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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挾持的自殺：「五四」婦女史觀的製作

⊙ 吳潤凱

 

一 前言：重審五四婦女史觀

婦女史學家Joan Kelly-Gadol曾說過：「婦女史有雙重目的：把婦女還給歷史，以及把歷史

還給婦女。」1應當說，自1902年梁啟超宣導新史學以來，婦女作為人類歷史的半邊天，同樣

日益成為歷史書寫的主角之一。也就是說，在「把婦女還給歷史」這一點上，史學家們已經

達成共識，而且作出了相當的成就。問題在於，如何「把歷史還給婦女」？

女性進入歷史場景並不意味著女性視角的發生。五四以來，新文化份子出於塑造整體國民性

的考慮，呼籲婦女解放。婦女作為一個整體，在中國第一次被歷史注目。但是，令人遺憾的

是，這種注目也導致了女性自身的失語。所有關於女性的言說幾乎都成為男性的單方面囈

語。中國歷史上的女性被籠統地命名為「祥林嫂」──一個封建時代受苦受難的女性形象。

在五四史觀的指導之下，婦女史一直被「壓迫─解放」的權威模式統治著。

1990年代，美國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在其所著《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

化》一書中標舉才女文化，對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舊有範式進行了質疑與否定。她在書中開宗

明義地指出：「只有當歷史學家對『五四』文化遺產進行反思時，社會性別才能成為中國歷

史的一個有效範疇。」有鑒於此，作者對「壓迫─解放」的傳統範式作出深刻的批判，認為

在以往的婦女史研究觀念中，中國婦女「有著落後和依從的女性身份，一直是一個與民族存

亡息息相關的緊迫問題」，由此得出「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種程

度上是出自一種分析上的混淆，即錯誤地將標準的規定視為經歷過的現實」的結論。2

高彥頤的著作扭轉了既定的研究範式，把中國婦女從祥林嫂塑造成才女。但這無疑也是矯枉

過正的體現，從而又落入了五四新文化份子的宣傳陷阱。新文化運動之後，新女性儼然成為

新時期的才女。新文化份子為推行婦女解放的主張，紛紛拿新女性大做文章。這本身就暴露

了新文化份子在呼籲婦女解放中的策略與手段。女性的真實境遇與形象對他們並不重要，重

要的是可以改寫境遇與塑造形象，為國民啟蒙鼓吹。這就牽涉到五四婦女史觀最初的製作與

生產。五四婦女史觀到底是怎樣被新文化份子製作和生產出來的呢？既往的女性研究只是一

味地沿襲五四婦女史觀而不曾加以追問，即使標榜女性視角的高彥頤也沒有深究，但是，對

這一問題的回答，或許比單純的理論批判來得重要。趙五貞自殺事件恰是了解五四婦女史觀

的製作過程與產生機制的一個很好的標本。

1919年11月15日，長沙《大公報》以〈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為題，率先報導了趙五貞自殺

事件。隨後，長沙報界圍繞這一事件就婚制改革、婦女解放等問題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自

