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纏足運動可以說是戊戌時期最熱鬧的事情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它體現

@戊戌思潮社會改良的成果。如果就其聲勢和參加人數而言，戊戌期間的任何

一場風潮和運動都無法與之相比，連聲名赫赫的公車上書也瞠乎其後。可是，

在戊戌的研究中，不纏足運動卻受到異乎尋常的冷落；而對之稍加關注的婦女

史研究者，又往往不由分說地將之歸為婦女解放的話題，結果反而模糊了其真

實面目。本文筆者擬就戊戌時期的不纏足運動發一點不成章法的議論，以求教

於大方之家。

一　男性色彩的「不纏足」

眾所周知，維新變法運動是隨@甲午戰敗、中國陷於空前的民族危機而到

來的，這場姍姍來遲的維新運動需要做的事很多。相對於政治、經濟與軍事改

革，女人的纏足與否只能算是不急之務。然而，維新人士卻對解放中國女人的

腳，表現了超乎今天人們所能想像的熱情。凡維新運動波及的地區，幾乎都成

立了「不纏足會」、「戒纏足會」和「立天足會」組織，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

唐才常這樣的維新健將，都是不纏足運動的當然首領。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的《劍橋晚清中國史》統計，從1895-1898年間，一共報導過76個學會，其中有

15個與不纏足運動有關。如果僅僅從數目比例上也許還看不出甚麼問題，可是

不纏足會活動之深入、參加人數之多，是多數曇花一現的學會所無法相比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纏足會的份量顯然要重得多。

以湖南為例，列名《湘報》的不纏足會參加者，據筆者統計有1,060人，如果

加上為不纏足會捐款的人，將達1,132人（有人統計是1,300多人1）。若把同時存

在於湖南的其他十餘個學會都集合起來，其聲勢大概也抵不上不纏足會。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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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有人免費印送《不纏足歌》，還有鞋鋪「訂做不纏足雲頭方式鞋」，甚至有的

具考童生在考縣上也貼有「不纏足會」字樣。反觀其他學會，除了南學會還能搞

些演講之外，只是發一則成立通告、擬個章程就沒有下文了。

在風氣開通的上海，不纏足運動的參與率也很高。吳廷嘉女士曾分析統計

過《時務報》上刊登的不纏足會捐助者，她指出2：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這些捐助者官銜大多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

舉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況變了，八十六注捐銀中，署正、教

正、司馬等低級官吏和茂才、國學生等普通儒生比例，明顯增大，而且出

現了二十八位甚麼也不是的先生，和一位女子、一位和尚。到光緒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出版的《時務報》五十八冊，僅一期中所載捐

