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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科学启蒙与性别政治
———以大众报刊的相关话语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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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 以民国时期的大众报刊为考察对象，聚焦于关于女性科学启蒙、性别差异的科学解释和女科学家社会

形象三类文本，分析科学话语在近代性别观念的重塑与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社会性别话语对科学力量的

借用，探讨在民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科学启蒙与性别政治之间被遮蔽的历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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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民国时期的女性科学启蒙，或者更宽泛地说，科

学话语与性别话语的交织，在民国时期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有两个直接相关的与境，一个是科学思潮的

传播与流行，另一个是女学兴起与女性社会角色的

变化。
一方面，这一时期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一些

新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更加全面地吸收和引进西

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并尝试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

社会秩序。其中，科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联得到

了充分的阐释，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入

以取代旧的文化价值，甚至被作为一种教条来接

受。［1］诚如胡适所言:“这 30 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

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

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

另一方面，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壬子癸

丑学制”，男女在初中等教育的学制上趋向一致; 五

四时期，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对女

性开放。1922 年，北洋政府制定“壬戌学制”，随后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规和共产党

领导的根据地的教育制度，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

以来的女子教育政策，女性基本获得了受教育的权

力。与此同时，女子争取参政权、职业权、破除旧的

婚姻制度、废缠足等运动亦是此起彼伏。女性的社

会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贤妻良母”的传统角

色之外，开始有了“新国民”“新女性”“革命女战

士”等新的形象出现。
正是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科学”与

“性别”之间产生了交集。前者被视为重建中国社

会新秩序的有力武器，拥有不证自明和不容置疑的

合理性; 后者在民国时期主要表现为推翻旧的社会

性别伦理规范并重建新的社会性别结构，并且女性

进一步被纳入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整体叙事之

中，构成社会巨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对

遭受旧伦理、旧道德束缚的女性进行科学启蒙，既是

实现社会性别观念变革乃至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途

径，也是将“科学”的影响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和领

域的必然趋势，更是国家追求现代化和强盛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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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二者在大众报刊上呈现的话语，也因此出现

相互渗透与借用的状况。

二 科学话语与性别话语的交织

民国时期，我国大众报刊上出现的科学话语与

性别话语的交织，在以下三类文本中最为常见: 一是

关于女性科学启蒙之必要性的论证，二是关于性别

差异的科学解释，三是女科学家的形象宣传。
( 一) 女性科学启蒙的必要性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将 20 世纪视为科学的时

代，在他们看来，科学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
然而，广大女性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训练，她们往往

迷信而保守，如此将十分不利于她们合格地承担母

亲、妻子、国民甚至革命者的义务，不能顺应时代的

潮流，不能有益于社会，亦不利于女子自身的解放。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

( 1) 为儿童教养或家庭生活科学化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久的女性畅销

刊物———《妇女杂志》———自创刊开始，便明确提出

要想办法向不懂科学的妇女进行浅显的科学常识的

普及。主编王蕴章在“通信问答”中明确表达了对

《妇女杂志》及其传播科技内容的定位:“吾国女学，

近年虽日渐发达，究尚在过渡时代。……今则亦抱

有尊示所谓科学非妇孺所能理解之觉悟，而日谋所

以改良之道。文不求其工，惟其言之是。科学不必

其甚深微精妙，惟求其适合于家庭之实用。以通俗

教育为经，以补助家政为纬，务使读者对于普通常识

不必他求而已足。”［3］由此可看出，民国之初，妇女

作为被启蒙者，被假定为对科学无知; 并且，对她们

进行科学启蒙在于家庭之实用目的。
1934 年，南京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培

养具有“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的人民。至 1937
年《妇女周报》仍刊登文章强调: “谁都知道我们中