由討論。《大公報》和《女界鐘》是此次討論的中心陣地。毛澤東、龍彝（兼公）等一大批



湖南新文化精英及報界主筆均參與了討論。一時間，輿論聚焦，莫此為甚。而通過對這場討

論的簡單梳理，我們將會發現，報界如何引導輿論，又如何讓位、屈從於輿論；與此同時，

我們還將發現，輿論精英如何就婚姻問題、女子問題「借屍還魂」，把趙五貞塑造成 「為女

界爭解放的急先鋒，為人類由黑暗而爭光明的衝鋒隊」3。事實上，經此爭論與渲染，在此後

的歷史書寫中，趙五貞之死已經作為婦女解放的象徵性事件定格下來。4故此，本文的探究也

就顯得不無必要了。

二 新聞：真相調查與強勢報導

1、自殺新聞的披露、追蹤及其真相探究

長沙南陽街22歲的趙女「曾在某學校畢業，工刺繡，善縫紉」，遵循父母之命，擇配吳姓商

人為夫，於1919年11月14日舉行婚禮。婚禮採用傳統形式，新娘乘坐喜轎由吳家的接親隊伍

迎娶入門。然而，迎親隊伍「行至青石橋協中孚南貨店門首，抬喜轎者忽見新娘轎內滴出鮮

血，牽絲不斷」。待隊伍到達吳家門外，媒人揭開轎簾，「但見新娘仰面而臥，頸項割有刀

痕，寬約寸餘，血如泉湧，奄奄一息」，「隨在轎中尋出剃頭刀一把，早已鮮血模糊」。後

雖經搶救，新娘還是於當天身亡。5

以上新娘自殺事件的梗概源自長沙《大公報》最初的新聞報導。在隨後幾天的時間內，《大

公報》又陸續以較大篇幅對此事進行了追蹤報導。6一方面對新娘的家庭狀況作了調查，另一

方面甚至對自刎事件最初報導的若干細節作了修補，以此顯示該報對事件真相的執著與探

究。比如，在名為〈新娘自刎案前因後果〉的報導中，報社記者披露了媒人佘四婆婆在此事

中所扮演的角色。原來吳、趙的姻緣是佘四婆婆說合而成的。而且就在女方聽說男方的母親

惡聲播傳，恐婚後受其虐待，而有悔婚之意的時候，也是這個佘四婆婆從中化解危機，才使

婚事最終告成。佘四婆婆是婚事的主媒，她在報導中的出現完全是記者進一步調查真相的必

然結果，但與此同時，她的出現也有意無意地給此後的輿論批評要求打破媒人制度樹立了靶

子。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文再作分析。

當然，鑒於事件的當事人（新娘）已經死去，而無法開口說出自殺的原因，社會反應一直處

於眾說紛紜狀態，其中不乏惡意揣測與迷信說教。該報對此仍能秉持客觀立場，採取審慎的

「開放性報導」。在無法求得客觀一致的解釋的時候，呈現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故意遺漏

每一種解釋，不偏不倚。依照這一原則，《大公報》將社會上有關新娘自刎原因的解釋整合

為三種說法。

其一，雙方納聘之後，新郎吳鳳林即與新娘的胞兄一同遠赴漢口做生意，眼見婚期日近，而

新郎卻一去不返，男方一再要求推遲婚期，於是謠言蜂起，稱新郎在漢口犯事被捕坐牢。新

娘信以為真，反過來要求男方另擇婚期，意在等胞兄回家，以詢明新郎在漢真相再定拒從。

不料，新郎趕在喜期前一天到家，於是男方堅決不同意改期。新娘自此心萌死志。

其二，新娘原曾許配某氏，未嫁夫亡，而新娘立志不再嫁人。佘四婆婆說合趙吳兩家之後，

女方一度悔婚的原因正在於此。新娘並曾對其母說，前夫托夢，要她守節。而新婚已定，新

娘煩悶不已，曾自縊，遇救而倖免一死。女方遂正式向男方悔婚，男方不肯。無奈之下，新

娘實施了二次自殺。



其三，有人說新娘年只二十，而新郎年已四十有餘，兼又二婚，所以新娘心有不願。無奈新

娘父母看重男方聘禮甚多，故私自答應婚事。出嫁當日，新娘不肯起床裝扮，其父賞了她兩

個巴掌。新娘申訴無門，從也不是，不從也不是，最終選擇了自刎。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在〈新娘自刎案之餘聞〉一文的「編者附志」中，報社編輯指出了真相

「至今還不得明白」的原因是，「因為到男女兩家調查，都是查不出真相的。問到兩家的親

戚鄰居，就是人各一說」。這裏無疑表明了記者尋求旁證的努力，以及對事件相關責任者在

解釋上的利我傾向的不信任。這些調查原則被記者很好地認識與堅持，也顯示了記者在追求

客觀敘述上的自我期待與自我約束。編者又說：「此事發生已經三日，本報不能把他的真相

確查出來，實在抱愧得狠〔很〕。但是本報卻不敢說據定那〔哪〕說為是。既正竭力搜求第

二第三種事實的確證，候訪到了可靠消息，即當據實宣布。」此處更明白無誤地傳達出報社

在真相調查上的宗旨。

然而，儘管報社對真相調查表現出主觀的努力，我們從上述三種自殺原因的說法中仍能解讀

出一些不同的面相。其中第一種說法是記者著墨最多的，很可能代表了部分真相，但在解釋

上仍顯得乏力和模糊。而第二種恐怕是封建份子在有意渲染貞婦節女的傳統婚姻觀。第三種

則顯然是新文化精英的解釋策略，它蘊含了要求婦女衝決封建買辦婚姻網羅乃至以死相抗的

期待。《大公報》記者雖然職在探求真相，但仍難免被輿論所左右。

因此，我們看到一種悖論，羅列真相原因既是靠近真相展示客觀的新聞手段，也是社會階層

在建構真相以服務主觀意圖的有效途徑，也就是說，該報導在靠近真相的同時，也正在逐步

遠離真相。從某種意義上說，報紙在提供輿論陣地、引導輿論方向的同時，也常常被輿論所

控制和利用。

2、強勢報導與輿論介入

《大公報》連日來對自刎事件的關注，實際上是在推行一種強勢報導。通過以上分析，我們

已經看到這種強勢報導是為配合真相調查而展開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促

使報社採取強勢報導的其他動因。

其一，新娘自刎作為一個新聞事件，本身就是報紙的一個看點。「自殺決不可能與法律和道

德無關；這就是說，自殺總是有足夠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眾意識的注意。」7因此，從報社