助名單中，沒有頭銜而僅稱「先生」者就達四十名之多。

可見，不纏足運動在上海也同樣有@較廣泛的支持面。據當時人統計，戊戌變

法期間涉足不纏足運動的人達30萬之多3。

這樣聲勢浩大且主題看起來像是「婦女解放」的運動，可實際卻是一場徹頭

徹尾的男人運動。湖南那1,060列名不纏足會的人，沒有一個女性，而在72個捐

助人中也只有9位女性同胞，其中還有5人都是以某某之母或之妻的面目出現

的，不排除是她們兒子或丈夫假借名義的可能。上海的不纏足運動雖然有參與

辦《女學報》的一干女人，如康有為的長女康同薇、梁啟超的夫人李惠仙等能發

出一點聲音，但也只能算是不纏足運動聲調細微、若有若無的女聲伴唱，沒出

幾期的《女學報》，本身就是由男人主持的上海不纏足會的附庸。

有的時候，即使我們看到了冠以女人名字的支持不纏足的文章，也難以確

證是否真的出自女性之手。比如在《湘報》曾刊出一首《·足詩》並序，署名慕蓮

女史。且不說其序云不纏足「從此上紓國難，美人戰亦援桴而來；試看雪恥和

戎，娘子軍可置幕以待」4，一派男人口吻。就是那署名就可疑得很：小腳慣稱

為「三寸金蓮」，世上有嗜蓮癖的人可稱為「慕蓮」，女士而自號慕蓮多少有點滑

稽。所以，此詩很可能是一位曾有慕蓮癖而幡然悔悟者所作。

很顯然，在維新變法時代，中國的女性還遠遠沒有達到自覺的程度，以致

於當男人動手來「解放」她們的時候，她們的反應竟是相當冷淡的。纏足雖然是

一項相當殘忍的陋習，但畢竟已經浸潤了千餘年，不僅為整個社會所認可，也

為女性所接受。在中國北方，不論貧富貴賤，女子鮮有不纏足者。南方纏足之

風雖稍殺，但有條件不下田勞作的人家還是堅持纏足，纏足成了某種身分和地

位的象徵，反而更難破除。千餘年來，女人順應男人的要求，自覺地炫耀自己

三寸金蓮的故事比比皆是。一雙合乎男人規範的蓮足，也的確能給她們帶來某

些「榮耀」和物質上的好處。纏足的時候當然幾乎沒有心甘情願者，但其時叫苦

喊痛的都還是孩子，而有予奪之權的母輩，已成了「既得利益者」。所以，不纏

足這種看起來很合乎天理自然的社會改良，其實不容易被婦女所接受。下層社

會無論男女，對維新變法毫無所知，而中上流社會婦女的纏足觀念偏又相當強

固，參加不纏足會的開明男人們，不過是用父權和夫權來讓自家女子不纏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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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 放足（當年恰恰也是這種父權和夫權導致了纏足）。至於這些女子是怎麼想的，

現已無從知曉，但恐怕不會和她們激進的男人們完全一致。

於是，女性小腳的解放只好由男人來代庖，結果成了一場「男聲合唱」。

二　憐香惜玉與刷洗恥辱

中國婦女的纏足陋習起於何時，史載說法不一，比較流行的是以後唐李煜

為罪魁。宋代張邦基《墨莊漫錄．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

以帛裹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紮腳五代以來方有

之。如熙寧、元豐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也就

是說，直到北宋末年，纏足才開始大範圍流行。纏足在開始只是成人用布或帛

將足裹小，而到了後來則發展為在人幼年時即強行將足纏住，使其不再發育。

「方足之所纏也，必用新布緊束之，其@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鐵刀撬上，痛必徹

骨，不三日必潰而成瘡，不瘡則腳不能成，瘡極敗爛，其肉盡化紅膿，流出而

後血枯、筋斷、脛折、皮燥，足底乃折作兩灣形。」5實際上，就是強力將女子

的腳變成殘廢的畸形，以適應中國男性的某種畸態的性欣賞心理。

應該說，中國的男性也並非全無心肝，從纏足之習形成之日，就不斷有人

出聲非議。宋代車若水曾埋怨道：「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

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6清代學者俞正燮也對

纏足不以為然，特加抨擊，認為還是古代婦女天足好7。而著名的袁才子枚也發

出過「女子足小有何佳處」的責問8。至於才華橫溢的文學家李汝珍在小說《鏡花

緣》Õ，則設計了一個讓男人纏足穿耳的女人國，從而對男性的性畸態心理極盡

挖苦與反諷。這些為女子打抱不平的人，往往是出自某種類似人道主義的憐香

惜玉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常常與中國一部分傳統文人的「女性至上的傾向」有

聯繫，桑兵曾將之歸納為兩點：「一是以女性為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二是對女

性寄予無限同情」9。維新派人士中也有些人提倡不纏足，其實是與他們的前輩

懷有同樣的憐香惜玉之情。像鄭觀應那種「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為中國

之女子，戕賊肢體，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負重疾，如覯沈災，

稚年罹剝膚之凶，畢世嬰刖足之罪，氣質虛弱者因以傷身，雖父母愛憐，而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bk的議論，和唐才常「悲哉，天同覆，地同載，

