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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女性的自我書寫：
以1930年代的《女子月刊》為中心

● 黃江軍

摘要：中國近代女性期刊中保留了大量普通女性的傳記資料，其中有些是女性讀

者的自述文章。透過這些文章，不僅可以了解不同階層的女性生活樣態，亦可見

她們如何認知與表述「自我」。這些文章多為期刊主題徵文而作，因此它們實際形

成一種編輯與讀者的互動，即編輯確定選題、讀者接受選題並撰文、編輯基於選

擇後刊登。這些普通女性作者的作品與特約作家的作品共同構成了呼籲婦女運動

的女性期刊的主體，而兩者恰反映出運動中主動喚醒與積極回應的現象。本文以

1930年代《女子月刊》中題為「過去三年的我」的主題徵文為中心，梳理十二位女

性作者的基本情況，以及她們在表述「自我」時的種種做法。其中部分作者聲稱 

自己「覺悟」，她們表述的「覺悟」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個個縮影。藉

由本文粗淺的討論，冀望能對近代中國普通女性的「自我」書寫與婦女運動話語的

生產機制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

關鍵詞：《女子月刊》　覺悟　婦女運動　女性自傳　編讀互動

在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無論是國民革命還是思想革新，「覺悟」都

是一個不斷被言說的主題。美國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即謂：「在中國

自己的歷史學當中，『覺醒』一詞的含義和意義似乎無需界定。婦女，青年，

特定的社會階級，以及民族，據說都會獨自或者次第覺醒，並在覺醒當中發

現一條擺脫封建迷信沼澤和帝國主義壓迫的道路。」1

在晚清以來女權意識日益突顯的趨勢下，普通女性也自然成為被「覺悟」

的對象。呂芳上、柯惠鈴等學術先進提供的啟示是，清末民初之女學、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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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運動中的知識份子以及國民革命中的政黨宣傳，「連番密集」而多角度地「喚醒」 

着女性的覺悟2。不過問題在於，正如當時的婦女運動者所極為關心的那樣， 

除了婦女參政與法律地位的獲得，他們追求的女性「覺悟」效果如何3？哪些

材料能夠讓他們了解這些效果進而為新的運動進程提供參考？

試圖認知普通女性的社會生活狀態，早已成為歷史學以及性別研究的一

個努力方向4。其中的核心問題在於傾聽普通女性自己的聲音，尤其是注重

女性的「自覺意識」，即「尊重本土婦女的實際生活體驗與感受，以發掘或恢復

其身份認同和自覺意識，並重建其主體性和自我肯定的歷史過程」5。因此，

與女性有關、特別是女性自己書寫的材料，如書信、日記、回憶錄、口述

史、自傳、文學作品等，就特別值得關注6。然而，這些材料零碎分散，在

展現女性書寫與「自覺意識」上，更多的體現為個案，且多數並不為當時人（自

然也包括參與婦女運動者）所見。與之相對的是，近代以來數量龐大的女性期

刊為此提供了集中展示的空間7。通過徵文與投稿，許多無名女性書寫的文

字得以登載於期刊之上。對比知名女性的作品，這些材料提供了一扇了解普

通女性的窗口（考慮到絕大部分女性不會有意記錄與專門出書，這也幾乎成為

認識「無聲的」她們的唯一途徑）。作為婦女運動的主要思想載體，女性期刊無

疑成為認知近代女性「覺悟」的關鍵鑰匙。

不過，女性期刊充斥着女權主義等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要從中提煉出

普通女性自己的聲音，並非易事。美國史學家高彥頤就曾對將女性史局限於

婦女運動史的苦難敍述模式（即「只有能夠引導女性從封建過去的壓迫中解放

出來，女性史才是值得寫的」）提出批評8。這種歷史書寫隨着婦女運動的興

起即已存在。在高彥頤另一部著作中，她再次從檢討近代以來形成的這一論

述出發，從強有力的巨型國族歷史（gigantic history of the nation）的敍事話語

中，發掘內容更為豐富的纏足史。高彥頤注意到，絕大部分史料（包括來自 

秋瑾這樣的精英女性）甚至部分普通女性自己的聲音，都只是在不斷重複着巨

型歷史的術語。面對如此難以突破的史料限制，她的方法是「解譯」（translate）

那些被男性敍事者和巨型歷史封裝起來的儘管是二手的聲音9。類似的方

法，也可從英國文化史家伯克（Peter Burke）所提醒的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

