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1930-1945）中很有意思地提出

以公共構造和空間的角度，結合上海

市民的日常生活來重繪上海的文化地

圖1。30、40年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內

容豐富，在在表現了該城市的摩登人

和事的面貌，其中，摩登女性無疑是

值得探究的對象。若以公共空間的角

度觀察，相信可以對摩登女性形象再

作一番新鮮探討。

30年代，《玲瓏圖畫雜誌》（後期

易名為《玲瓏婦女雜誌》）於上海出版，

鼓勵婦女通過社會的高尚娛樂來追求

美好生活。雜誌主要刊登時裝、室

內裝璜、大眾心理學等方面的文章，

也有關於愛情、性與婚姻的專欄，

亦有當地名人與好萊塢明星的大幅照

片。該雜誌刊登的廣告多數為婦女用

品。

張愛玲說過，30年代的上海女學

生手上總有一冊《玲瓏》2，由此可見

雜誌的流行程度。不過，從《玲瓏》的

女性投稿者大都有中學以上教育程

度並活躍於社交界等方面來觀察，

該雜誌反映了30年代上海中上層的

女性面貌，但卻未及中下階層的女

性。

一　女性身體作摩登戰場

李歐梵說過，中國近代的民辦報

章刊物開創了一個傳遞社會聲音的「公

共空間」（public space），這個公共空間

有別於哈貝馬斯（Jürgen Harbermas）的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3。《玲瓏》

自然是30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現其公

共空間的理想園地。

我們發現，除了文字以外，《玲

瓏》亦利用圖片來開拓女性的公共空

間。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大突破。

一直以來，女性在中國社會都是不出

閨閣的，只有妓女的相片才會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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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茲舉一例。崑曲家張允和在

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時，在王開照相館

拍了照片，照相館後來將之放大置於

櫥窗=作招牌，及後更被雜誌拿去當

封面，使她感到很不光彩，於是與照

相館老闆大吵一頓4。

雖然如此，民國時期的上海已有

刊物刊登婦女照片供大眾閱讀，《良

友畫報》即是一例，而《玲瓏》就更鼓

勵女讀者或作者附來照片供雜誌刊

登。

女性照片在雜誌內刊登，令人聯

想到阮玲玉在電影《新女性》中飾演的

作家。當出版社編輯得悉她是漂亮的

女性時，就立即把她的照片刊登在報

章上，以此吸引讀者購買她的小說。

《玲瓏》之所以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可

能也是為了吸引讀者。若從女性主義

的角度來看，雜誌的這種行動無疑「物

化」了女性的身體。不過，若從歷史的

角度觀察，女性的身體掙脫閨閣的框

框，並見諸大眾媒體，實有助開拓女

性的公共空間，亦創造了當時上海的

城市文化。若配合《玲瓏》其他內容閱

讀，就不難發現該雜誌以女性身體建

構的公共空間的面貌。無疑，「摩登

女性」的身體是這個公共空間的核

心。

沈詒祥在〈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

婦女好看？〉中指出，由於美容術的進

步，現代婦女懂得去斑、敷粉、勤於

沐浴；其次，現代婦女會因�自己的

個性配合新款髮型；此外，服飾上亦

有不少進步，除了每季不同款式外，

又分晨、晚、運動及跳舞裝，對配色

亦有研究，加上注意運動，使肌肉勻

調，更具美感。沈詒祥更指出，現代

女性研究美容術是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是盡社交生活的責任5。

民國時期的上海已有

刊物刊登婦女照片供

大眾閱讀，《良友畫

報》即是一例，而《玲

瓏》就更鼓勵女讀者

或作者附來照片供雜

誌刊登。從歷史的角

度觀察，《玲瓏》使女

性的身體掙脫閨閣的

框框，並見諸大眾媒

體，實有助開拓女性

的公共空間，亦創造

了當時上海的城市文

化。圖為葉淺予的漫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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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婦女的時裝和美容術，《玲