肢同四官，而人生之樂獨不得而同之！吾之生也，幸而男子，不過數十寒暑年

耳，倘此數十寒暑中肢體少羸瘠，手足少痿痺，即恨恨曰：此數十寒暑奚為

也。彼女子則自五六歲以來，已天霾日晦無復生人之氣，天下古今至不平者，

孰有過於此！」bl這樣的感慨，大抵如斯。鄭觀應的議論雖稍早，但在戊戌時期

他也仍然是不纏足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這一時期先進知識界的女性至上傾向尚

不明顯，但是當接力棒傳下去的時候，辛亥時期《女子世界》等刊物的男士們，

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冒「性」頂替，且把女子捧到了天上。

不過，時代畢竟今古有異，近代中國人面臨的難局是他們的前輩所無法想

像的，儘管從1840年以來，有滿心的不情願，還是一點點地被拖進了西方的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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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維新人士急三火四地折騰不纏足，倒也不全是對女人的腳情有獨鍾，其中

還有西方觀念的影響，主要是西方「輿論」壓力的因素。隨@「國門」被打開，男

人頭上的辮子和女人的小腳就成了中國人的象徵，飽受西方人嘲笑和譏諷，與

非洲黑人穿鼻與穿唇等視齊觀，一概當作「野蠻人」的象徵。進入中國的西方教

會，當與中國人發生文化風俗衝突的時候，也不無輕蔑地攻擊@中國人纏足和

溺嬰的陋習。當中國人尚能固執自己的文化價值優越時，固然可以置之不理，

可是，一旦中國人不得不大規模並公開地向西方學習、進而接受西方文化價值

的時候，就不大可能對此無動於衷了。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士大夫，最

不能容忍的事也許就是西方將中國人當野蠻人來看。但是在辮子和纏足問題

上，先進的士大夫確實又有點抬不起頭。這種自慚形穢雖然是由西方文化價值

所刺激出來的，但人之為人畢竟還有共通認可的觀念，纏足的殘忍與非人道，

就是那些蓮癖們也不好公然否認的（大概除了辜鴻銘這樣的怪人）。一個耐人尋

味的現象是，自十九世紀60年代以來，中下層的中國士人和老百姓們炮製了無

數的打教與反教揭帖，從抑揚頓挫的八股韻文到俚鄙不堪的潑婦罵街，對教會

本身和其行為進行了「地毯式轟炸」；可是就目前能看到的幾千份揭帖來看，筆

者居然沒有發現有隻言片語是反駁教會攻擊纏足與溺嬰的，大家好像一起約好

迴避這個話題似的。這種緘默至少說明，在西方人面前，相當部分態度保守的

士人其實也不認為纏足是件值得炫耀的事。保守的人士尚且如此，那麼以進步

自詡的人們就更無法容忍這種「野蠻人的恥辱印»」。況且男人拖條辮子除了打

仗時容易被揪之外，對身體也沒有甚麼傷害（不過戊戌過後，知識界還是出現了

剪辮比革命還積極的動向），所以鏟除小腳就成了維新人士刷洗恥辱的當務之

急。實際上，維新人士（包括一部分洋務官僚）對纏足的抨擊很有拾教會牙慧之

嫌，傳教士說纏足「召痼疾」、「戕生命」和造成「民用空乏，而國計困窮」的話bm，

後來不斷為戊戌時期的不纏足鬥士所重複。不過，教會的抨擊是外國人打中國

人板子，而維新人士則將板子打到了自家屁股上。因為，按康有為的說法，纏

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於鄰國」bn。所以，不得不如此。

三　保種強國的大題目

儘管戊戌時期不纏足運動的初衷有很明顯的怕人笑話的因素，但是見諸筆

端的，卻大都賦以表情嚴峻且意義重大的理由。倡導者不僅將不纏足當成是一

種風俗興革或者解放婦女之事，更把它說成是與保種強國有關的大題目。康有

為的言論相當典型，他認為纏足使婦女「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子孫」，

而「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尪

弱纖僂，為其母裹足，傳種易弱也」。結果是明擺@的：「今當舉國徵兵之世，

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bo對女子作為母親的家教功能特別感興

趣的梁啟超，則認為纏足使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戶，終身未嘗見一通人，履