（Mikhail M. Bakhtin）的「雜語性」（heteroglossia）理論中得到呼應bk。巴赫金強

調，「語言在自己歷史存在的每一具體時刻，都是雜樣言語同在的」，因為它

是「各種社會意識相互矛盾又同時共存的體現」bl。循着此種方法，不僅從充

斥着主流意識形態的女性期刊中提煉普通女性的信息成為可能（即從雜語中辨

識出不同的聲音），更能藉着期刊編輯—讀者的互動而看到巨型敍事（grand 

narrative）與微型歷史的交互機制（即雜語之間的互動）。

基於此，本文以1936年《女子月刊》三周年紀念號刊出的主題徵文「過去

三年的我」為基礎，透過對史料的細緻分析，試圖「解譯」普通女性的聲音，重

建應徵作者的生活經歷與自我表述。選取這一材料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有兩點

考慮：第一，它是一種類型——近代女性期刊主題徵文——的代表。這些期

刊中的主題徵文，涉及到編者、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也體現了婦女運動

者喚醒普通女性的一種機制。此一機制，至今尚無比較細緻的研究；第二，

這次主題徵文是明確標榜無名女性自己書寫的傳記材料，對比由男性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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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的材料而言，更能體現普通女性自己的聲音和自我認知。因此，本文特

別注意其中普通女性自我經歷的呈現與自我書寫的方式；進而透過她們自己

的敍述，窺見近代中國女性解放的某種「覺悟」機制及其效果。

一　《女子月刊》的編者與讀者

二十世紀20至40年代，是中國女性刊物發行的重要時期bm。《婦女雜誌》

（1915-1931）可謂其中最為著名者。在長達十七年的發行時間裏，《婦女雜誌》在

刊物結構與思想上數次「脫胎換骨」bn。結合從事婦女運動的談社英在1930年代 

中期對中國婦女運動史的認識來看，《婦女雜誌》的屢次轉型與中國社會和婦

女運動密切相關bo。可以認為，就婦女運動的強度與針對性而言，女性刊物

比前述的學校教育、政黨宣傳等機制發揮着更為直接的作用。與之伴生的結

果是，《婦女雜誌》因發行時間久、影響力大，已逐漸培養了一定數量的習慣

閱讀女性期刊的讀者。這些背景，在研究《婦女雜誌》停刊後出版的《女子月刊》 

（以下簡稱《女月》）時不應忽視。

《女月》由姚名達、黃心勉夫婦在上海創辦，1933年3月創刊，1937年7月

停刊，共出五卷五十三期。《女月》前後出版五年，主編屢有變更：黃心勉主編 

了前二十三期（1933年3月至1935年1月），期間郝李芳、姚名達參編，陳爰

（亦作媛）從第二卷第九期（1934年9月）開始參編。1935年5月4日黃心勉去世

後，陳更主編至第三卷第十二期（1935年12月）。自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1月） 

開始，姚名達主編《女月》，封禾子、高雪輝等參編；期間欄目設置亦基於主

編的風格差異而存在變化bp。

黃心勉於1903年6月12日生於江西興國縣，先後就讀縣立高小、江西省

立第二女師。同鄉姚名達比黃小兩歲，兩人於1920年11月15日結婚。據姚名

達稱，在他們結婚以前雖已互相耳聞，但卻並不認識；中學畢業的他們，「欲

升學則家資不夠，欲自修則無人指導」bq，他們的經歷與當時大部分青年男女

頗為相似。1925年姚名達考入清華研究院，黃心勉則進入省立第二女師學

習。1929年，姚黃夫婦二人來到上海，從此與婦女運動結下淵源。

1932年1月28日，《婦女雜誌》主辦單位上海商務印書館遭日軍轟炸，被

迫停刊。不幸的是，兩天後姚黃夫婦的寓所也被燒毀。姚名達此前在商務擔

任編輯；黃心勉亦曾受《婦女雜誌》邀請，撰寫了〈中國婦女的過去和將來〉一

文br。這些因素在在激發了姚黃夫婦創辦另一份女性期刊的想法。考慮到沒

有書店則雜誌不能行銷各地，於是在商務被襲不到兩個月的3月20日，他們

就發起成立了女子書店。次年，《女月》在「三八」婦女節當天正式發行。

《女月》的發行很快受到讀者的歡迎，從該刊「讀者通訊」可以看到，當時

的讀者特別注意該刊欲接替《婦女雜誌》成為新一份女性讀物的重要性bs。姚

黃二人可謂恰好把握了這一契機。同時，黃心勉本人以及金仲華等一些《婦女

雜誌》的編輯與作者也加入到《女月》的創作中來。這表明在讀者閱讀需求與編

輯風格樣態上，《女月》與先前的《婦女雜誌》形成了一定的承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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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另一種承續則更為清楚，即女性期刊的編排方式。按照黃心勉的構想與