瓏》亦多有介紹。例如漫畫家葉淺予

就經常為《玲瓏》繪畫各類婦女時裝，

包括各季新款時裝，以及晨、昏、

晚、交際、乃至是學生裝、名運動裝

等。此外，亦有介紹女性如何修飾身

體，如〈摩登的腳〉，就教女性如何做

腳部運動和按摩，使腳部優美，不致

變形或生雞眼，以便能穿上當時婦女

最摩登的高跟鞋6；繡翎的〈怎樣使手

美觀〉指出女性在修甲後要在指甲軟皮

上塗美容膏，而勤於工作的女性，亦

須塗滋潤手部的化妝品7 。更細緻

的，就連指甲修飾也有提及——把指

甲磨短，再塗上美指油，最後塗上甲

膜膏或油8。當然亦有論及如何達至

捲髮美效果的文章9。此外，《玲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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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及形象，讀者從中可以理解明星

的最新潮流及裝扮。

《玲瓏》透過文章與圖片，展現了

一幅幅全新的摩登女性形象——她不

再守於閨閣，而是在雜誌上建立了她

的公共空間，讓公眾閱讀。隨�時代

的變化，這種有別於傳統婦女的摩登

女性，有�穿高跟鞋及捲髮這種異國

情調，而學生裝及運動裝則更是全新

的形象，上海城市文化的公共空間藉

由這些摩登女性形象得到拓展。

就以學生裝來說，女性上學是近

代的產物，但在上海，女學生不單是

摩登的追求者，亦成為公眾眼中摩登

女性的形象。就以沈應懿凝為例，她

回憶在上海中西女塾讀書的情況時

說：「我第一次去中西正式上課的那

天⋯⋯我特別挑了一套新做的水藍色

紡綢衣裙，作為自慶。那天去辦理註

冊手續時看到許多學生都是打扮得花

枝招展，好不漂亮。」bk這正顯示了女

學生如何積極地追求摩登形象，同

時，女學生的摩登形象亦正好開展了

上海城市文化內的一度公共空間。當

時上海有�一個傳言：「要看上海灘最

摩登漂亮的小姐們，只要每個禮拜天

上午到億定盤路中西女塾的大門口去

等�。」bl由此可見，《玲瓏》或者是同

類型的大眾文化刊物內所建構的摩登

女學生形象，是與現實生活中的上海

女學生連接起來的，兩者共同創造了

一個供大眾閱讀的公共空間。怪不得

張愛玲稱30年代女學生每人手持的

《玲瓏》是一部傳授影星美容秘訣的刊

物bm。

除了女學生以外，女運動員亦是

新的摩登女性形象。西洋的體育運動

項目自晚清傳入中國，而體育運動在

中國推行的早期，是與國家富強拉上

關係的。李維清於1907年出版的《上

海鄉土志》第113課就指出：「國民有尚

武之精神，而後國家有自強之基礎，

此體育會所以宜重也，晚清上海已有

頗多的體育會，如滬學會、若群學會

均有附設體育部，此外又有體操研究

會、舞蹈會、商餘學會等，而南市、

北市亦各有體育會。」bn

體育運動之所以與女性拉上關

係，除了因為新式教育會有體育課之

外，亦與女性身體健美有關。《玲瓏》

曾刊登一篇〈摩登婦女的裝飾〉的文

章，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觀，還是

在康健的身體，和豐滿的肌肉」bo。而

佩方的〈新女性的兩大訓練〉，更指出

女性其中一項重要訓練就是體力，文

中說道：「無論我國的女子，怎樣學時

髦，穿高跟鞋，但總有弱不禁風的缺

點。病態美是一向給我們獨佔有的稱

號。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們的恥辱。

現代人如果沒有剛強的體格，便不會

有遠大的目光和偉大的希望。」bp《玲

瓏》主張摩登女性應該從事運動鍛鍊身

體，以達至健美及更高的境界，由此

使人聯想到黎莉莉主演的電影《體育皇

后》中所提倡的普及體育、反對市儈式

錦標主義的電影信息。有趣的是，

1933年舉辦的中國全國運動大會中，

黎莉莉亦穿起新製釘鞋練習起跑bq。

黎莉莉可說是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摩登

女性的健美形象。

除了黎莉莉以外，在當時有「美

人魚」之稱的游泳健將楊秀瓊亦經常為

國內各游泳池主持剪綵禮，吸引很多

抱�「看大姑娘洗澡」心態的市民圍

觀，確有侮辱女性的意味br。由此可

見，無論是在電影、大眾刊物以至現

實生活中，運動型女性無疑建立了另

體育運動之所以與女

性拉上關係，除了因

為新式教育會有體育

課之外，亦與女性身

體健美有關。《玲瓏》

曾刊登一篇文章，提

到摩登女性「真正的

美觀，還是在康健的

身體，和豐滿的肌

肉」。此外，《玲瓏》

亦主張摩登女性應該

從事運動鍛鍊身體，

以達至健美及更高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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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摩登女性的新形象，並在上海的