一都會；獨子無友，孤陋寡聞」，因而胎教、家教不完，結果造成後代愚闇bp。

張之洞後來雖被維新派以及研究者們所嘲罵，可在當時卻也是個熱心支持不

隨é「國門」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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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 纏足運動的人，而且他的言論還廣泛地被維新人士傳頌和徵引。他的觀點與

康有為等如出一轍，也認為纏足會導致「其母既殘其筋骸，瘁其血脈⋯⋯所生子

女，自必脆弱多病，⋯⋯母氣不足，弱之於未生之前，數十百年後，吾華之

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家家為侏儒，盡受殊方異俗之蹂踐魚肉，而不能

與校也」bq。

把女子定位在母親的位置上，由母體之狀況導出育兒、強種的邏輯，從這

個邏輯出發，「繁種」、「保種」、「強種」進而強國富國就繫於女子的腳了。富國

保種，若「不禁纏足，終無起點之術」br。據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回憶，康有為也曾

對李鴻章說過「國家積弱，纏足未嘗不是主因之一」這樣的話bs。

提倡不纏足的人賦予運動的經濟意義也重大得驚人。在他們看來，中國當

時有四萬萬人，一半為婦女，由於纏足之故，「二萬萬女子嗷然待哺，重困男

子」，如果「舒其趾，鉅其足，則執業之人可增一倍，土產物宜亦增一倍，各處

稅務亦增一倍，此利益之大何如也」bt！湖南士紳曾繼輝著名的〈不纏足會駁議〉

說得更嚇人ck：

則向者吾方謂中國為人數之至多，今始覺人數之至少。夫四萬萬之眾尚謂

之人少乎哉？然纏足之習不除，則女人二萬萬已去其半也，且不特去其半

減其數而已，坐以待食其弊一也；深閨無事拈花刺繡耗費益繁其弊二也；

井臼操作弗克任，水火盜賊不能防，丈夫有四方之志內顧多虞其弊三也。

有此三弊乃生三窮：生少食多其窮一，窮奢鬥靡其窮二，因二萬萬無用之

女並二萬萬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氣，阻撓其事機其窮三。夫至弊與窮交

深，國其危矣。今者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害種者而已，夫害種之

事，孰有如纏足乎？

按這種說法，不纏足不僅能使中國增加二萬萬勞動力，產出增加一倍，而且使

二萬萬男人從此擺脫「內顧」之累贅，產生1＋1＞2的效益。到底能生出多大利益

呢？曾先生沒有明說，但依此邏輯我們可以把它想像得很大很大。

搞過洋務工業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對不纏足的經濟意義講得比較具體，他

說：「機器紡紗織布局司機者，一人常管數機，須終日植（直）立奔走，纏足者不

能為也。機器繅絲局其司盆者，亦須久立，纏足者亦不便。」cl換言之，不纏足

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能為近代工業提供大量的女工。

纏足的確是對女性身心的一種殘忍的摧殘，但是，婦女纏足與生育之間的

關係卻比較複雜，似乎不好絕然地說小腳女人就生不出健壯的孩子來，中國人

體質之弱究竟要由小腳來負多少責任，目前還是個尚待考證的社會醫學問題。

但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纏足所致的「足疾」，不大可能傳給後

代。如果小腳女人生下來的後代都是小腳，那也就不勞一代代中國父母操心纏

足了。

至於不纏足的經濟意義，即使我們不說，讀者也會領悟這些過份熱心的男

人所說的，無非是吹漲的氣泡。首先，即使在纏足最盛行的年代，也絕非全體

婦女都是三寸金蓮，南方下層社會婦女多為不裹足的「大腳仙」。其次，不論纏

把女子定位在母親的

位置上，由母體之狀

況導出育兒、強種的

邏輯，從這個邏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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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與否，中國婦女不事生產「深閨無事拈花刺繡耗費益繁」者，只限於極少數的