後來的實際操作，《女月》的基本內容無外「婦女問題」、「婦女生活」、「婦女常

識」、「婦女文藝」四大類bt。這是從《婦女雜誌》借鑒過來的，亦是當時女性期

刊的一般結構ck。這種結構關涉雜誌本身的生產與讀者閱讀的體驗，但是還

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換言之，它涉及到婦女運動思想如何影響讀者，即前

述「覺悟」實現的機制。

從作者群體來看，可將這四類作品分成兩組。前三類基於議論性（比如婦

女運動之評論）、專業性（比如法律常識、職業嚮導）以及地域性（比如國內外

婦女生活情況），普通作者甚難參與寫作，而往往由編輯約請專人寫作cl。與

之相比，第四類則集中了諸多普通女性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並非自發投

稿，而是通過主題徵文而來。女性讀者按雜誌主題的要求將自己的作品發表

於此，而不需要太多的寫作技巧與思想深度。就篇幅論，這些材料幾乎與「婦

女問題」相當；而就讀者實際閱讀而言，文藝類作品讀起來無疑會更為輕鬆。

然而由於這類女性刊物無一例外地鼓吹婦女運動，因而既有的研究者尤其注

意到這些期刊嘗試建構「理想的婦女生活」的一面cm，或側重分析當時精英知

識份子對婦女運動的觀察、評論以及各種「婦女問題」cn。這些做法割裂了當

時女性期刊的實際內容，且無視當時讀者的閱讀情況。

這四類作品在當時期刊中的一般編排次序是前三類在前，後一類在後。

這一基本結構，不僅與作者群體存在差異有關，也影響到讀者的閱讀習慣。

以《女月》為例，這裏雖然無法確知它每一位讀者的閱讀情況，但一定因人而

異。一位「小朋友」讀者就在來信中談到：「在我接到時，我很快樂，我當時猜

想美麗的月刊中，必包含了許多活潑的大作，同那天真美麗的玉照，和女子

學界的新聞！」可是粗看之後，頗覺失望，「好像都是老伯伯的大作」，並建議

多刊圖片、新式小說等co；而熱衷婦女運動的趙清閣則表示，「各作家的大著

都算被我一不遺漏地拜讀淨了」cp。

讀者閱讀情況存在差異，除與讀者的興趣性情以及與婦女運動的相關程

度有關外，還由於《女月》各部分內容在知識水平上存在差異。在回答「小朋

友」的疑問時，編者就明確表示：「一種雜誌要想盡合人人的脾胃，本來是不

可能；一個讀者要想盡讀雜誌的全部、也一樣是不可能。」cq從對讀者閱讀能

力的要求來看，自然以議論性的「婦女問題」最高。這些特約文章在刻畫婦女

生活境遇、鼓吹婦女解放方面尤其用力。針對這一部分的閱讀效應，當時人

頗有自覺。趙清閣就表示，「中國的婦女或則會被妳們的刺激而覺悟！」cr因

為寫作活躍而很快成為《女月》特約作者之一的沙韻月表示，「這裏我所看見的

是我們婦女底淚，血，整個的呼吸，以及努力解放的路和力」cs。但是，盡量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將思想主張傳遞出去，仍舊是《女月》與近代諸多報章雜誌

的共同想法ct。為此，一個基本的做法是在非議論性的欄目中，注入婦女運

動的呼聲。

前面提到，無名作者要發表文章，往往是為主題徵文而作，而這些主題

很難說是隨意選擇的結果。比如，同樣由普通讀者「覺悟」而成為《女月》主編 

的陳爰，在擬設立一個新欄目時說：「我們感覺到女性所受許多不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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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而無伸訴之地；所以，在下期我們擬設一信箱，命名為『女性的吶喊』， 