国是科学落后的国家，因为科学落后，所以举国上下

的社会里，处处都表现着凌乱、虚浮、懒惰、奢靡的种

种病态。”那么，为什么我国的科学不发达呢? 作者

列出了三点原因，但认为最综合的原因在于“相同

的迷信过分的头脑”。继而，作者列举了女学生、摩
登女郎们的各种迷信行为，强调“以据我们日常所

见闻的许多妇女们的迷信现象，我们知道这是国家

前途的危机，也是社会内在的隐忧，愿我们全国的女

同胞们，醒一醒头脑，负起重大的担子———灌输未来

的儿童们以科学的知识，必须先把自己的头脑改变

得科学化，那么一切事物都会呈现合理化。整齐、清

洁、简朴、迅速、劳动、确实，这是新运纲要中规定的

六大项目，就是我们现中国所需要的有科学化头脑

的妇女们应负的责任”［4］。
其他报刊，对妇女进行科学启蒙与教育的必要

性论证，也延续了同样的思路: 既在于强调科学的重

要性，亦在于认为女性是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的主

导者。《三六九画报》刊文: “姑不论国防、产业，文

化与科学之关系如何，生活与科学之间，只要有着不

可分离关系的，妇女就该正确来理解科学。努力与

生活中生出科学来，这是生活上的绝对条件。这就

是所说的生活科学化，生活的科学，由妇女之努力，

方 能 实 现，必 须 切 实 做 到 对 于 科 学 的 理 解 和

实践。”［5］

《科学画报》亦撰文强调:“妇女乃一家之主也，

若妇女皆富于科学之常识，则一家之中凡饮食衣服

房室器物之调理不难悉合科学之原则，俾其经济而

清洁，舒适而卫生……一言以蔽之曰，其家庭之生

活，不出乎科学之轨道是也。……故欲使全国之家

庭悉行科学化，必自妇女受科学之训练始也。”并

且，“在家庭之中，看视儿童者既全系妇女，而幼稚

园及初级小学之教师亦大率由妇女任之。妇女皆受

科学之训练，其领导教育儿童也，必自悉依科学之原

则。……故须促进全国之儿童科学教育，亦端赖乎

妇女之受科学训练也”。［6］

可见，20 世纪上半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

会，性别观念与其他方面一样，带有新旧杂糅的特

点。一方面，经历辛亥革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洗

礼，大量知识分子积极推进妇女解放; 另一方面，传

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依然深

入人心。尤其是 30 年代，新生活运动重新将女性纳

入“贤妻良母”的家庭范畴。有所不同的是，新时代

的女性需要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促使家

庭生活科学化，实现对儿童的科学教养，进而更好地

履行“贤妻良母”的角色义务。并且，她们被假定为

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落后群体，等待被启蒙

和被科学的光明照耀。
然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和民族危亡的政治

背景，使得民国时期社会对妇女的预期不可能完全

以家庭角色为中心，她们还必须承担对国家和社会

的国民义务。在此方面，接受科学的启蒙，亦是必然

的要求之一。
( 2) 为强国保种或民主民族革命

自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在西方和日本女学新

思想的影响下，即开始改变中国女性家庭角色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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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涵。1898 年，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及

对女性的期待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7］。女性虽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但亦必

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即强国保种、兴国智民。实

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废缠足、兴女学，对女性进行身

体和精神上的解放。20 世纪初，知识分子提出“无

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欲铸造新时代国

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8］。“女国民”和“国民之

母”逐渐成为社会对女性新的角色期待。在此背景

下，女性社会地位与权利问题被关注，同时她们也被

进一步期待承担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实现这一目标

的途径在于推进女性的参政权和受教育权。至抗战

时期，女性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责任变得空前重要，

国共两党妇女工作的中心均转为动员妇女参与抗

战，科学启蒙与科学教育对于妇女承担国家和民族

重任的作用亦被反复强调。
其中，《科学画报》文章遵循维新时期的观点，

认为女性可以在儿童教育方面发挥大作用，进而帮

助实现“善种”之国家目标。所不同的是，它强调通

过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而不只是废缠足

和一般性的兴女学，去促使妇女充分发挥培育儿童

进而为“强国保种”做出贡献: “妇女受有科学之教

育，可以为强种工作之策动。盖妇女有科学知识者，

无论其属于专门或普通也，其习惯，其性情，其识见

思想，必多优良。……简言之，即其母系有科学之教

育者，其子女必将为国家之强健人民也。妇女受有

科学教育，若因择配未遂，终身未曾婚嫁，而其充家

庭或学校之教师，对于儿童之健康及营养卫生体育

等问题必知之甚悉，可以辅助儿童发展其体格者亦

甚多。”［6］105

吴藻溪亦撰文指出，“科学是社会变革的指标，

是社会进化的尺度。……战时中国的妇女，既然负

有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民权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