經營策略的角度看，對新娘自殺事件的持續報導，也有基於吸引讀者、擴大受眾的考慮。

其二，民初的報業已很成熟，報紙的資訊容量也大有提升，每天都有無數的新聞披諸報端，

又有無數的新聞被資訊的海洋淹沒，難以激起持續的反響與注目。就在趙五貞自刎事件發生

的同一時期，天津《大公報》也披露了揚州船娘銀貞子抗婚投河自盡的「慘新聞」8，但是該

報並沒有對此採取強勢報導策略，以至於在社會上不能形成輿論的波瀾，此事終於沒人過

問。由此觀之，長沙《大公報》對趙五貞事件的特別關注，正是意識到這個新聞的社會價值

所在，有意製造轟動效應。

其三，對新娘自刎事件的強勢報導，事實上還是報社與社會輿論精英達成共識和互動的結

果。此事一經披露，即有湖南本土的新文化精英對此進行評說，此後，隨著報導的加強，輿

論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也愈發加大和加深。在某種意義上說，強勢報導只是在為輿論提供素

材，以使他們能夠有的放矢。這也正是報紙新聞從引導到受制於輿論的動態過程。



三 「研究」：婚制改革與內部爭論

與新娘自刎新聞的首次披露同步，當天的《大公報》登載了此事的兩則短評。9值得注意的

是，這兩則短評的立論點相當一致，均是摒除新聞真相的煩瑣探究，而徑直將新娘的死因歸

罪於舊式婚姻、干涉婚姻。雖然天籟的評論中也指出街談巷議中關於新娘死因的三種說法，

但這三種說法，即「新娘嫌新郎年紀老大」、新娘「不肯填房」、新娘恐過門後受新郎之母

「虐待」10，都是服務於新娘不願屈從舊式婚姻的主觀論斷，顯然是經過作者淨化的結果，

而諸如新娘「曾許配某姓」、不願改適他人11的符合保守貞節觀的說法，則被作者有意地過

濾掉了。事實上，這樣的處理方式與作者的新文化立場有關。

新文化運動伊始，女子問題就一直是《新青年》雜誌的核心關注點之一，並曾特意發布啟

事，徵集女同胞諸君對「女子教育」、「女子職業」、「結婚」、「離婚」等「關於女子諸

重大問題」的看法。12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前後全面波及長沙，一批本土的新文化份子

開始利用輿論主導「社會改造」、「思想革新」、「婦女解放」等新文化命題。13因此，從

更廣闊的時空延展上看，有關趙五貞自殺事件的輿論，均是新文化運動孕育的結果。具體到

天籟的評論故意遺漏新娘守節不願再嫁的可能性，則無疑是《新青年》作者群認為婦女守節

乃是「愚不可及」這種反傳統觀點的遠端折射。14在新文化份子的價值言說體系下，新娘自

殺新聞的真相追究是沒有意義的，只有事件本身才具社會意義，值得「研究」。當時的論者

對此說得很清楚：

自從趙五貞自殺，我們得著一個「有證據有激刺」的好題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將婚姻

問題研究一番。至於趙五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總是不願且不自由，總是舊式婚姻

的罪惡，所以不必再將他死的原因盡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飲自濯」，這其間

盡有許多文章可以做哩。15

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當時湖南新文化份子的心聲代言。在婚制改革話語下，新娘自殺事件

在輿論層面已經失去鮮活的新聞質感，而成為封存起來的研究素材。新文化份子採取了「借

屍還魂」的輿論策略，借新娘的屍體來召喚自由婚姻與婦女解放的靈魂。新聞在這裏成為了

歷史，探求真相的記者也被追究意義的研究者所替代。

面對當時報紙上長篇累牘的關於新娘自殺事件的「研究成果」，有些人說此事「盡可以收場

了」。但是新文化份子不以為然，他們要「借著這個眼前好題目來研究婚姻問題呢」。16明

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大公報》為甚麼將此事的絕大部分評論發表於「研究」欄目之下

了。17這場婚制改革的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建構，也使五四之後的

長沙報業在新文化輿論上實現了與時代主題的對接與對話。

正是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新文化份子就婚制改革問題各抒己見。但是，他們的聲音並不總