把女性困難的問題一一詳細地解答。讀者們：吶喊吧！喊出你們心中的積疚

吧！」dk從接下來各期的讀者文字中，這一聲音的導向性是顯而易見的。事 

實上，從編輯擬定主題，讀者依主題撰寫文章，再到編輯有選擇地刊發， 

這一過程構成了編讀互動：其關鍵就在於讀者接受編輯擬定的主題而下筆。

因此，無論閱讀還是寫作，普通讀者都實際受到刊物內容與編輯的引導。雖

然不見得每個讀者都能讀完刊物的全部內容，但發出積極回應者一定是那些

能夠並實際與編輯形成互動的讀者。

二　《女子月刊》的普通作者

為了進一步認知這種編讀互動，了解婦女運動思想喚醒普通女性的機制

和效果，下文以《女月》第四卷第三期（1936年3月8日）的主題徵文「過去三年

的我」為中心予以揭示。

在此之前，《女月》有過多次徵文，其中1934年的「自我的表白」一題與 

此較為接近dl，但並無太多寫實記事，編讀之間的互動不夠明顯，這也是 

《女月》徵稿的通常情況。此次徵文主題為「過去三年的我」，將刊發在《女月》

三周年紀念號上。正如徵稿啟事所指，此種意義對編者、讀者而言皆不一

般：「第三期，將對過去的三年來一個回憶，對將來的三年作一個計劃。這 

不僅是限於對世界，對國家，對社會，對本刊，而是對每一個人自己的回憶

或計劃都很歡迎的。」dm與其他主題不一樣，這次強調的是「對每一個人自己

的回憶或計劃」。讀者如果接受這一主題並撰寫回憶文字，那麼類似勒熱納

（Philippe Lejeune）所言的「自傳契約」即達成dn。

在《女月》第四卷第三期所刊登徵文的前面，有一段編者的話。因為姚名

達此時已經正式主編《女月》，相信應為姚所寫do：

在數十篇來稿中，我選錄了這幾篇：這裏沒有女名流，女作家，《女月》

原用不着她們來撐門面！在這幾篇中，讀者可以看到有好些有志氣有智

識的少女們在埋頭苦幹，為國家社會增進幸福；有好些想求得智識以謀

獻身社會的少女們正被封建意識牢縛着不能動彈；有好些組織了家庭的

少婦們卻為了家庭的瑣屑和兒童的有無而煩惱；有好些無家可歸的少婦

則在度着狗豕不如的痛苦生涯！除了瞎了眼睛，黑了良心的人，誰曾度

過一天身心安寧的生活？血和淚，染成了每一個人的歷史，掙扎和忍耐

形成了每一個人的細胞。讀者們！你也有同感麼？《女月》是每一個讀者

的播音機，你若有委屈，她會幫你傳播的。

當期一共刊登十二篇回顧性自述，分別為：朱淑珍〈我忠實的為她們努

力〉、志雲〈若要不做寄生蟲〉、漱芝〈那時的生活有興味〉、丁尼〈我是受了舊

禮教的束縛了〉、沈季英〈這真叫我苦悶了一年〉、惠芳〈是夢也沒有這樣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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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唐〉、秀珠〈包着眼淚勞作了二年多〉、陳桂秀〈有人在背地裏叫我活寡婦〉、阿

桂〈我只得咬着牙根在過着〉、劉鳳英〈誰知道那就是妓院啊〉、米茜〈我仍在漂

泊着〉、應佩文〈望着那不曾兌現的文憑〉，另刊六篇展望性文章 dp。姚名達聲

稱這些文章選自「數十篇來稿」，可以印證刊發的徵文是編輯選擇的結果。因

此，僅憑這些稿子推測當時《女月》讀者乃至全國婦女的一般生活狀況未必恰

當——它展現的只是個別且經過選擇的情況，但對了解選擇行為本身卻是很

有幫助的。

一如《女月》往常所強調的「不靠着著名名流吹噓，不靠著名作家幫忙，我

們都是無名小卒」dq，姚名達提到這些文章作者不是「女名流」、「女作家」，這

一說法是比較可靠的。筆者整理這十二位作者的基本情況如下（表1）：

表1　「過去三年的我」十二位作者基本情況統計

作者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職業情況 寫作地 文章字數

朱淑珍 已婚 中學畢業 教育館教師 壽縣 1,908

志雲 未婚 中學畢業 小學教師 — 474

漱芝 未婚？ 師範科中學畢業 初小教師 — 449

丁尼 未婚 初二輟學 無 — 362

沈季英 未婚 自稱未受相當教育 無 蘇州斑竹巷 234

惠芳 已婚 放棄學業 無 膠縣 1,172

秀珠 已婚 — 無 — 178

陳桂秀 離婚 — — — 763

阿桂 未婚？ — 紗廠工人 滬西 138

劉鳳英 未婚 中學輟學 無 上海 289

米茜 未婚？ 中學程度 失業 申江 212

應佩文 未婚？ 初中畢業 失業 越南 449

資料來源：根據《女子月刊》，第4卷第3期（1936年3月8日），頁34-42刊登的「過去三年的我」

十二篇徵文整理。

說明：「？」指據徵文推測的狀況；「—」指情況未詳。

從上表可見，這十二位女性有四位確定有婚姻經歷。陳桂秀確知離婚，原因

是她生了個女孩，「翁姑很不喜歡」，丈夫提出離婚。惠芳與秀珠已婚，是全

職主婦：惠芳生了孩子，卻不幸早夭；秀珠則婚後久不懷孕，常遭諷罵，需

做繁重的工作，寫作時則已經懷孕，「希望它是個男孩子」。朱淑珍有了孩

子，較能兼顧事業家庭。至於未婚的志雲中學畢業後做了教師，表示「要有相

當認識和互有愛情而能生活的男子，才跟他結合」，這裏的「能生活」乃指有

「一定的職業」。

至於十二位女性的受教育情況，除了三位情況未詳外，大都具有中學水

平。有四位中途輟學：丁尼家庭條件估計還不錯，初二時被父親強令退學，

在家「過小姐生活」，並被父親安排出嫁；沈季英幾乎有類似遭遇；惠芳則放

棄學業結婚；劉鳳英遭遇悲慘，她的輟學不是因為家庭或者婚姻原因，而是

被土匪搶劫而做了妓女，寫作時才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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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十二位女性的職業情況與她們的受教育情況和婚姻狀況密切相