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争取中国自由平等的民族革

命任务，便必须根据这个指标去认识社会变革的过

程，运用这个尺度去测量社会进化的程度。”吴呼吁

妇女参与科学运动，为抗战做贡献:“一期抗战中所

正式提出的科学运动，正在作飞跃的发展了。我们

的二万万以上的妇女，为了能够迅速利用科学去完

成其所负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任务，应当不放

弃这个机会英勇地起来，参加科学运动! 做中国达

尔文夫人，做中国的爱迪生太夫人，做中国的居里夫

人吧!”［9］

有趣的是，汪伪政府发动的“新国民运动”亦在

复兴中国的与境下强调女性科学启蒙的必要性。其

中，《新女性》刊文提出:“我们知道科学是复兴中国

的唯一条件，明白怎样研究科学的道理，那么今日的

新女性，尤其在校读书的新女性，应要献出‘铢积寸

累’的精神，从事研究，以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

姐妹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请大众埋头在实验室

中，努力工作，以造成新东亚，新中国，新广东，新

妇女!”［10］

这些观点表明，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话语

与性别话语交织于特殊的社会政治之中。在救亡图

存的背景下，科学发展和女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均

非女性科学启蒙的根本目标，二者被强调的分别是

其工具价值和责任义务。不同的是，在二者之中，科

学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妇女发挥其对家庭、社
会和国家的责任义务，均依赖于它，甚至女性科学启

蒙本身就被视为是顺应时代之必然要求。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在 20 年代妇女运动迅猛发展时期，也曾

有知识分子强调，科学能为解决妇女问题或实现

“妇女主义”提供基础。
( 3) 为顺应科学潮流和妇女解放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

步深入，“科学”更加深入人心，大众报刊在妇女问

题上的言论也变得更加激进。“新女性”形象流行，

其特点是具有新的社会风貌，有思想、有追求、有可

谋生的一技之长，体现女性的自尊和自立。［11］一些

积极推进妇女运动的精英分子，看到了科学对于实

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其中，《妇女杂志》刊载译文提出:“社会缺乏科

学的态度，是使妇女沦陷于误谬的一个原因。”“科

学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都可

以看作科学上的材料，用正当方法去解决他。要使

社会公认妇女运动的重要，妇女进步是社会全体进

步的要素，也不可不靠科学的力量。……社会上、物
质上的一切进步，就在变更旧状态，使之逐渐改良，

这都不能不用科学的基础。”“我相信科学以外，还

有更贵、更美、更有意味的东西，然而如果妇女及妇

女问题，竟还不曾达到科学的水平线，这是很可悲

的。……现在的妇女必须脱离为感情支配的思想，

去受道理的支配，就是不可不用科学的态度。这正

是目前第一的急务。”［12］显然，作者视科学的态度为

妇女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是妇女实现解放

的第一急务。
1925 年，《妇女杂志》刊载周建人的文章，进一

步强调:“我们对于各种问题所需的态度，当然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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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态度，要是信仰也当用科学的信仰，不要用迷信的

