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性別與政治彼此的交涉、斡旋、抵拒是中國婦女運動開展中一股重要的牽引力

量，也就是說，中國女權運動隨著國族建構政治運動的興起而跨出了近代發展的歷

史步伐，也由於這種蟬聯附萼的關係決定了女權運動推進的內容及程序。首先，女

權意識的勃發與救國啟蒙運動二者之間實有不可切割的關聯，改造婦女被清末維新

派列為救國議程中重要的一環，無論是廢纏足或興女學的主張，都流露著男性知識

分子從強國出發的救國方案主觀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對於婦女仍維持牢固

性別規範與控制之時，有關婦女改造的言說傳達的並非女子主體的心聲，而是男性

集體以異性同情出發的改革規劃，即是為因應國難深重的處境，打造一個時代婦女

成為知識分子趨同的手段，這種來自救亡圖存考慮下的社會性別塑造，不見得直接

撼搖到男外/女內的傳統性別格局，相反的，在傳統箝制的力量依然強固的社會條件

下，知識分子對婦女國家角色的塑造，是在強調使其更有效地承擔家庭責任的基礎

上，加入國家富強的想像，而提出的一個新性別典型，此即「國民母」的時代生成

。顯然，在這個女權興起的過程中，並非以取消傳統對於婦女的重重壓制為主，而

且其發展也並非以婦女個體經驗的集結作為基礎，改革的舉措及目的與婦女實際生

活難免出現隔閡，以改造婦女身體立意甚善的纏足而言，究因無法深入婦女私人經

驗中，而使其成效大為減低。 

革命風潮激盪下，性別與政治的交涉有了更複雜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時代婦

運內容，無疑是「女傑」性別範式的提出，它是性別/革命合成下的新女子樣版，也

可以說是婦女跨進政治社會的時代變遷中所陳示出的有關女子性別角色塑造上的一

個混淆。清末革命宣傳中所形塑的「女傑」係採擇中外婦女人物，編入褒揚「雄傑

」、貶抑「卑弱」的性別製碼，以為革命的手段及目的正名張目，問題在於，女子

也加入了這種策動過程中，將女傑投射為自我社會角色的期許，可是革命派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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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不是真正拋卻敬順、曲從這種傳統的女德陳見，這可以從革命者對於妻子的態

度得到印證，也就是說，女傑雖然被強調具備雄豪之姿，但並未意味其他女德就可

全盤否定，是以革命的先驅女子走到這個地步，難免予人「新行為框在舊結構」的

性別解放困頓感。不可諱言，反滿革命對於婦女社會角色、個體身份的確認起著推

波助瀾的作用，在維新運動開啟女子逐步走進社會、進而與男性並肩共行的女子改

造後，革命派使性別改造的內容調整為向婦女主體的一端略所修正。革命言論在出

版事業發達、消費市場活躍的助進中取得了便易的傳播管道，而其提出的民權與女

權相疊的女國民論述，強調國民無論男女皆應擔負責任才能享權利，如此使女子與

國家直接產生聯繫，婦女不再依附於男系來決定其社會角色，從臣民到國民，這是

女子覺察個體自我獨立存在的起點，與此相應的是，隨著革命激進政治行動的開展

，女學生、女記者、女教師、女革命家一一浮顯於社會之中，她們構成了反專制、

揚民主理論與實踐結合的「女志士」性別集體，是為女子解放的先驅，由其主導的

辦刊物及興女學兩個行動中，創造了一個生活領域延伸的局面，並且宣示了衝決長

久以來以婚姻家庭作為女性生命週期禁錮的籓籬，至此，婦女不再只是一個被改革

的對象，也成為改革運動中積極的設計者和參與者。 

中國婦女運動的開展與清末民初大規模興女學的舉措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官

立、民立、私立的女學校催生了一批人數可觀的女學生群，她們是時代的新寵兒，

其出現本身即是一種新社會現象，舉凡裝扮、活動、行止都是社會注目的焦點，圍

饒著「女學」及「女學生」的論述，正可作為清末一連串社會變遷的參照，因為女

學生不僅是一個社會身份，時人往往將其視為承載社會對於婦女改造理想的圖版，

特別是作為維持社會秩序、控制社會流動、阻擋西化潮流過度沖刷傳統的核心基址

。是以女學初興時的內容及目標仍包括傳統性別規範的主要項目，包括女德、女工

的傳習及對於女子作為「一家之婦」的責任認識，學制體系、課程安排上刻意降低

女子將教育視為作個人志趣、未來職業、經濟獨立、生活保障的自我能力培養手段

，甚至從女學生服飾、髮型、裝扮的嚴格規定檢視著手，希冀通過掌控規範女子外

在藉以使婦女自我內在認知上受到制約，以達到抵住社會快速變動對女子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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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問題在於，女子一旦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項行動本身即產生了突破限制的力