關。三位中學畢業而能任教師。五位無業者，其中兩位已婚，三位待婚。阿

桂在上海某紗廠當工人，因為害怕失業而忍受着工頭的「欺侮」；應佩文初中

畢業，卻因為身材矮小而無法獲得理想的工作；米茜當過小學教師、看護、

店員，職業變化流動性甚大；沈季英養了兩年意國蜂卻告失敗dr，都難算職

業穩定。

這十二篇文章並不長，共約6,600字，平均每篇約550字；只有朱淑珍與

惠芳的文章超過1,000字。朱淑珍詳細敍述了她在學校的所見所聞，惠芳講述

了自己婚姻中的屢屢不幸。沈季英、秀珠、阿桂、劉鳳英、米茜等五人的文

章均僅有一段，但卻精煉地表達了她們個人三年來的經歷。

整體而言，僅就這十二位作者來說，她們大多接受過中學教育，閱讀 

《女月》及進行一般寫作並不困難。以往對於《婦女雜誌》的讀者分析認為以中

學生為多ds。這裏的徵文作者沒有一位是在校學生，其中至少五位（志雲、 

漱芝、惠芳、劉鳳英、應佩文）確知在《女月》發行的過去三年裏，發生了從學

校步入社會的轉變。因此，《女月》的讀者還應包括部分受過中學教育但已經

脫離學校學習生活的女性。此外，這些徵文作者中沒有一位在校學生的情況

提示着，困擾女性的「婦女問題」對離開學校、步入社會不久的年輕女性來說

更為直接而普遍。

三　普通女性的自我書寫

十二篇自述文章顯示，這些作者過去三年的經歷似乎沒能讓她們自己滿

意。她們主要的問題就是職業與婚姻不幸，這也是《女月》「婦女問題」討論最

多的話題。前引姚名達的話就大致總結了這十二位女性的遭遇：「埋頭苦幹」

的少女、「封建意識」的牢縛、「家庭煩惱」的少婦、「狗豕不如」的流浪。這些

描述當然符合他所選擇的這幾篇文字作者的經歷，不過，隨後他就用了更為

激烈的話：「血和淚，染成了每一個人的歷史，掙扎和忍耐形成了每一個人的

細胞」，可謂給讀者閱讀正文渲染和奠定了濃烈的苦難情感基調。

除了她們個人的經歷外，這十二位女性的寫作方式也值得注意。三位作

者明確在文中使用了「自覺」、「醒」、「覺悟」等這樣一些詞語，她們可以被視

為已接受婦女運動思想洗禮的一類人。朱淑珍開篇就指出，「女性的不能自

覺，更是女權不能夠發展的一大癥結！」她在文中用大部分篇幅描寫她「所接

觸的都是被一切幸福擯棄了的孩子，同着埋沒在封建意識中的婦女」，更為重

要的是「她們不知道現代的趨勢和她們自己的地位」。這正是一個自認已經「覺

悟」的婦女所觀察與「同情」的尚未「覺悟」的婦女的生活。為了改變這一現狀，

她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教師身份，認為不能放棄「指導勸勉」的責任，儘管她的

身心壓力很大。丁尼因為父親勸退輟學，在文中控訴父親「何時醒呢？」，並

表示自己是「受了舊禮教的束縛」。沈季英兩次養意國蜂失敗，因為讀了《小婦

人》（Little Women）這本小說，「終於給我了一個大覺悟」，進而知道「以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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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的胡鬧，方始開始我再生的道路」。她們三人似乎都自認已經「覺悟」，看到了

