揭露得入木三分。他说/ - 把女子当牛马. 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对待女子的残忍
和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 套上牛轭, 上了鞍辔, 还不放心, 还要砍去一只牛蹄, 剁去两只马脚, 然
后赶她们去做苦工0 [36] 。叶绍钧更直截了当地说: / 什么- 纲常. , 什么- 三从四德. , 都是诱惑女子的
一种利器。
0 [37] 鲁迅在对妇女所受的痛苦进行无情的剖析和分析后指出: / 私有制度的社会, 本来把
女人当作私产, 当作商品, 一切国家, 一切宗教, 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 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
[38]

的动物, 威吓她, 使她奴隶般的服从, 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
0
其二, 伴随着对桎梏广大女性的封建制度、
伦理道德的揭露与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积
极宣传妇女解放, 主张还原其女性作为人的本貌。李大钊鲜明地指出: / 人民0 这个名词, 决不是男
[39]
子所独占的, 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
李达认为/ 男女两性结合为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有机体
[ 40]

的集合体, 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
0 陈独秀则大声疾呼: / 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 其各
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 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0[ 41] 恢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是女性获得教育权
的必要前提。因此, 可以说, 只有以/ 解放人, 解放人的精神0为核心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才给女性教
育权利的获得带来真正的转机。
其三, 男女同学的呼声随形势的发展日益高涨。对于男女同学的论证和界说主要从以下两个
方面与角度进行。第一, 认为男女同学的教育是实现妇女人格解放的先决条件。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的先驱向警予说: / 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 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
0 [42]
[43]

李大钊连续著文提出: / 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0在教育上/ 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
0 第二, 以
科学的眼光审视女子教育, 为男女同学提供理论依据。从分析研究我国男女学生身体、生理、
心理
发育的现状和特点入手, 揭示了我国实施男女同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表明我国对女子义务教育的
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层面。
其四,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入, 使人们开始以唯物主义
的宇宙观、
方法论看待事物、
研究问题, 用新的尺度、
新的价值标准衡量女子教育, 品评女子教育的
正误得失。从此, 中国女子义务教育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掀开了女子教育的新篇章。
在以上背景下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展渐趋成熟。其一, 社会革命是实现女子教育权利的前
提,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里, 妇女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摧残, 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自然
也就失去了受教育权。李大钊指出: 女子教育是受政治经济制约的, 欲解决女子教育问题, 必须改
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 什么属性, 什么
阶级, 什么地域, 都能在政治上、
经济上、
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 去发展他们的个性, 享有他们的
权利。
0 [44] 向警予揭示了女子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系, 她认为研究妇女问题/ 首宜认清时
代, 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
0她进一步分析道: / 二十世纪的时
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 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
过渡时代。
0 [45] / 革新教育应是革新政治以后的文章。
0 [ 46] 鲁迅亲眼目睹反动当局对女子实施的奴
化教育, 尖锐指出: 妇女/ 在真的解放之前, 是战斗。
0/ 解放了社会, 也就解放了自己。
0 [47]
其二, 全社会觉醒是女子义务教育实现的必要条件。女子教育的进步绝不是靠简单地增加几
所女子学校或单纯地提高女子入学率, 也不是靠教育立法的约束。女子教育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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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而女子教育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觉醒。在工业化国家里, 由于科技革
命所带来的进步, 封建意识及其风俗习惯已渐趋消除; 而在我国, 这些落后因素顽固地存在着, 各种
风俗习惯编织成一个无形的网把女性束缚起来。要发展女子教育, 首先要打破传统, 给女子以自
由, 这种自由不仅来自法律, 更重要的是来自全社会的觉醒。1919 年毛泽东在5湘江评论6 创刊号
上撰文写道: 要改造社会, 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 非有多数人联合不可, / 联合同志, 不分男女老
幼, 士农工商0, 齐向封建思想作斗争。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又显得异常重要。女性
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女子必须投入社会生产之中, 以求得经济上的独立。鲁迅曾经指出: 女
子要获得人格独立, 首先要获得经济独立。/ 在目下的社会里, 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0 [48] 胡适认
为: 有了无数的自立男女, 才会产生良善社会, 而为了自立, 必须参与经济生活。在参与经济生活的
过程中, 也便产生了女子受教育的需要。其次, 女子还必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如何养成女子参
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上, 胡适倡导要用现代文明教育妇女。向警予尤其提倡女子对于社会科学的研
究, 她认为只有努力学好社会科学的理论, 才能养成充分的活动能力, 解放自身, 担当改造社会的使
命。
其三, 立足于中国国情是女子教育发展的关键。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进程来看, 至本世纪
二、
三十年代,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人们不再以/ 他国成法0为无上圭臬, 而是力图探索适合中
国国情的新教育体系。在女子教育方面, 人们对女子教育进行了反思, 痛感到中国女子教育似乎走
入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误区。刘熏宇在5闽漆镜匣与女子教育6一文中将当时的女子教育形象地比作
闽漆镜匣。他说: / 若用了木头做一个洋装书的壳, 盖上的镜子只照得出粉是白的, 胭脂是红的, 匣
子里的梳子、
篦子自己还使用不来, 那么只有给人以反感了, 然而, 对于中国的女子教育好像就是这
样。
0女学生/ 走在路上, 假如不因为她们胸前挂有康克令的自来水笔, 或手里拿着几本教科书, 你哪
能看得出她们是和墨水有缘的。
0 [ 49] 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 / 一提起教育两个字就觉得酸溜溜的。
, , 的确, 教育是成了少爷、
小姐、政客、
书呆子的专有品。
0[ 50] 要改变中国女子教育现状, 必须考虑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确定工作的重心。陶行知多次强调/ 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大半是女子教育问
题0, / 女子教育是普及教育运动中最大的难关。
0 [ 51] 占全国妇女/ 百分之八十五0的乡村女性是/ 世
界上最需要帮助0的文盲阶层, 发展女子教育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她们身上。陶行知以他/ 捧着一
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0的献身精神, 在这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陶行知这一思想与实践成为中
国女子义务教育事业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剖析以上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它具有着相互交织的两个层面, 这里的关键在于
思维的主体。一是政治层面。如维新派、
革命派女子教育思想更多地表现为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
情绪, 是/ 天下兴亡, 匹妇也有责焉0的催生物。一是历史哲学层面。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
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争取妇女解放, 以及如何获得包括教育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等问题所进行
的思考和探索。这对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使人们争取妇女教育权利的斗争不
再凭着激情和口号, 而是凭借着理论力量, 而且它使这种女子教育思想具有了相对更长的生命力。
时过境迁, 沧海桑田, 它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天反思起来, 还感到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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