城市文化中佔有重要位置。

二　摩登女子的內在修養

由上所述，《玲瓏》的摩登女性形

象不單有外形美，更有健康感。《玲

瓏》的許多文章，都呼應�這種看法。

魏圭玉在〈新舊派各有長處〉中指

出bs：

有許多自謂新人物的女學生，終天塗

脂抹粉，極盡浪漫⋯⋯徒然學了些歐

化的皮毛，居然也會穿上幾套妖冶的

服妝，甘願犧牲色相，在大庭廣眾面

前獻媚；咳！堂堂女生，為甚麼要逞

奇鬥艷，去效那歌女舞星的勾當呢？

在這=，讀者或許會認為《玲瓏》所帶

出的觀念有�內在矛盾：一方面介紹

美容心得，並刊登女性照片讓公眾閱

讀；另一方面，這篇文章則指出女性

打扮妖媚、在公眾前獻媚是要不得的

行為。但想深一層，《玲瓏》的讀者既

然都是有學識的婦女，該雜誌主張

的摩登女性形象便不能太低俗——

摩登女性既要美，但卻不要妖媚。因

此，魏圭玉的文章便強調了打扮過份

時髦的女學生有如歌女舞星一般。這

一點足證《玲瓏》所標舉的摩登女性是

格調高尚的。

另一篇文章〈摩登婦女的裝飾〉則

指出bt：

⋯⋯所以穿了奇裝艷服，抹了脂粉，

裝腔作勢，祗是人工的裝飾。而不是

自然的美麗。越裝飾得利害的，越顯

出她的醜態來。裝飾簡直是一件可恥

的事情，她只能消磨寶貴的光陰，耗

費金錢，結果成了玩偶，洋囡囡。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見，《玲瓏》的女性

對於追求摩登是有規範的——打扮妖

媚、奇裝異服並不是摩登，而是低

俗。從這角度推想，《玲瓏》刊登的女

性照片，或許就是編輯眼中那些真正

摩登女性的典型；這亦表明了《玲瓏》

所展現的摩登女性公共空間，是一個

高尚的空間，與以前刊登妓女照片的

空間有所不同。可以說，《玲瓏》是在

努力確立摩登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位

置。

當然，《玲瓏》並不單只以外表來

展現摩登女性的形象。作為摩登女

《玲瓏》的文章一方面

介紹美容心得，並刊

登女性照片讓公眾閱

讀；另一方面則指出

女性打扮妖媚、在公

眾前獻媚是要不得的

行為。想深一層，

《玲瓏》的讀者既然

都是有學識的婦女，

該雜誌主張的摩登

女性形象便不能太低

俗——摩登女性既要

美，但卻不要妖媚。

圖為《玲瓏》雜誌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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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摩登女子〉中指出，女子打扮時