是和諧，其間也有思想的碰撞。於是，必要的爭論與闡明觀點也就不可避免。

1、環境殺人還是新娘自殺

承續天籟、兼公的社會批判視角，毛澤東在新娘自殺一事上持「環境殺人」的觀點。他指



出，趙五貞所處的「三角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的環境「逼著他求死」，而假使其

中的一面不是鐵網或鐵網開放著，可以容忍她的「自由意志」，那麼趙五貞不至於自

殺。18殷柏卻不十分贊同毛澤東將新娘自殺完全說成是「環境的罪惡」。他強調，趙五貞自

殺太趨向於「消極的方面」，而沒有實行「自由戀愛」或「逃亡」等積極辦法，因而是「可

惜」的：

〔趙女士〕不拿他的積極主張顯耀他那「冰清玉潔」似的精神出來，和現在這些講「解

放」、「改造」的人，同在這黑暗污濁的社會裏，大大做出一番奮鬥的工夫，倒要這些

講「解放」、「改造」的人，用「嗚呼哀哉」的字眼，來歎息你，用「自由戀愛」的牌

子，來尊崇你，這樣我就要說你的性質太懶惰了，精神太腐敗了，拼命一死，也不見得

在社會上有甚麼樣的代價。

不僅如此，殷柏出於對「批評所發生的影響方面」的考慮，也覺得不應如毛澤東一樣將自殺

完全歸咎於「環境的罪惡」，否則，身處同樣環境的人都要「學趙女士銷〔消〕極的辦法，

僥倖委〔諉〕過於他的環境，而圖得輿論滿意的稱讚」，那麼自殺就會成風，後果不堪設

想。19

兩天後，毛澤東的回應文章〈「社會萬惡」與趙女士〉同樣刊登在《大公報》上。他表示贊

成殷柏「積極的議論」和「奮厲的主張」，在自殺問題上，也已擬定寫一篇〈非自殺〉的文

章，可見兩人的主張「還算是一致不悖」。然而，與殷柏不能「放鬆趙女士的本身」一樣，

毛澤東「到底不能放鬆『社會』」。他亦有他的深層考慮與現實關懷：

社會裏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

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

死。

正因此，他才要高呼「社會萬惡」以「警覺我們未死的同類」。此外，他還重點分析了趙五

貞不可能實行積極「逃亡」的原因在於「男女極端隔絕」的社會環境，以此打破殷柏臆想出

來的娜拉出走式的浪漫情境。20

通過閱讀、比較當時新文化份子的評論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在毛、殷兩人的爭論中，毛澤

東的「環境殺人」與「社會萬惡」論佔有更大的市場。21但是，平心而論，正如毛、殷兩人

在文章中所宣稱的，他們的分歧並沒有想像的大，只是隨著各自關注角度（社會、個人）的

不同而呈現分歧而已。至於殷柏所強調與提防的自殺方式，毛澤東也深為認同，這就轉入了

關於自殺可不可取的另一場爭論之中。很明顯，這一次，毛、殷站在了同一陣地上。

2、自殺可不可取

新文化份子對新娘自殺普遍持不可取的態度，不是如殷柏認為自殺屬消極行為，就是如毛澤

東認為自殺係萬惡社會的犧牲品。然而，亦有論者對他們這一觀點進行了全盤否定，認為他

們都犯了「論點錯誤」的毛病，把「一件最快心的最可喜的事」變成了「一件極慘極哀的

事」，並說「趙女士如真有靈」，看了他們的灰色論調一定會「笑得肚痛」。這位論者雖然

也認為「環境像桎梏鐐銬一樣」，但他不承認新娘自殺是一種屈服，相反地，他把新娘自殺

提升到「安重根義士」的高度進行頌揚：



你看伊雖不能把伊的環境打到滑鐵盧去，自覓美洲，卻不願意做環境的俘虜，寧做個殉

自己意志的犧牲者。剃刀一揮，伊的自殺成功了。清清白白的女兒身，依然是「無瑕白

璧」，任你環境怎樣壓迫，絕對的不能征伏〔服〕伊，玷污伊一絲半點。哈哈，趙姓姐

姐呵，你現在何等灑脫，何等自由，你的力量真大，你的計劃真妙。……諸君，我們要

認定伊是個自動的犧牲者，這些都不必為伊著慮。怕只怕犧牲了一個安重根義士，高麗

依然變成了別人的魚肉，那才教死的趙姓姐姐「泉下吞聲」呢。22

毛澤東也曾高呼「趙女士萬歲」23，但那是針對趙女士的人格而言的，至於趙女士自殺的方

式，他有著更為理性的看法。在〈非自殺〉一文中，毛澤東直陳對新曼狂熱為自殺叫好的觀

點「頗難表示贊成之意」：「吾人並無尊敬『自殺』本身的感情，所以尊敬壯烈的自殺，乃

是尊敬他的『難能』及『反抗強權』兩點。……吾人既並無尊敬『自殺』本身的感情，則

『自殺』一事，應該反對。至於『難能』一點的尊敬，吾人應於別處求之，不應求之於慘酷

的自殺。『反抗強權』一點，吾人應求之於奮鬥。」具體到趙女士的情境，「他的自殺，只

於『人格保全』上有『相對』的價值。」24這一論定最終否定了新曼的自殺觀，並趨向於殷

柏所提出的「自殺消極論」。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說某些觀點對立的毛、殷在看待自殺