大家閨秀與富室少婦，其他的婦女不論長幼，只要能幹得動，沒有不勞動的，

家事縫紉、紡織、煮飯、漿洗、打柴以及育兒都要做，也要參與耕耘收穫，在

南方，水田插秧幾乎是婦女的專務。正因為如此，南方下層社會婦女才多為天

足，纏足之人下水田是不可想像的。在生計的壓力面前，任何強固的習俗都要

讓路。

清末以來，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存在的問題不是缺乏勞動力，而是勞動

過密化；對於現代工業化而言，尚沒有勞動力匱乏之虞。事實上，儘管不纏足

運動在戊戌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並沒有鋪展開，但張之洞所提到的紡織和繅絲

業，從來並沒有缺乏過女工。

所以，無論有意無意，不纏足的意義與價值是被誇張了的，而且誇張的幅

度還相當驚人。運動中人一方面似乎是在有意掩飾自己急於遮醜的動機，故意

誇大其詞；一方面似乎又天真地認為不纏足真的是讓病入膏肓的中國起死回生

的「起點之術」，一時間似乎只要將婆娘的裹腳布丟到大海Õ去，中國便可致富

致強，雄起於東亞。運動中人（主要是維新人士）公開與私下始終如一的這種議

論，絕不可能僅僅是宣傳上的「合理誇張」。其實，在這些誇大的言詞背後，透

露出維新人士直線式的思維方式和看問題的簡單化趨向。也許，由於康梁輩認

為組成西學根柢的相當重要的部分來自歐幾里德幾何學，所以他們總是喜歡以

平面直線的方式看問題，並將社會現象與問題公理化，試圖以淺陋的自然科學

知識架構來剖析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梁啟超的《變

法通議》與譚嗣同的《仁學》都有這種»象。他們不僅這樣寫，而且更以這種思路

投身變法維新實踐。在他們看來，百病叢生的中國，只消幾劑良藥就可痊瘉，

並且五年、十年就可走完日本三十年、西方三百年所走過的近代化道路。他們

把中國積弱積貧的原因算到婦女的纏足上，似乎認為只要放開那又臭又長的裹

腳布，問題就解決了大半，這簡直是最省事不過的簡化思路。中國富強與不纏

足之間，就這樣用一條可愛的直線連接起來了。

這種化繁為簡的改革大思路，說穿了，其實仍舊有昔日士大夫「女禍論」心

理的影子。所不同的是，「女禍論」是將污水潑到女人頭上，而如今則有解放婦

女的面目，兩者都不恰當地誇大了婦女在現實社會中的「功能」，實際上是把責

任從自家肩上卸下來，有意無意地拋到婦女頭上去。

出於可以理解的理由，不纏足運動的聲音理所當然的是一種男性中心主義

的話語。雖然名曰為婦女做好事，但男權意識之強橫，依然令人吃驚。在這些

提倡不纏足者的口吻Õ，女性被牢固地定位在生育和生產領域，其實不過是他

們眼中的生育工具和生產機器。去掉纏足的束縛，其目的無非是承當生育與生

產工具的角色。與不纏足相關聯的興女學、開女智，也無非是讓婦女更好地相

夫教子。這個時候，高喊興民權的維新志士顯然沒有真正意識到婦女的權利和

地位問題，即使想到了也會心安理得地將之放在男人附庸的位置上。在《湘報》

上，倡議不纏足的文章是與褒揚殉夫的烈婦之文排在一起的cm。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譴責當年的不纏足鬥士。因為那個時代，即使在