髦、會講洋話、會跳交際舞並不算得

真正摩登，一個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稱

摩登，至少須有下列的條件ck：

（一）有相當學問（不一定要進過大學，

但至少有中學程度，對於各種學科有

相當的了解）。（二）在交際場中，能酬

對，態度大方，而不討人厭。（三）稍

懂一點舞蹈。（四）能管理家政：甲、

會怎樣管僕人。乙、自己會烹飪。

丙、能縫紉（簡單的工作，不須假手他

人）。

這些觀點足以證明《玲瓏》所針對的讀

者群是城市的中產女性。從歷史的角

度觀察，30年代的中產摩登女性空間，

除了要有不低俗的摩登外表外，亦需

要有照顧家庭的內在修養。女性主義

或許會認為，《玲瓏》只是一部教育中

產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的雜誌，但我

們若把眼光放回30年代的上海，則可

以進一步探討這群中產摩登女性在面

對家庭與職業時所要作出的選擇。

三  「賢妻良母」與「職業女性」

《玲瓏》既建構了上海中產女性

的摩登形象，當然亦鼓勵女性作公

開社交。30年代上海社交名媛梁佩琴

在《玲瓏》內說道：「女子到社會場中

去交際的目的，老實說就是希望多

認識幾個男友。」cl另一位舒如蔚女士

則指出，女性應該有入時的打扮，端

莊和溫和的態度，亦要有交際能力和

敏捷的效率，這樣便可以吸引異性的

注意cm。

結交男性朋友是開放社會的正常

行為，有趣的是，《玲瓏》開始刊載

女性的擇偶心得。例如梁佩芬女士便

指出，虛偽、老實（即是不大方、不活

潑）、陰險及多說話的男性為女性所

棄cn，誠實（即是坦誠、公開）、活潑、

溫柔及富有的男性則為女性所喜co。

值得留意的是，梁佩芬雖然指出富有

的男性為女性所喜，但她亦強調金錢

是買不到感情的。

摩登女性公開社交，除了結交

男友之外，更要有對付男性的手

法。一篇題為〈怎樣玩玩男子〉的有

趣文章，就介紹了女性要自視高

貴、架子十足、對男性要忽冷忽熱、

亦要刻意和第三者親熱，但在男子

失望時向他略施青睞，這樣就可以對

付男性cp。對於傳統中國婦女而言，

這種言論的確是城市摩登女性才會提

出的。

其實，《玲瓏》並非教導摩登女性

濫交或玩弄男性，該雜誌建構的摩登

女性形象與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作家

穆時英和劉吶鷗所描繪的都會摩登尤

物絕對有別。因為，《玲瓏》主張摩登

女性在建立家庭以後要成為「賢妻良

母」。例如〈摩登主婦的四德〉一文就指

出，摩登主婦要節儉、早起、柔和及

有同情心cq；另一篇〈新家庭主婦之職

務〉亦指出，主婦要照顧家庭的f生、

教育、道德、管理及財政，此外更

要懂得應酬賓客、家庭陳設、園藝布

置cr。《玲瓏》的編者陳珍玲亦指出，

出嫁後的女子需要幫助丈夫，這樣

才可增加夫婦感情；此外，妻子要

讓丈夫出外與朋友遊玩，不要使他

終日呆在家中；女子更應該學習縫

紉、烹飪等知識，因為這是男子所希

望的cs。

《玲瓏》鼓勵女性作公

開社交。30年代上海

社交名媛梁佩琴在

《玲瓏》內說道：「女

子到社交場中去交際

的目的，老實說就是

希望多認識幾個男

友。」對於傳統中國

婦女而言，這種言論

的確是城市摩登女性

才會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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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並非代表《玲瓏》只鼓吹