量，首先離家就學即代表性別活動空間的位移，她們在擺脫宗族血緣、地緣束縛之

時也就以學校為基礎締造了一個新社群，這種屬群集結有助於獨立意識的強化。再

者，女學設計中除了傳統的婦教規範外，也參考吸收了西方女學的教育內容，體育

、智育的新式訓練培育女子身體、心智兩方面的成熟，對於個體意識的強化也有不

可忽視的作用。總之，女學生不是一群停駐在改革言論框架中的人偶，她們有實際

生活經驗的挫折，包括對性別教育偏頗的不滿、社會女子就業的瓶頸，這些都逐漸

從她們表現的抗爭中顯現，與上層統治階級將女學視作維護社會道德保壘的目標相

對的是，真正「女學生」是一個一個與社會交涉後，尋求性別處境改善手段的城市

新性別屬群。 

中國女子解放過程中，每一個新的、更大規模的推展往往首先來自於男子的倡

議，新文化運動轟轟烈烈的女權覺醒也與知識分子連番密集攻擊舊道德、封建禮教

的行動不無關聯。但以男性倡言的解放究竟能否忠實傳達女性經驗，或者根本就只

是男性對於女子處境想像的再現，是男子藉以抒發社會改革的轉喻，在重新檢討五

四女權運動成績時不得不保持如此的謹慎質疑。細察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婚戀自主或

家庭改革理想，都流露出男性面臨社會經濟變動壓迫的焦慮，知識分子普遍的處境

是社會地位下降、經濟收入困難，是以打造一個具有時代新精神的女子不啻可視作

是男性重新增權的展現。五四知識分子將傳統社會中備受壓迫的女子援引為男性自

我立場的表述中介，即放大女子的受難苦狀成為攻擊父權專制的有力指證，也就是

五四的女權議論本身即負載了社會改革的方向。這樣的男性女權觀本身是男人代替

女子發聲，難免有突出性別理想、簡化女子生存現實的取向，以五四極端揚舉的個

人主義而言，所謂獨立自主的「人」，是以男性歷史經驗為基礎所締造的理想人格

，也就是男人等於「人」，在這種理想中，女子必須直接跨過種種性別束縛、超越

性別認同的階序──即從婦至女子至女人再至人的轉變，這些不是娜拉出走那樣的舉

動即可含括，對女性而言，真正的挑戰是出走後的生活，這樣讓人不禁懷疑五四男

性究竟在劇烈攻擊傳統之餘，真得脫離了傳統的框架了嗎？個人主義成為打破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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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牽絆的利器了嗎？究其個別的行為來驗證，顯示出的是自身的選擇最終是由個