的態度上是不謀而合的。25

3、新娘有無人格

女子人格，即「女子精神的獨立」26，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婦女解放的立論起點。他們一方面

指陳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會束縛而不得獨立，因而亟需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尋找或者構

建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女子，以樹立榜樣，並證明女子獨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對於新娘

自殺事件的研究者而言，他們正是普遍性地在踐行這樣的話語策略。

殷柏出於對消極自殺的否認，故而極端地斥責趙五貞「不能自強自立」，「自暴自棄」，

「有惰性無判斷力」。在上述的雙重話語策略中，他完全傾向於指摘趙五貞無人格，而將其

視為「被壓死於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貞節』牌子的下面」的又一個舊社會的殉葬品。27也就

是說，殷柏不認同一些論者對趙五貞精神與人格的尊崇，也不認為趙五貞可以成為女子解放

的榜樣，他只是強調，趙五貞之死可以成為控訴舊社會的工具，以此呼籲女子解放，免得更

多的女子重蹈覆轍。相反地，新曼出於對新娘自殺的狂熱認同，故而也極端地拔高趙五貞的

人格，把她比擬為爭取朝鮮獨立的「安重根義士」。28他的意圖也很明顯，就是要塑造趙五

貞為女子解放的急先鋒。但是，人們不禁要問，趙五貞的家庭與教育背景曾給予她獨立人格

的養成嗎？她是人格愚昧如殷柏所斥，還是人格覺醒如新曼所捧呢？

對此，一些論者通過新聞報導了解趙五貞的背景，指出她是「一個未受完全教育的人，雖有

愛自由的決心，但是那〔哪〕有那種學識魄力出與這惡魔奮鬥呢」。29因此，新曼毫無節制

的推崇實在是誇大其詞。既然她不是一個「已經有解放思想的人」，那麼殷柏的斥責也就有

求全責備之嫌了。30在此基礎上，新文化份子對如何表述新娘人格的話語策略進行了折中與

調適。其中最著名的調和言論，當屬毛澤東的「沒人格與有人格」論。

毛澤東的論述策略是這樣展開的：趙女士如有人格，則有自由意志，亦不會自殺，然而中國

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不能夠尊崇她容許她，所以「趙女士沒有人格」，這是環境迫使她沒

有人格；至於趙女士本身，雖處不容她有人格的家庭之中，但她選擇了自殺，也就選擇了自



由，在生命的最後一瞬間，她的人格顯現了，所以「趙女士有人格」。31說到底，毛澤東的

論述仍是圍繞女子解放的現實需要鋪開的，也是五四時期新文化精英論述女子問題的一種慣

用技巧。這樣的論述既控訴了社會之罪惡，又展現了女子之高潔，可謂女子解放話語上的一

箭雙雕。

此處特意要指出的是，就在新娘趙五貞自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長沙又發生了一起

「婚姻奇案」，有一位常女士不顧母親反對，自行前往男家成婚，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包辦

婚姻，實現了自由戀愛。32此事一經披露，也引起新文化份子的極大關注。他們尤其注重常

女士反抗舊式婚姻的出走方式，並與趙五貞的自殺方式進行比較，指出兩者「都是舊式婚姻

的反響」，而在人格評判上，則更為推舉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他的自由意志」，認為她是

「有人格」的。33

此後，有關女子反抗舊有制度的方式選擇，都會被新文化份子當作品評人格的要件之一，並

與趙五貞的自殺方式進行代價衡量。1920年初，長沙女子李欣淑因不滿「頑固家庭」的包辦

婚姻，決然出走，前往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34李欣淑的教育背景與趙、常相比，有所不

同，她畢業於自治女校，常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雜誌，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薰陶