自己或其他女性的不幸與卑微的地位，而更能找到人生的方向。

而秀珠與陳桂秀的婚姻不幸，在於她們沒有誕下男孩，主要壓力都來自

爺姑，兩人與未婚的丁尼都仍舊處在傳統家庭的極大壓力之下。但她們兩人

卻沒有丁尼那樣的表述，秀珠只能無奈地希望自己懷的是男孩，陳桂秀則希

望《女月》替她「指示一個辦法」。惠芳三年來的婚姻生活充滿波折，尤其遭遇

孩子早夭，她認為過去三年的她「沉浸在這樣忽冷忽熱的命運裏，跋涉着，沉

滯着」。應佩文求職不順，歸因於「時局紛亂」、「家鄉頹廢」、「友人卑視」。她

們同樣看到自己生活的悲劇性，但不同於前述的「覺悟」，不認為這就是作為

女性的不幸。

米茜則表示，自己「要像男性般勇敢地處理未來的生活」。在十二位作者

中，她是唯一自覺到男女性別差異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她的敍述中

具有比女性更堅強的積極性。她表示「我不能軟弱得像無告的女人般，讓情感

來葬送了我！」這是一句自我勉勵的話，但「無告的女人」形象卻來自她的經驗

世界，她要避免自己也變成這樣。志雲則回顧自己中學畢業後就苦惱於「就

業」與「婚姻」兩個問題。從她的描述來看，她似乎有一種自覺的「新女性」意

識，即謀求經濟獨立，擇偶亦相當謹慎。在更深層次的意識中，志雲的想法

可說被應佩文的話一語道破——「用三年的心血換來的初中文憑，滿望着此後

的生活是應如何地託在它的身上」——因為她們受過中學教育，所以在職業與

婚姻上應該有更高的自我期待。

在十二位作者的表述中，來自傳統家庭的壓力頗大，表現為「重男輕女」、 

輕視女性文才等，但並不是所有作者都自覺這就是傳統家庭的弊病；她們也

遭受着現代社會生活變革帶來的問題，比如求職，但也很少自覺將其歸因為

性別歧視。換言之，她們所描繪的個人經歷，雖然大都不幸，但能夠「覺悟」

並自覺運用女權主義思想來看待自身問題者並不多。

自言已經「覺悟」的幾位作者甚值得注意。以朱淑珍為例，她受過中學教

育並在教育別人；她自己經歷過被喚醒的過程，並希望喚醒更多人的「覺悟」。 

姚名達以及《女月》的特約作家，恰恰也以這種身份自視。這種「覺悟」模式在

其他（婦女）雜誌和文章中也有體現。例如《婦女旬刊彙編》中有文章稱：「說

起中國婦女的生活，便可知中國家庭的黑暗和罪惡，更可知男女間的不平等

了。」dt在《自由言論》中一篇題為〈婦女應有的認識〉一文開頭，作者也寫到：

「事實告訴我們，現在中國的婦女，大多數可以說是陷在愁城苦海的當中，感

到無限的痛苦。但是，很多人除了在痛苦時呻吟嘆息而外，是不知道痛苦的

來源的，當然更不知道應當怎樣解除痛苦。」緊接着，作者就把「個人所知道

的⋯⋯講出來使大家認識」。她首先指出婦女壓迫的兩大根源：男子與「帝國

主義」；接着表示「我們受到這樣深重痛苦的壓迫，我們還能忍受下去嗎？當

然我們是再也不能忍耐了」。她的解決之道有兩點，即：總結婦女運動教訓、

加緊宣傳與鬥爭，婦女要培養實在的生存能力ek。

在這些作者的眼中，中國女性生活在「黑暗」、「痛苦」中，更重要的是並

未覺悟的女性並不清楚這一點，也不清楚苦痛根源在何處。這些覺悟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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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傳統家庭、男性以及帝國主義無不都是造成婦女地位低下的原因。而前