摩登女性將「賢妻良母」視為她的終極

職業。事實上，菲絲在〈這時代需要那

一種女性〉中就指出ct：

一般有智識的婦女，在未結婚前，確

是轟轟烈烈，能幹得大事，然在一結

婚後，則意志消沉，一換其本來面

目，這是通常的現象。在實際上，這

種心理，是應該糾正的。

她認為，結婚是不應該妨礙摩登女性

的前程的。事實上，沈應懿凝在結婚

前亦曾為繼續學業還是婚姻而煩惱dk，

由此可發現菲絲所言非虛。由此可

見，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結婚可能

意味�事業的終結。

但是，在社會上工作的女性也不

好受，從吳秀清的〈紅花瓶〉一文可見

一斑dl：

「紅花瓶」是最近社會上流行的侮辱女

職員的怪名。他的意思是說。女子職

員是供在櫃檯0或是寫字間0。等於

供賞鑒底花瓶。好似我們女子辦事。

都沒有能力的。祗靠裝飾來點綴場面

罷了。

毫無疑問，在當時上海社會工作的女

性並不容易，都要注重外表。董竹君

在回憶往榮德生的辦公地點推銷時說

道dm：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會，即使窮

得當賣東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樣的衣履

穿Q，否則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

所活動。我為了像個經理樣子，穿了

白衫，藏青裙子，墨羅緞絨大衣，黑

皮鞋，頸項上套一根黑絲帶鋼筆。我

拿了辦公皮包和紗管樣品，到了榮德

生辦公地點，門房盤問了一陣，才放

我進去。

董竹君算是幸福的，因為她可以創

業，但大部分上海女性都只能當僱

員。在當時的上海，女性僱員除了被

認為是「紅花瓶」外，更難有晉升機

會。1931年上海光華大學女學生陳美

珥就在《玲瓏》發表了〈為姊妹們謀出

路〉一文，指出女性不應只居在低微的

職位直到出嫁或老死，要留意社會上

還有打字和縮寫這類職業，職位雖

然低微，但萬事都要從小做起，況

且公司內一切事務都要經過這類職

員處理，可以從中汲取知識，如果

辦事勤奮，就能得到上司青睞，升

職可料，故她奉勸女性快學打字和縮

寫dn。

這篇文章十分有趣，但最重要的

信息就是：女性若要發展事業，就得

從低做起。其實，畢業於光華大學、

當時為南京《中央大學》代編「婦女與家

庭」版的張允和，亦發表了一篇〈女人

不是花瓶〉的文章，內容大要說當時的

婦女很少出外工作，縱使有，也多只

是當擺設、做花瓶，起點綴作用。她

不願意這樣，也希望天下女性不要充

當這種角色do。

無疑，就算在30年代上海這個大

都市=，摩登女性要成為職業女性

確是十分困難，尤其在婚後，究竟

要成為「賢妻良母」抑或是「職業女

性」？《玲瓏》除了提出反對聲音，似

乎並未有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法。例

如從1937年《玲瓏》發表的〈新家庭與新

婦女：我們至少要做到的有三點〉一

文，就可以發現當時的女性是如何反

思自己在家庭與社會中的位置。文章

《玲瓏》建構的摩登女

性形象與30年代新感

覺派小說作家穆時英

和劉吶鷗所描繪的都

會摩登尤物絕對有

別。因為，《玲瓏》主

張摩登女性在建立家

庭以後要成為「賢妻

良母」。例如〈摩登主

婦的四德〉一文就指

出，摩登主婦要節

儉、早起、柔和及有

同情心。《玲瓏》的編

者陳珍玲亦指出，出

嫁後的女子需要幫助

丈夫，這樣才可增加

夫婦感情。



98 人文天地 指出，女性不應依賴男子，此外，女

性亦要隨時隨地鼓勵丈夫，推動丈

夫向前奮鬥，幫助丈夫發展事業，共

同合作，增添家庭快樂，並且不要有

嗜賭及終日裝扮的壞習慣dp。由此觀

之，《玲瓏》雖然鼓勵女性不要依賴

丈夫，但卻沒有道出經濟獨立的方

法；而且，這篇文章只提出主婦應該

幫助丈夫，卻沒有提出主婦要出外工

作。

作為中產摩登女性的刊物，《玲

瓏》在面對職業女性問題上所出現的局

限，正好反映出在當時上海的中產階

級家庭內，婦女仍然扮演賢妻良母的

角色。

四　結 語

由於《玲瓏》的讀者群是有學識

的中產或以上階級的女性，她們有

足夠學識、能力吸收最摩登的潮流

與事物，因此，《玲瓏》塑造的摩登

女性形象既漂亮、摩登又不媚俗。

這個摩登女性形象可說是上海中產女

性的「公共空間」，不過，亦正因為這

個公共空間是屬於中產女性的，因

此，當提到摩登主婦要在「賢妻良母」

以及「職業女性」之間作抉擇時便出現

了困局。

正因為像《玲瓏》（《良友畫報》在

風格上有點接近）這類中產刊物所構造

的摩登女性形象有所局限，使得30年

代出現了由另一些大眾文化創造的「公

共空間」，由此建造了另一個「新女性」

形象。例如30年代左翼電影創造了自

食其力、勇敢及關心大眾的「新女性」

形象，便與《玲瓏》的「摩登女性」形象

不同，這有待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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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眾文化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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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另一個「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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