西方國家，男女平權的觀念也只是更多地存在於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意

不纏足運動的聲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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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百年中國 識Õ，而在中國就更是無從談起。雖然《女權報》曾經也爭過幾聲「女子的權利」，

但同是這些人辦的女子學堂卻明確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了「賢妻良母主義」。

課程設置也把《女孝經》、《女四書》等明顯與男女平權背道而馳的東西作為主

要內容cn。而在不纏足問題上，不論主導的男人們還是跟從的少數開明女子，其

主旨都驚人地一致，根本談不上婦女的權利。《女權報》上的議論，在貞節、

擇偶等問題上還能為婦女爭一爭，可是到了不纏足這兒，卻變了清一色的大

道理。恰恰是在所謂「婦女解放」的事情上，這些人的言論就喪失了婦女解放

的意義。

四　運動勃興的客觀原因

不纏足要算是戊戌時期進行得最順利、得到最多和聲的社會改良運動。

反對與不滿者肯定不少，但大抵在家腹誹、暗中抵制，而罕有公然唱反調的。

整個運動期間見諸文學的反對之聲，似乎只有刊於《湘報》署名曾繼輝的〈不纏足

會駁議〉一篇。但這篇文章是由不纏足運動中人寫的，形式上有些很像後來

《新青年》上錢玄同與劉半農唱的雙簧，採用的是問答體，問難的一方雖然貌

似反對者，但實實在在地湊上屁股讓人打的，不是「問難」而是「問易」。所

以，事實上不大可能真的如作者所云是甚麼「與會外諸君辯難之語」co，而更像

是維新人士為推動運動深入而特加的一段熱鬧。當然，不纏足運動的真正深入

還是件難事，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下層社會。後來當民國初年政府強力推行

不纏足的時候，北方各地一下子冒出了許多反對的民謠（相當多的縣志都有記

載）。不過戊戌改革畢竟只是一場士紳的運動，就紳言紳，不纏足運動不能說不

順暢。

其實，驟然熱鬧起來的不纏足運動並非維新派帶給中國人的禮物。在戊戌

之前，西方教會也曾極力推行過不纏足，中國人如「蜀人茂才周君」和廣東人區

諤良與康有為都搞過不纏足會，但都了無聲息，無人理睬。只是到了甲午之

後，這個運動才在士林有了真正的呼應，原因大體有兩個：其一，甲午戰後中

國士林客觀上存在一種求變的氣氛，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士林中相當多的人

（包括統治階層）意識到中國實際上已經沒有甚麼退路了（戊戌後生出一條不是退

路的退路，就是指望義和團的大刀長矛與刀槍不入），若不求變，中國就只有死

路一條。這期間官紳紛至沓來的上條陳，不論是說要變制還是興教育抑或辦實

業，甚至大談奇門遁甲，基調都是求變。用嚴復的話來說就是：「近歲以來，薄

海嗷嗷，扼腕叩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cp像榮祿與西太后這樣的人，

其實未嘗不知求變之理（榮祿也曾上書要求改革武科考試）。就連大家公認的頑

固派「劣紳」王先謙與葉德輝之輩，在變法之初對辦輪船、興（西）學也持積極態

度，甚至湖南請梁啟超主持時務學堂，王、葉二人也舉雙手贊成。這些人變成

變法的反對者是後來的事。既然大家清楚中國非要有點變革不可，那麼像不纏

足這樣既不涉及政治敏感區，又明顯合乎人道與公理的社會改良，自然人樂從

之。用唐才常的話來說，就是像不纏足這樣的事情「最能自主之權，又奏功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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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反瞠目視之，是不勇也」cq。而在甲午之前，顯然缺乏這樣一種形勢與氣