引十二位女性的自述顯示，達到「婦女應有的認識」者其實不多，何況她們最

多僅能代表中國眾多女性中受過中學教育的一小部分。不過，儘管喚醒的效

果不佳，但可以看到，類似朱淑珍這樣愈來愈多的普通女性正是通過閱讀包

括《女月》這樣的期刊，在已經覺悟者的引導下成為新的覺悟者（或至少是新的

言說「覺悟」的女性）。而唯有她們覺悟，方能意識到自己原來所處的環境是如

此這般的令人痛苦，進而訴諸筆端加以控訴。這就完整地達成了女性期刊編

者與讀者的互動，實現了一個個女性的「覺悟」。

事實上，這十二位女性能夠閱讀《女月》並提筆寫下自我的經歷這種行為

本身就是一種「覺悟」。儘管她們未必自明這一行為是否受到婦女運動者的引

導，但都願意將自己過去的經歷寫出來並公開發表（不排除獲得稿酬的動

機），將「自我」展現出來，並強調自己「不做寄生蟲」、「努力」，不也正是一種

「覺悟」嗎？

四　餘論：「覺悟」女性的生成機制

既有的近代期刊研究注意到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集中於「讀者來信」、

「醫事顧問」等等明確體現編讀互動的欄目el。如果關照前述巨型敍事與個人

書寫的互動，那麼雜誌面向普通讀者的主題徵文也是一種編讀互動；它還體

現在讀者的實際閱讀與書寫中。期刊所傳達的編輯的主觀願望以及特約作家

的作品都影響着能夠閱讀這些內容的讀者，這些讀者又通過撰寫稿子，試圖

將一個「自我」或「覺悟的自我」展示出來。就本文的論題而言，由編輯與讀者

合力塑造的文本，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值得進一步分析。

其一，這些「自我」是如何被呈現的：它如何體現編輯與讀者共同完成文

本的生產？

就大結構而言，姚名達的編者的話作為開場白，用了排比句、反問句以

及激烈的詞語來強化即將呈現的十二篇自述「血和淚」的一面。緊接着各篇自

述出現，一個個婦女開始講述她們苦悶的過去三年。這一結構就像高彥頤關

注的纏足以及裹腳布被揭開時的那種血淋淋em。如此一來，當讀者閱讀正文

時，姚名達的論述就成了先入之見而處處得到印證。

就小結構而言，這些自述無一例外述說着苦悶的過去。日本學者川合康三

對中國傳統自傳文學所作的研究，突出了東西方自傳的不同，即中國之自傳缺

少懺悔與自我批判，乃多為自我辯護或強調特出於眾人之處en。不過，這一區

分未必恰當。美國心理學家布朗（Jonathon D. Brown）關於「自我」的綜合性研究

認為，人們總是試圖「以有利於他們表明他們擁有好的特質的方式回憶過去」eo。 

換言之，「自我美化」的功能不見得就是中國人自傳的特質。自傳、日記、回憶

錄甚至自傳小說，都是呈現「自我」的文本。本文分析的十二位女性作者的文

章，雖然稱不上嚴格意義的自傳，但都是自述的文字。不過，她們的書寫方

式不是自我辯護，更不是自我美化，而恰恰相反，主要是自我悲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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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下，刻意選擇、組合的『過去』⋯⋯自傳寫作經常