下的第一代女性。因此，她的選擇方式──出走與參加工讀互助團，在新文化份子看來，也

顯得有意義得多，進步得多。論者對她人格的讚譽也極盡所能，將其標榜為「長沙第一個積

極奮鬥的」女性，而無須像對待趙五貞一樣，需要不斷爭論舊式女子的人格有無問題。35以

上所有這些比較事件的論述，均可視為趙五貞人格爭論的後續。

4、婚制如何改革

五四時期，通過新文化精英的譯介與鼓吹，易卜生的名劇《娜拉》（亦譯作《玩偶之家》）

風行一時。娜拉一度成為女權主義的代言人，而其出走曾經鼓動過多少婦女掙脫家庭束縛、

追求自由人格。前述李欣淑就是一個娜拉式的典型。如果我們拋開人格爭論來看待自殺與出

走的抉擇，就會發現，在當時的價值天秤上，女子自殺不啻於一種極端的「出走」。但是，

一如此後對於娜拉走後怎麼辦的討論，趙五貞自殺之後，社會輿論應該怎麼辦？是鼓勵女子

繼續走極端的反抗之路，還是從社會風俗層面消解封建傳統的魅影？當時即有論者提出這樣

的疑問：

趙女士死了，我想大千世界還有無量數像趙女士這類的人，還有無量數像趙女士父母的

父母，以後本人對於本身問題到底只有死之一法？還有其他救濟的辦法？做父母的還是

要拘守那種「吾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逼著女兒朝死路走？還是也有

商量的餘地？36

前文已經述及，自殺反抗得不到普遍的認同，因此，新文化份子幾乎不約而同地從改造環境

入手，希望求得女子解放的治標藥方。兼公一語中的地指出：「要對自殺的想一個絕源的方

法。絕源的方法，便是改造環境。替趙女士一類自殺的人想個絕源方法，便是改良婚制，實

行結婚自由。」37對此，毛澤東提出應該就「婚制如何改革」的問題進行討究。38

在對婚制改革的具體設想，尤其是對父母代辦婚姻的問題上，湖南新文化份子產生了和緩與

激進的兩種思路。其中，緯文、筠園、不平等人提出的方案代表了和緩派的主張。歸納起

來，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主張父母作為子女婚姻的參與者，反對無限制的自由婚姻。39而其



主要依據在於，「國人多不解自由的『真諦』」，未必都達到自由結婚的程度。40

這種頗帶國情色彩的論調在當時看來，卻非空穴來風，其時即有論者看到社會有一幫「無聊

──沒有修養的──的人」打著自由、解放的旗號來滿足「他的──非人生的──欲望」，

並為此慨歎「解放解放世間許多人假汝以為罪惡」。41或許有見及此，緯文表示反對「極

端」、「急切」的婚制改造，而實行「折中」的辦法，其具體對策為：（一）改定結婚的年

齡；（二）兒女自行擇合經父兄鑒定；（三）由父母擇合經兒女的許可。42

激進的毛澤東卻對緩和派的主張不以為然，批評他們的議論「對於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點，

尚多徘徊兩可之談，未明絕對難侵之理」。他強調，「子女的婚姻，父母絕對不能干涉。在

子女方面，對於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應為絕對的拒絕」，只有如此，「資本主義的婚姻才

可廢止，戀愛中心主義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戀愛幸福的夫婦才可出現」。43

應該指出，激進派的立論依據較緩和派薄弱，他們更多的是情緒積累，而非理性分析。當時

的激進派大多主張追究新娘自刎一案的主要相關者趙海樓夫婦和媒人佘四婆婆的法律責

任。44隨著這種懲辦元兇的情緒的擴散，毛澤東甚至認為「天下類於趙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

入獄」45，因為在激進者看來，只要父母主婚的事存在，「危險的種子終伏在裏面」，「其

極必有子女自殺的事」46。

需要表明的是，筆者在此重新審讀當年這場婚制改革的激進與和緩之爭，目的並不在於點明

誰對誰錯，而在於求解造成兩派分歧的認識背景。五四時期，新文化精英在婚制改革的精神

與理論上走得很遠，自由戀愛、獨身主義、無後主義等主張鋪天蓋地，席捲輿論，但是在個

人標準與日常行為層面上，他們往往屈從傳統，屈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為「禮教中

人」。胡適的婚姻就是一個例子。47因此，緩和派的主張主要在於避免理論上的凌空虛蹈，

以求在實踐層面上的落實與可行。

但是，對於激進派而言，他們似乎也有他們的道理。魯迅曾在一次講演中回顧新文化運動的

激進策略時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

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48這話大抵也可以作為婚制改革激進

主張者的某種心理期盼與言說策略。據此，激進派的主張在實踐效果上當與緩和派的主張殊

途同歸。

四 建構：共識與爭奪

1、「研究」中的一些共識

通過上文的梳理，新文化份子對於婚制改革爭論的某些面相基本得到了清晰的呈現。然而，

這並不是說，在趙五貞自刎事件的誘發下，新文化份子的分歧日漸擴大；恰恰相反，在新文

化份子內部，爭論居於次要位置，而共識處於主流地位，而且，在爭論的背景下，相互理解

與體認，使得分歧反有消弭的趨勢。

首先，新娘自刎事件的發生，在客觀上講僅是一次偶然事件。但在新文化份子看來，偶然之



中實含有必然性，「當這個女子解放聲浪日高的時候，居然有這種慘劇演在我們的眼前」，

難道不又是「萬惡的婚姻制度」從中作梗嗎？49基於這種新文化認知體系的下意識推理，新

文化份子普遍認識到婚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此前提下，新文化份子的爭論才被認為是內部的