體與群體交涉後所得出的結果，這個模式是男/女性別共有的，五四知識分子習於對

婦女以「封建社會的犧牲者、綱常禮法下的被壓迫者」來概括其處境，顯然必須重

新加以審視。 

不過，五四提出的一個強化女「性」身份的時代主題，即對於愛及情慾決定兩

性關係的肯定，對傳統純從「母性」來定義女子的身份可謂是極大的角色突破。因

為女「性」包括著社會性別、生物性別雙重構成的個體認知，對於社會規範、法律

制度、職業選擇都有修正導向的作用，也就是說，社會改革的規劃愈來愈無法忽略

此一性別覺醒的議題。特別是五四愛國運動後，成群的女學生結成團體、自動自發

地組織各種愛國宣傳及抗議行動，在愛國運動場合及經驗中直接宣示了性別解放的

成績，這群女子大約都是 1900 年左右出生，她們的教育歷程比起前代更為完整，受

小學教育的人數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中學時代正值五四運動發生，運動結束後，

大約與她們從學校畢業面臨人生的另一階段開始的時間點相差無幾，正是這種現實

社會與人生過程彼此的觸發，使得五四提倡的社交公開、婚姻自主有了全面實踐的

機會。愛國運動解除了男/女分別的社會禁制，女子公開現身於社會公共空間以身體

展現促成性別空間概念的新意涵，包括青年女子在通衢大街對公眾講演、受到軍警

的武力威逼、被捕入獄的等性別新經驗，這些基於愛國情操的的大膽表現與社會男

女新關係的改變成了婦女解放的重要推進力量，有關男女共學、女子職業開放都是

五四愛國運動促成女權提升的重大影響。 

統括五四愛國運動激發的社會改革及所引出的對於性別規範的修正，不幸地並

未能夠獲得完全伸展，此點原因在於青年女性比起青年男性在走出家門後，無寧更

加缺乏社會經濟條件的支援，處於貞操觀仍時時作祟的社會限制中，加上新文化運

動提出的新戀愛觀、新婚姻觀沒有列入對於婦女特別補救的措施，跨進社會中的女

子個別波折挑戰女權內容脫離不切實際的想像，愈來愈多覺悟的女子體認到單憑個

別女子的努力只會不斷遭到社會無情的挫折，僅僅依賴思想宣傳畢竟無法解決婦女

解放的實際困境，經濟獨立地位的取得才是婦運的出路，五四後期所出現的一批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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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新領導人物，其言論已透露出這種改造社會優先於婦女解放的新婦運走向訊息。

在社會遭遇實際阻難之餘，受新思潮洗禮的婦女開始注意爭取法律上有關女子公權

、私權的保障，1920 年始，各地接二連三有婦女參政團體的成立及參政的請求，她

們除了爭取政治參與的權利外，最重要的請求是確立保障女權的法律，包括男女平

等的財產權、行為權、親權、承繼權及離婚權等，這些新議題不啻是時代婦女角色

轉化的投射，其所反應的女權已有朝向將性別群體階層較底下的廣大婦女提升到改

革議程核心的趨勢，只是在軍閥混戰及帝國主義侵略下的中國分裂局勢中，這種社

會改革徒然是付之空言的理想。婦女們沒有可靠的政治力量作後盾，單憑請願無法

迫使國會議員將女權保護的條款列入憲法中，即使有 1、2位女性當選為國會議員，

也無法對議會施加壓力，女權得到落實的機會微乎其微。而北方軍閥又時時對女子

團體採取敵視態度，對女學生施以高壓控制，包括監管學生生活及校務專權腐敗在

在引起女界的聲討，各種禁制性別解放的法令，如禁剪短髮、禁男女同校、取締離

婚、箝制思想等措施，儼然以恢復舊禮教自任，如此背逆新潮流而行的作法，驅使

婦女運動朝向一個反軍閥的方向傾斜，這是婦女運動與國民革命接軌的一個重要發

展脈絡。新婦運言論提出無論是婦女參政或女子個別權利無法得到保障伸張，其中

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缺乏可靠的群眾為後援，導致既有的女權主張只變成上層階級

婦女爭取地位的籌碼，在無法取得實踐的基礎上，甚至得不到更多政治上的立足空

間，這是自清末以降一連串婦女解放過程的困境及瓶頸。值此之際，1922 年以後以

上海為中心的中國都市發生許多工人罷工的事件，罷工事件中女工人數動輒數百人

，甚至達幾千人以上，比起女權及參政運動而言，在規模及力量上顯較為可觀，女

工出於經濟壓迫的抗爭行動不啻為性別運動注入新的議題，因為該項議題與中國所

面臨的國家危機相應和，而與馬克思主義理論對於婦女問題的提出也有重疊之處，

是以 1920 年以後愈來愈多的婦運領袖開始清理過去女權運動的歷史，而將女工運動

提至婦女運動的核心，這種轉變並非全然受到社會主義傳佈的引導，中國婦女運動

發展的內在脈絡才是促成轉變的重要趨力。 

1924 年國民黨改組後，隨著北京、上海、漢口各地執行部婦女部的成立，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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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還另設婦女運動委員會，婦運被導入一個大規模跨省界、不分階層的集體聯