氛，所以少數開明人士的義舉成了和寡的高曲。

其二，不纏足運動能夠順利進行還由於不纏足曾經是清朝初年的「國家政

策」。滿清入關之初（順治十七年，1660），大概是出於少數民族的樸質，曾下令

禁止纏足，違者「以重罪治其父母夫男」。但由於受到漢族的強烈抵制，據說一

時間以死相殉者相望於道；再加上統治心態的轉化以及滿族士大夫逐漸被同化

成了「蓮癖」，所以這條禁令很快就失效，化為一張廢紙。到了中晚清之季，滿

清統治者實際上是帶@很欣賞的態度來看漢人的小腳了，而且這個禁令也漸漸

被人遺忘了（所以士紳打教揭帖上不涉不纏足，禁令關係不大）。可是儘管禁令

視同具文，但只要它曾經存在，而且又沒有明令取消，一旦形勢需要，人們將

之當作法寶重新祭起時，它就依然有法律上的威力，至少可以堵住那些有心公

開非議不纏足者的嘴巴。當年不纏足運動的鼓動者們，恰恰是利用了這條禁

令，在公開場合反覆申明，從而使運動獲得了合法的憑據。

五　「不纏足」與性風俗的西化流變

在任何一個男權社會Õ，婦女的服飾、裝扮都有男性心理指向在起作用。

在歷史上，某些特殊的民族改變身體形狀的習俗，如南部非洲某些黑人部落婦

女的穿唇、緬甸克欽人部落的以銅環架頸，再加上中國婦女的纏足，更是由男

性特殊的性心理所致。正如溫良恭儉和河東獅吼的婦女形象都是中國男性社會

塑造出來的一樣，婦女的纏足也是男權社會的產物。雖然腳都是女性自己纏

的，卻都是為了適應男性的性需要。

據說纏足能使婦女身體發生一系列變化，首先是足部被限制之後，臀部會

變得格外發達，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所謂「娉娉婷婷，步步生蓮花」。其次是成

人的身軀卻有一雙幼年的小腳，而這雙三寸金蓮（此名源於南朝陳後主的潘妃，

據說她纖足在金蓮花上跳舞）則成為中國男人心目中的特殊性器官。在相當多的

士大夫心Õ，一雙纏得「適中」的小腳，居然比相貌身材還要重要。自明季以

來，品賞婦女的小腳成為閒來倚紅偎綠，淺酌低唱的主調之一。像「纖纖春�

香」之類的「品蓮」詞曲不絕於耳。清人方洵寫有《香蓮品藻》，把三寸金蓮排列為

五式九品十八種。據說明清之季山西大同與陝西秦州的妓女，雖相貌才情都平

平，只因腳纏得好，照樣賓客盈門，大受士大夫的青睞。

腳要纏成甚麼樣子才算好呢？據清季文壇的「顧曲周郎」李漁講，女人的小

腳要「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

此用之在夜者也」。這樣的小腳，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於

此者」cr。這種大言不慚、令人作嘔的「品題」，可以說是士大夫畸態性心理的充

分表白。當代小說家馮驥才小說《三寸金蓮》中描寫的嗅小腳、拿弓鞋當酒杯的

「品蓮會」，其實就是舊日士大夫生活的寫真。

可是，在戊戌時期的不纏足運動中，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雖然不纏

足運動並沒有婦女解放的意義，但它畢竟是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發生的，當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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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百年中國 的士大夫視纏足為恥的時候，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原先的性審美觀念也會產生