協調，而不致被納入新舊兩大陣營的交鋒之中。

其次，即使處於爭論的狀態下，新文化份子對於婚制改革內容的考慮仍然體現出明顯的同一

性，而他們的分歧僅僅表現在緩急輕重之別上。諸如減輕親權、自由戀愛以及由此延及女子

教育、女子自立、男女社交公開等等議題，均是新文化份子在討論中所特別注重的。特別是

在打破媒人制度上，他們的觀點幾乎如出一轍。前文已經指出，有些新文化份子猶認為「父

母之命」可作為自由婚姻的過渡，但是，對於「媒妁之言」，他們不約而同地強烈要求打

破。在新娘自刎的悲劇中，佘四婆婆究竟出於甚麼心理或者得了甚麼好處而為吳趙兩家作

媒，當時的新聞並沒有揭露，但這並不妨礙新文化份子對於媒人的成見與進一步的醜化。毓

瑩對媒人的鞭撻不遺餘力，甚至於惡毒。他聲稱「趙女士的媒人受了七十塊大洋」，大抵是

道聽途說，卻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心理使然。又說，中國婚姻關係中「最可惡的是第三

者（媒人）夾於其間」，為此，他痛恨並詛咒天下的媒人「天誅地滅，絕子絕孫」。50毛澤

東更專門作了〈打破媒人制度〉的文章，指出「要想婚姻改良，便須急將媒制打破，『媒

人』、『月老』等話，要從國語辭典中一概刪除」。51

第三，新文化份子在呼籲婚制改革的時候，除了訴諸女子解放，更多的是借助國族表述。近

代以來，國家民族的觀念對身體的介入已經不容抗拒。52邁君賦予趙五貞之死與烈士殉國以

「一樣的精神」53，目的顯而易見，正是期望在國族表述的大框架下建構新娘自殺的價值與

意義。西堂在議論婚制改革的對策時，也一再強調基於國族民主與強盛的初衷。比如，他這

樣運用「群治」的話語策略：「吾嘗以為中國家庭制度，不亟改良，中國群治斷無進步之

望。」而在提到設立男女交際機關以打破男女界限的時候，他同樣站在國族的高度來喚起國

人的緊迫感：「且縱觀世界各國，其男女界限太嚴者，其國家必衰且弱，如中國土耳其朝鮮

等國是也。反是者則其國必富且強，如歐美及日本是也。」 54

第四，與新聞報導求真求實的追求不同，新文化份子很大程度上在進行著意義的建構，他們

在利用輿論鼓吹婚制改革上體現出很高的自覺性。他們一方面認識到「甚麼『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內外之防』，都是造成惡習慣的輿論」，另一方面反其意而行之，提出「若想把