合趨勢中。特別是 1924 年為響應孫中山有關國民會議召開的倡議，女界領導人以性

別為訴求，力爭其在會議中不能隸屬於任何一個人民團體，而應有單獨的代表團體

，這樣才能真正從「性別」考量來爭取婦女權利。爭取國民會議代表權運動促使各

地婦女成立國民會議促成會，包括上海、天津、北京、廣州、保定、青島、河南、

湖北、浙江等地皆乘著國民會議的聲浪，推動了女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組織。這股

以性別為核心的群體集結行動可謂聲勢浩大，最後並且朝向組成一個全國性的婦女

聯合團體邁進，包括上海有女國民大會的出現，北京則是在國民會議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期間組成了全國各界婦女聯合會，該會被認為是全國婦女統一運動的成果，時

人甚至認為中國婦女運動的進步，開始於促成國民會議運動。但國民會議促成會運

動已隱然表現了從個體女權過度到集體婦運的發展方向上，一方面不同性質傾向的

各種婦運團體，在此運動推進中，以共同的性別處境作為凝聚的號召，逐漸形成了

彼此結合的趨勢，另一方面就在這種團體集合的方式中，削弱了其他不同意見的婦

女聲音，結果是導致個別差異性的流失，這可以說是婦女運動群眾化的弔詭之處，

也就是說，婦運得已爭取到性別發言位置主要是來自於其成為政治力量操作中的一

個組成，並非其自身的力量已壯大躍升至足以引導政治經濟朝對其有利的方向規劃

的結果，如此一來婦運主體的意志雖有表達的場域卻不能得到完全的伸張。這種政

治介入操作性別議題使婦運壯大而又扭曲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即女工問題，女工

由於兩種身份即女子/工人的疊合，使其成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宣傳的有力素材。

其身份構成之一的原生（也是社會性別）屬性是「女」，在兩性組合中相對於男子

是社會中受到壓迫的另一「性」，身份構成之二的階級屬性是「工」，代表社會經

濟階級分布中受到壓迫的一群，兩種身份的構成使其成為指證中國受到軍閥、帝國

主義壓迫處境的有力論據，也是政治集團藉以表明自身改革社會的政治立場的有效

宣傳，尤其是 1925 年後罷工訴求愈來愈脫離生活、經濟困難的抗爭，絕大部分披染

愛國主義色彩，如此，女工改善性別待遇的聲音則更加模糊了，畢竟以現實處境的

改善為訴求的罷工，女子還能掌握一定的主體位置，至少能夠向社會提出爭取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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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條件改良的支援，而以愛國主義出發的罷工，女工的女子屬性相較於工人這個

屬性變得極其邊緣，即使參與了罷工的行動也無法發出性別利益的請求，她們所建

立起來的婦運力量在排外、反帝的的愛國運動中被吸納而壓抑了性別運動的獨立目

標，顯然，在愛國運動的推動中，性別與國家建構密切勾聯，構成了中國婦運發展

的獨特經驗。 

五卅運動後，各地新成立的婦女團體迅速增長，顯然，反帝排外的政治訴求對

婦女運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於此同時，婦女運動更被國民黨視作群眾運動的一

環，不同於個人主義倡揚下的覺醒締造出散漫、此殊彼異的個別傾向式的女權進展

，由政治力主導的婦女解放，強調的是集體行動力，最重要的目的是集結一支婦女

革命隊伍，政黨勢力採取伸入各地的婦女團體進行調查及掌控的方式，以一種從上

而下的指導來發展婦運組織，在政治力的奧援下，中國近代婦運達到前所未有的高

峰，革命勢力所到之處皆有婦運的發展，群眾動員的效應締造了許多新的革命/性別

景觀，包括密集的婦女群眾宣講集會、三八節被提出成為號召婦女革命的新性別符

號、女子奔赴各地參加救傷、慰勞、聯歡等活動扮演著革命分派的特殊性別任務。

由於國民革命含括社會各階級的集合，婦女被定義是性別受壓迫者，雖構不成一個

階級組成，但仍然成為國民革命組成的重要原素，只是婦運一旦緊密依附於政治運

動，其主體性地位也就隨之黯然，甚至在政黨分裂時，也無法逃脫派系鬥爭的糾纏

。因為婦女「受壓迫」的定義並非來自女子個人自然天生的自覺，而是透過政治的

操作得來的處境覺醒，也就是說，黨成為定義「民眾利益」究竟為何的裁判者，在

這種政治力介入婦運的過程中，五四的女權資源被接收、議題遭到竄改，最顯著的

是婦女受壓迫的來源被轉向為來自社會制度，特別是軍閥、帝國主義勢力是造成中

國婦女不能真正解放的原因，是以只有在國民革命成功後，真正的女權保障才能落

實。一個政黨聲稱為全民代表，為維持其聯合陣線不致破裂只能平抑各種社會階級

的利益差異而統整於共同政治綱領之下，在性別上因男/女不同而產生的社會改革進

程差異取向也被調整為較不深刻的衝突，處於革命聯合陣線中的婦女運動，如何降

低男女之間的性別策略衝突並提列出針對女子而有的特殊要求成為困難的掙扎。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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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性別、政黨三股力量始終是牽引革命婦運的主要影響因素，以婦運領導內部組