變化。對西方男人來說，小腳的中國女人顯然比不上天足的西方女人美，他們

斷然不可能像中國男人那樣，把女人畸形的小腳看得比容貌還重要。當人們開

始抨擊纏足惡習的時候，自然不可能不指出隱藏在這惡習後面的男性性心理和

性習慣。他們的自慚形穢，不僅僅只是纏足的外觀，也會自慚以前為甚麼會以

「醜」為美？這樣，他們就不經意地靠向了西方的性審美觀點。事實上，只有性

觀念與性習俗的變化，才會導向婦女運動的真正發生。

富有同情心的梁啟超認為纏足是「殘忍酷烈，輕薄猥賤之事」cs。而同樣富

有同情心的唐才常假設有人說不纏足固然應該、但不雅觀（美）怎麼辦時，他憤

憤道：「忍哉！既非花鳥，又非娼妓，何故作此不情之飾，以求恣心目？假天下

皆不纏足，忽有俜停（婷）妖媚者出其間，必且以狐狸駭之。」ct有位署名長沙女

史劉曾鑑的人寫文章討論不纏足不能深入的原因時，也看到了這其中人們審美

觀（帶性意識的）的問題：「以鄙意度之，蓋世俗之見，雅重觀瞻，如不纏足，則

六寸元膚似非六幅湘裙所能遮掩。偶一騁步，即有狂風捲葉之勢，方之嬝嬝婷

婷者未免相形見絀。」dk這種自察自省與自我批判，等於是開啟了戊戌開明士人

性審美觀和性心理西化流變的閥門。當然，這僅僅是開始。不過，從此以後，

知識界對西方的學習也就逐漸包含了西俗的內涵，從服飾、飲食和日用到民風

民俗（實際上是土風土俗），並以知識界為突破口，浸潤到都市社會。過去我們

講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只側重從物化成分到制度成分再到思想觀念，

往往忽略了在東西方文化衝突之中佔重要地位的風俗的西化，而這一過程實際

上到今天仍在進行@。

針對異性的審美觀，很典型的屬於文化價值評判問題。何者為美、何者為

醜，不同文化自有不同的評價，評價標準有差異甚至截然相反都是合乎情理

的。當兩種文化接觸時，一旦到了以對方的標準為標準的時候，自然也就說明

了對自家文化價值已發生動搖。可悲的是，恰恰中國文化在婦女纏足問題上最

無法為自己申辯，所以風俗的動搖也就從這兒開始了。

六　 結　語

戊戌時期的不纏足運動作為一件當時很熱鬧、後來卻很少引人注意的事

件，能告訴我們許多以前為大多數人所忽視的東西。首先，不纏足明顯不過地

證實了維新派人士所持的簡單化直線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是使變法遭到失敗

的主觀原因之一。其次，不纏足運動告訴我們，維新派曾經嘗試用社會改良運

動來帶動整個社會政治改革。其三，不纏足運動雖然是為婦女解開身體束縛，

但卻不具有婦女解放的意義，不過，隨@人們性審美觀念和心理的變化，它卻

可以漸漸導向真正的婦女運動之門。

最後，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不纏足運動從形式到內容其實都在清朝原有

法律與政策的允許範圍之內，如果僅就內容與形式而言，並不像是戊戌變法這

種向西方學習運動的組成部分。但是偏是在開明士人大規模向西方學習的時

腳要纏成甚麼樣子才

算好呢？據清季文壇

的「顧曲周郎」李漁

講，女人的小腳要

「瘦欲無形，越看越

生憐惜，此用之在日

者也；柔若無骨，愈

親愈耐撫摩，此用之

在夜者也」。這種大

言不慚、令人作嘔的

「品題」，可以說是士

大夫畸態性心理的充

分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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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它才能夠興盛起來，而又隨@學習運動的失敗而突然中斷。這告訴我們，

風俗的變革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像這樣一種「合乎國策」的改良也需

要民族危機的促動才能撬開一條縫，而真正革掉纏足之習，則需要幾代人的努

力方可奏功。同時，我們從不纏足運動的實踐可以知道，在近代中國，任何一

項小型的社會改良都難免被賦予宏大的意義，拖入政治旋渦之中。後輩想要獨

立進行社會改良的嘗試，如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陶行知的平民教育，

不是流產就是夭折，後世的人們其實應該從中體悟到一些甚麼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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