是讀者取向，現實取向的。」ep總之，自述文字所呈現的無論是美化還是悲劇

化的「過去」，「自我」都是有選擇的結果。這一選擇有時是無意識地遺忘，但

也包括基於作者對「讀者取向」、「現實取向」的考慮。因此，決定自述文字呈

現出來的「自我」，不完全是作者個人的隨意取捨。就刊物的徵文以及這十二篇 

自述文字而言，它們不僅有作者的「讀者取向」，同時也有刊物的「編輯取向」： 

即首先作為讀者的十二位女性，認同編輯擬定的主題而撰文；而編輯對讀者

投稿加以取捨決定刊發。

對比十二篇「回憶」所展現的淒苦與迷茫，六篇「計劃」似乎目的明確且充

滿力量。這些文章也是來自普通女性，甚至撰寫〈若要不做寄生蟲〉的志雲，

還表示要學習看護為即將爆發的民族戰爭出力。她們雖然展現的是比較積極

的一面，但與回顧的「痛苦」一樣，恰恰也是「編輯取向」的結果：這些文章需

要展現中國婦女積極與進步的一面，而不僅僅是消極與頹唐。黃心勉就曾表

示：「女子月刊刊登的文字，必須有益於女子。舉凡麻醉女性，污蔑女性，鄙 

視女性，壓迫女性的文字」，決不刊發。她並提到：「譬如有一篇自我的素描，

把她的痛苦傾訴出來，我們照理是應該發表；但假如她描寫得過份墮落，過份

頹廢了，我們只好割愛不登，因為恐怕影響人心，使讀者亦要頹廢。」eq

其二，這些自述都在講述甚麼：編讀互動對喚醒女性又有甚麼作用以及

效果如何？

正如第三節的分析，這些女性的自述所呈現的「自我」以及她們的痛苦經

歷是實實在在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解釋這些不幸的原由。婦女運動者對

此頗為在行，這是婦女運動展開的重要策略er。就近代中國而言，除了女子

教育、政黨宣傳、婦女團體外，女性期刊作為宣揚或推動婦女運動的主要思

想載體，對女性苦難的描述着墨甚多。這些刊物利用女權主義思想及其相關

的一整套性別差異論述來說明中國女性本身的痛苦經歷，從而達到喚醒女性

的目的。

不過，這種喚醒的目標只是部分達成了，不少《女月》或女性期刊的讀者

因為對個人經歷的相對滿足、興趣愛好與知識水平不同等原因，而不見得必

然能夠覺悟與認識到悲慘的「自我」，更不必然成為婦女運動者。這十二位作

者為其苦難經歷尋找的解釋也能很好說明這種有限性：她們僅小部分認為自

己的苦悶是與整個家庭、社會制度相聯繫的問題。換言之，通過她們的自

述，可以看到她們的痛苦，但這些痛苦的聲音乃是基於一個個具體的實實在

在的各異的經歷，並不自覺這就是針對婦女運動或者編輯所認為的「婦女問

題」而發。如果跳出婦女運動的視角，她們中的大部分問題同樣可以在非婦女

運動的意識形態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釋：土匪搶劫少女、翁姑虐待媳婦、少女

養在深閨、婦女為了家庭生活而奔波等等。也就是說，儘管同樣是苦難敍

事，但是否歸因於女權主義的解釋卻因人而異。

這再次提示着前述高彥頤「解譯」方法的啟示，即必須仔細閱讀文字中呈

現的紛繁複雜的信息。就這十二篇自述而言，如果單單看到苦難的敍事，就

c159-201511028.indd   48 17年2月6日   上午11:55



		 	「覺悟」女性	 49	

		 	 的自我書寫	

會過度估計婦女運動者或者刊物編輯對於讀者喚醒的程度。而在展現作為婦

女運動的實際影響這個層次的編讀互動上，這些自述可說為此一問題提供了

難得的切入點，即共同經歷的過去三年將《女月》這樣一份女性期刊與其讀者 

的經歷與心路連接了起來。於是讀者過往的經歷、婦女運動喚醒女性的效果，

就通過這些普通女性作者的書寫呈現在編輯、讀者以及後來的研究者面前。

「覺悟」一詞不是後來研究者的說法，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女權主義以

及其他形形色色主義的慣用語。當時大量文章都被冠以「某某之覺悟」的題

名，因而「覺悟」並不具有唯一的內涵es。但某些不斷出現的現象值得留意：

首先就是《婦女雜誌》、《女月》等刊物連篇累牘講述「女子應有的覺悟」，其基

本內容正是婦女運動者聲稱的男女平等、經濟獨立、政治參與；其基本策略

通常是如果誰沒有接受或達成一種認識，那就是沒有「覺悟」。大量類似文章

所產生的效果是，這些文章在向讀者傳遞具體「覺悟」的內容時，也教授了她

們講述「覺悟」的詞語與形式：本文分析的十二位作者中，有三位用到「覺悟」

一詞的女性在文中都能配套使用「女權」、「舊禮教」、「健全的人」這類反覆出

現在那些鼓吹女子覺悟的文章中的字詞。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就是，婦女運動在喚醒女性的過程中，也存在類

似反纏足運動的矛盾邏輯，即婦女運動者要把這些沒有「覺悟」的女性從「痛

苦」中解救出來，需先讓她們知道自己的痛苦。在《婦女雜誌》多篇題為「覺悟」

的文章中，有一篇很短的文字〈覺悟解〉et：

不覺悟的久不知道自己的痛苦。半覺悟的人，只知道自己的痛苦，但是

不知道怎樣去解除痛苦。完全覺悟的人，既知道自己的痛苦，又知道他

人的痛苦，並且知道怎樣去解除痛苦。但是這種完全覺悟的人，能否將

他的學問貢獻於社會和十二分努力地去為全人類謀幸福，就不能不拿他

的思想來做標準了。

這篇小文沒有講述「覺悟」的具體內容，但卻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不同覺悟者或

者覺悟過程的狀態。它視痛苦先於覺悟而存在，這一假定的邏輯結果就是覺

悟必然伴隨着認識痛苦，於是前述的苦難女性敍述就得以登場。〈覺悟解〉對

於覺悟與痛苦的論述，可以得到本文分析的三位宣稱已「覺悟」作者的直接印

證。她們的文字隱微透露出某種覺悟後的興奮甚至是優越感，但更多地則是

意識到痛苦的存在。她們的苦悶恰恰來自她們的覺悟，相對而言，那些她們

眼中尚未覺悟的孩子與女性，則是那麼的不知愁苦。

此外，包括宣稱要像男性一樣生活的米茜在內，幾位「覺悟者」在文中透

露出另一種矛盾，那就是覺悟者都有意識地將自己與未覺悟者區分開來，強

調她們在婚姻、職業、生活習慣等方方面面與未覺悟者的不同。對已經覺悟

的人而言，尚未覺悟的人也充滿不確定：朱淑珍將自己與所見婦女、小孩區

別開來，意識到自己教師身份的重要；丁尼將自己與父親區分開來，並視他

為舊禮教的象徵；沈季英則與自己的過去了斷，「知道以前生活的胡鬧」；米茜

則希望擺脫軟弱的女性形象，嚮往男子的堅強。這提示着，婦女運動者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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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追求的「覺悟」，落實在一個個普通人身上將因不同的生命遭遇而發生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代以來基於階級、國族等認知而對廣大下層工農的喚

醒、對於普通民眾國族意識的喚醒等等，無不如此fk。回頭來看材料龐雜的

近代女性期刊，其中所塑造或呈現的普通女性的「覺悟」與「自我」，正如那些

期刊登載的女性照片一樣，乃是更多的碎片與千姿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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