織而言，因成員的社會階層、政黨立場相異甚至無法維持一個團結的局面，而外部

在進行各種性別保障的運動時，更時時遭到以男子為主的政黨、群眾組織的阻力，

包括農婦運動被農民運動收編，軍事行動對於女子的剝削等，其中最重要的衝突事

件是救助婦女離婚的舉措，婦女解放協會為改善廣東一地的普遍惡婚姻制度，對於

受婚姻壓迫的婦女特別盡力救助，但此舉無疑是對父權展開最大的挑戰，婦女組織

與地方士紳、男性掌權者難免發生抵牾，婦協甚至被稱作「高等娼寮」。儘管國民

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婦女運動決議案中宣言保障婦女人身權利，但在革命政治

軍事至上的綱領統御下，決議案始終停留於紙上的空言策劃，婦女解放的理想不斷

被挪後，而即使不是拖延也遭到扭曲，因為性別主體利益的主張過於突進即可能引

發革命陣營的危機，是以婦運必須不斷地與政治力交涉進而調整其內容。就連最為

婦女所引頸期待的，革命政府針對清末以來歷次頒訂的律法展開司法修改的行動，

其所有的決議都變成「惟有參加國民革命才能推翻舊制度」的背書，性別與政治結

盟的這段婦運歷史，只不過使政黨合理地、有效地接收了從清末以來各種圍饒著女

權覺醒所產生的社會力量，革命對於男尊/女卑的社會性別格局並未有多大的扭轉，

也沒有促使女子在社會真到達成男女平等的處境，而婦女進入革命中，則使其自主

獨立發展的可能性大為減低，並且成為政治角力中的一個資源。 

隨著國民革命北伐進程的展開，婦運在組織與宣傳上受到政治力控制的痕跡愈

加顯著。在北伐宣傳中，圍饒著婦女這個集體進行政治操縱來表述政黨政治立場及

社會改造理想，成為一個婦運資源被攘奪的重要表現，例如強調軍閥與女子的「性

」關係，以此作為政治上的宣傳材料，包括指稱軍閥三妻四妾是賤踏女子人格，縱

兵姦淫女子係暴虐無行，倡行恢復禮教，加強社會控制，嚴格整飭女學風紀，是保

守反動的統治，這種援引婦女處境作為政治支援的宣傳，將婦運捲入政治鬥爭風暴

中，使個體行動保留的自主空間愈來愈遭到壓縮。因為將性別狀態作為政治壓迫的

題材之所以成立，一方面係沿襲了傳統女子卑順的角色分配模式，正因為男強/女弱

的社會意識依然固著，才使得軍閥對待女子的手段加添了殘苛令人髮指罪行的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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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另一方面革命陣營對軍閥的指控，反過頭來壓制了群眾運動中的女子，使其即