這惡習慣打破，須還得藉輿論的力」。而他們對於「建設輿論」已經有了自覺的擔當，主張

「多攻擊舊式的婚姻」，「多鼓吹自由的婚姻」。55可以說，新文化份子對於新娘自殺事件

的積極研究，正是期待社會與他們的輿論實現共謀的自覺性使然。

2、爭奪新娘：趙貞女、吳趙氏還是趙女士？

如果僅僅把趙五貞自殺的意義建構局限在新文化內部，那麼，我們無疑已經落入新文化份子

輿論宣傳的圈套之中。事實上，五四前後的中國社會一直處於新舊混雜的狀態。新娘之死不

僅對於新文化份子的啟蒙言說有正面意義，而且對於傳統保守勢力而言，也有利用價

值。1919年初，話劇《終身大事》的排演遭遇恰能反映五四前後新舊兩種婦女觀互為對峙與

衝突的特質。56

一方面新文化精英的輿論鼓吹已經在社會意識中形成婦女解放與自主婚戀的認知圖景，但另



一方面，傳統的婦女觀與婚姻觀所扎根的土壤並未見鬆動，哪怕在舞台上飾演一下「出走的

娜拉」都要頂著莫大的社會與心理壓力，更不要說在日常生活中搬演一番了。新觀念與舊傳

統，心理認知與社會現實，諸如此類的矛盾與偏差時常糾結一體，便塑造出五四一代女性掙

扎的人生。在此背景之下，趙五貞自殺的社會意義就顯得尤為錯綜複雜了。

當新文化份子落力建構新娘之死對於衝決傳統婚姻的時代意義的時候，保守勢力出於維護社

會整體秩序的考慮，也在刻意渲染貞婦節女的傳統婚姻觀。因此，長沙《大公報》收到許多

歌頌趙五貞的歌辭輓聯，「大概都不離一些『貞烈可欽』、『流芳百世』、『志行貫日

月』、『名節重山河』的話，可見舊學說舊信仰的勢力還是大得很」。57更有甚者，在趙五

貞的殮葬一節上，湖南檢察廳代表官方介入此事，先是「命吳姓領屍安埋」，繼而檢察官在

棺木上「貼一封條，上書吳趙氏」，且令葬於吳氏之公山。此舉連新娘之父趙海樓都聲稱

「未體得小女之意，深為抱恨耳」。58新文化份子尤為義憤填膺，認為官方是在有意凌辱趙

女士的屍體，「他已經死了，還要將他征服做別人的附屬品」，「女士死而有知，其必不能

瞑目矣」。59

鑒於保守勢力的說辭與官方的處理方式，有的論者提出要「替趙女士開一追悼會」，有的主

張「聯合女界全體，舉行遊街示威大會」。但有人認為這樣還不足以使人對趙五貞自殺的進

步意義「終久不忘」，故而主張「將趙女士自殺的事情，前前後後編成新劇」，通過演劇

「感化人心」。60或許乏人贊助，此事最後不了了之。現在看來，即使有人編劇，也難保不

重蹈《終身大事》的遭遇。但是，以趙五貞自殺事件為背景的一些反映女性遭遇的小說卻陸

續見諸報端，並引起廣泛反響。比如，小說《掠婚》的作者一開篇便表示對趙五貞的遭遇

「憤恨非常」，並將筆下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與其自殺一事相提並論。61這些文學形象的塑

造與新文化份子的宣傳相互配合，目的在於把保守勢力所褒揚的「趙貞女」62，以及官方所

認定的「吳趙氏」，重新塑造成具有獨立人格的女性形象「趙女士」。

五 結語：「五四」婦女史觀的製作

1928年5月4日，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周年，胡適在上海光華大學作了一場講演，歷述五四運動

的背景、發生及影響，其中提到婦女的地位在五四之後增高不少：「五四運動之後，國內論

壇，對於婦女問題，漸生興趣，各種怪論，亦漸漸發生了；習而久之，怪者不怪，婦女運

動，非獨見於報章雜誌，抑且見諸實事之上了！中國的婦女，從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條路上去

了。」63

胡適對五四運動過於推崇，致使此話大有違背史實之處，頗可商榷。首先，國內論壇對於婦

女問題的興趣，並非始於五四之後，包括胡適自己在內的新文化精英，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發

表諸多關注婦女問題的文章。其次，五四之後婦女問題也並沒有得到解決，婦女解放之路還

很漫長。真實的情況是，五四前後，社會對於婦女問題一直處於新舊混雜、極激進與極保守

並存的狀態。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胡適此話的醉翁之意了：他並不是在表述真實，而是在

建構真實。以五四為分水嶺的「壓迫─解放」這一婦女史觀正是五四新文化精英有意無意製

作和建構出來的結果。

具體到趙五貞自殺事件而言，趙五貞並非新文化傳統培養出來的新女性，而是新文化運動建

構出來的新女性。從傳統女性到新女性的形象完成過程中，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首



先，五四之後，新文化運動影響湖南，而趙五貞的自殺「成全」了本土新文化份子的輿論需

求。其次，趙五貞以新娘的身份在花轎上自殺，一方面滿足了新聞報導尋求刺激、吸引受眾

的題材需要，另一方面正如陶毅所言，「穿了新人的衣服，坐了新人的轎」來自殺，「這大

可以喚醒一般人之夢」64。從某種意義上說，趙五貞選擇了適當的時間、地點與方式，從而

贏得了新聞與輿論的注目。趙五貞之死，預設並造就了五四自主婚姻的一位女性典型。於

是，在新文化份子的積極鼓吹之下，五四婦女解放史上的一起公案就被製作出來了。

湖南本土新文化份子對於趙五貞自刎事件的輿論介入甚深。這一事件在當時乃至現在的婦女

解放與婚制改革的定位基本是由這一批新文化份子確立的。其中雖然不乏分歧、爭議與虛

構，但是作為一種集體記憶，趙五貞及其自刎事件的架構已經很難更改。

總之，在死者無知的情況下，趙五貞自殺的意義儼然被新文化力量挾持了。趙五貞的屍體在

這裏成為新文化輿論的「武器」65，展示著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等時代主題與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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