使遭到不平對待也不能有任何抗議之舉，否則革命政府豈不如同軍閥？以女子遭受

軍閥槍殺的慘劇為例，它成了營造革命悲壯氣息的景觀，三一八事件中的三位女子

被血犧牲，南方的婦女必須站出來一同以政治立場來指責軍閥殘暴而非採取性別觀

點來控訴社會對於婦女的束縛偏見，其目的無非是確認軍閥/封建反動的互換關係。 

在這種政治角力的宣傳下，個人的獨立自決轉成為政治立場的演示，顯然使女

權遭到扭曲、婦運面臨徬徨。以五四時期即以在青年女子中流行的剪髮風潮為例，

軍閥以共產黨和過激派的罪名加諸其上，更夾雜道德指控，暗示剪髮女子行為不檢

，有脫離傳統角色的嫌疑，加以拋頭露面混身於公眾中，也難免予人個別貞操淪落

的猜忌，遭受死傷實不值同情。與此相反，革命宣傳襲取五四戀愛自由，在浪漫、

神聖的包裹下，激勵青年女子脫離家庭，找尋自己的出路，甚而將「性權」交托政

黨，推到極致的行為表現，變成解改即革命，不解放即反革命，在戀愛絕對自由的

口號下，共妻共夫的傳聞不斷從革命佔領地流出。顯然，由於政治力量的拉扯，女

子解放已遠離了個人自主獨立姿態的宣示抑或是實際社會改革與女權提升的目標，

取而代之是各種政治寓意填塞其內，使女權議題淪為一個空白的意符，是被用作體

現掌權者意旨的軀殼。女子身體的改造成為革命訊息的演示場，不只剪髮，包括著

軍裝、參軍的行動，都有傳達女子外表體格從柔弱、纖巧變成雄壯、豪邁的訊息，

這也是革命女子宣示解放的某種象徵，問題在於女子追求的平等是加入革命，模仿

男子，壓抑自我性別的特徵即可達成嗎？這樣的解放若脫離革命風暴還能持續呢？

究其實，這並非真正的男女平等，只是表現出女子身體主權由家庭父權支配移轉到

政黨、同志等形成的政治力量所掌握，如此，女子在革命中所開創出的新性別面貌

也只不過是婦運突起的異態，最終只是使女子從身體到精神都成為國家父權的資源

。「性」的公開展示就是一個顯例，在革命軍事鬥爭趨於激烈時，兩湖氣氛緊張，

各種攻擊敵人的謠言四起，清黨前後，報上不斷出現駭人聽聞軍隊殺害共產黨員的

消息，尤其是針對女同志和婦女施以殘虐手法，如以索穿乳或被迫裸體遊街，性在

傳統中係屬極隱諱的私密，政治力量將性發展為宣傳主軸，並將之公開散播，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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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基於這種社會成見，即把女子身體遭到苛虐殘殺的慘狀放大加重，以說明道德社

會秩序崩解的威脅。 

自清末以來圍饒著性別議題而展開的婦女運動逐漸匯集成為一股不能忽略抹滅

的社會力量，隨著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將性別列入成為一個重要環節，使得女

權議題與政黨、國族力量碰撞時產生了時而重疊、時而分歧的起伏，尤其是革命與

性別的交融形成中國婦運發展的重要獨特經驗，女權主張在政治力的包裹下成為一

個被改編挪用的重要社會資源，革命和婦運的緊密依附一旦形成，難免讓人起疑，

究竟革命中的女權主張真得是來自婦女的自我表述嗎？假設不仰賴政治力的介入，

那麼女權能夠落實的範圍及幅度有多大呢？或許可以看得清楚的一點是，自清末以

來在時代變動中凝聚的各種女權主張在革命浪潮中載沈載浮，由於婦女無法形成真

正的集體力量，所以也就難以設定一致的性別利益目標，只是儘管政治接收婦運力

量使得女權議題無法真正突出，但它並非全然隱沒，因為整個社會係由兩性構成的

，任何一個牽涉到社會發展、國家建設、文化爭議的問題都與婦女相連，換句話說

，性別處境的改善絕非求諸單獨男/女一方的覺醒及努力即能達成，也並非純然來自

國家意志的展現即可解釋。 

1920 年代色彩繽紛的婦女運動，隨著政治運動的起伏就在軍事反撲壓制下趨於

沈寂了。革命的姐姐、妹妹再度變回夫人與小姐，她們依舊回到現實生活中去爭取

職業公開、法律改革、教育均等，不過姐姐妹妹身上還是殘留有革命經過的痕跡，

那就是先婚後嫁、生私孩子、寡婦嫁人都不像從前那樣被視作奇恥大辱，愛慾的自

由抒發與追求成為革命婦運最為傲人的成果。而革命時提出的各種社會議題在國家

統一的旗幟下被接收了，婦運的集結失去了立足的基礎，仰賴政治力支援的革命婦

女解放不過是使五四所提出的女權主張更加順理成章地被一一納為國家的性別控制

中，1930 年以後的民律、刑律修改是為明證，從清末以來的婦運發展，最初因國家

求強之變，而由公意撬開束縛女子的家戶之限，走到 1920 年代時，卻變成國家政法

得以透過婦女介入家庭/情感等個人私領域中，讓人不禁要問中國婦女運動是前進了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