态度去盲从。”［13］显然，这里的“各种问题”也包括

妇女问题。对于当时支持和推进妇女解放的精英分

子而言，妇女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依赖科学的力量，

妇女要想实现解放亦必须具备科学的态度。
30 年代，妇女运动低潮时期，以“成为女性利益

传播机和妇女界喉舌”为志向的《妇女共鸣》面对

“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回归，极力反对“妇女回家”的

论调，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努力。其刊载的一篇文章

强调应用“科学的立场讨论现代妇女问题”，认为

“现代我们女子是处在 20 世纪的时代里，是正在谋

解脱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良好机会里面，处着这样一

个科学时代的我们妇女，是应该要怎么样的明了我

们自身过去所处的地位和现在的地位，以及对于自

身人格上的认识，立场上的争执，学问上的切磋，友

爱间的保持，以及于最短期间，促成我们整个良好的

人格实现”［14］。
可见，科学在其时被广泛视为解决妇女问题的

一把钥匙。1935 年，《女子月刊》刊登了张少微的文

章，明确强调“20 世纪是科学时代，因之时代化乃等

于科学化。为此故，凡欲作时代的妇女者不可不具

有科学的精神，不然，无论在治学治事治人那一方

面，都必要失败的”。为此，“时代的妇女若拟有建

设的进步的行为，必先具科学的头脑”。作者提出，

“爱伦凯谓 19 世纪为妇女世纪，而我则谓 19 世纪是

妇女空洞自觉世纪，20 世纪却系妇女切实工作世

纪。但切实工作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与思想，而于日

常生活中做起科学的事业来。必如此，然后始可荣

当时代女儿的美名而无愧。科学不啻是一把万能之

匙，可用以开启时代的任何要求之门。……生活与

( 于) 20 世纪的妇女缺少 20 世纪的科学精神，岂非

20 世纪之罪人吗?”［15］显然，科学确已在作者心中

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妇女不顺应科学潮流，不掌

握科学知识与精神，其人生必将失败，甚至沦为新时

代的罪人。
总言之，民国时期关于女性科学启蒙之必要性

的呼吁，反映了其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一类是

为儿童和家庭服务的“贤妻良母”，一类是为国家与

社会的前途命运贡献力量的“女国民”或“女革命

者”，一类则是为更好顺应时代要求完善自身甚至

追求自身解放的独立女性。民国初期和 30 年代，为

家庭生活与儿童教育而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的呼吁

相对较多，新文化运动至整个 20 年代，在激进思潮

的推动下，为妇女自身解放和独立而对女性进行科

学启蒙的呼吁较为普遍; 抗战时期，为抗战和民族复

兴而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的呼吁相对更多。这一大

概的变化趋势反映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基

本变化，但并非绝不存在交叉的状况，不同时期的话

语是多元并存与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是从不同角

度强调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的必要性，各种报刊文

章在如下观点上却是一致的: 即妇女为了更好地发

挥这些不同的角色作用，均需要接受科学的启蒙，借

助于科学的力量。这既鲜明反映了当时社会性别观

念的多元化样貌，更反映了科学工具价值被反复强

调的一贯性。
( 二) 关于性别差异的科学解释

妇女能否实现社会对她们的上述种种角色预

期，除了必须接受科学的启蒙与教育之外，还需要寻

找更深层次的科学依据。一般而言，劳动性别分工

的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想象与公众对两性差

异的认知直接相关。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和妇

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关于两性问题的讨论空

前热烈。大众媒体刊载了大量文章，分别从文学、哲
学和历史角度讨论两性在性格、恋爱、婚姻、家庭等

方面的差异。其中，一些文章开始从科学的角度详

细比较两性之间的生理、心理差异，进而或用“科

学”来为维护旧有的劳动性别分工结构，或用“科

学”为建构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女性社会角色提供

客观依据。这从某种程度上既再次反映了科学在当

时的社会地位，也折射出不同时期性别话语对科学

权威性的借用。
1919 年，《妇女杂志》连载“自医学观之良妻贤

母主义”一文，提出“近人主张良母贤妻主义者颇

众，顾鲜有能阐明其根据者，或谓良母贤妻主义乃本

国之美风，或谓系古圣贤之遗训，或谓系宗教道德之

所命，凡若此者，要不免涉于感情，而未可谓为公平

无私也。……吾人对此问题，所当据正确之事实，由

健全之理性而加判断也”。这篇文章提出来的判断

标准则是“( 甲) 形态的人类学的特征 ( 身体之构

造) 、( 乙) 疾病及类似之状态、( 丙) 生理学的及心理

学的特征”［16］，在比较男女上述三个方面的诸多差

异之后，文章指出，尽管不能因各种生物学和医学上

的差异而定“男女之优劣”，但却说明他们应各司其

职而不是去追求“极端的男女同权”。在作者看来，

“极端的男女同权说”是“一种思想游戏”，是“蔑视

男女间根本的差异之空论”，“其结果足以来社会之

不幸，招国家之衰亡”［17］。显然，作者运用医学和生

物学知识与话语来界定和塑造女性的身体、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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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并以男女的生物学差异来阐发传统劳动性别

分工的合理性，为“贤母良妻主义”提供科学解释。
20 年代，仍有文章介绍国外心理学、生理学和

人类学的研究，认为“两性间根本上是不同的，男子

的才能稍优于女子”，但尽管如此，却也提出“近年

来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女子参政问题，轰动全国。
究竟是否能平等，是否能参政，我们不能不细心研

究。两性间根本不同。固然，然而在教育却不能不

平等。”至于职业平等、女子参政问题，作者也认为

女性通过努力可以在此方面取得成功，希望“世之

女子奋力前进，和一切男子赛跑，渐渐使一切的地

位，可以平等”［18］。30 年代，职业领域亦有人公开

讨论两性是否能实现绝对平等的问题，文章在详细

列举男女间的生理差异后得出结论认为: “男女生

理上的差异，有如上述，这都是不可掩的事实，所以

男女间 要 平 等，是 不 可 能，要 绝 对 平 等 更 是 不 可

能。”同时却又说: “男女地位应一律平等，在原则

上，已 经 一 般 学 者 和 立 法 者 公 认 是 毋 庸 赘 述 的

了。”［19］1940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公报》亦强

调男女在生理、心理以至人格上差异巨大，但即便如

此，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女性从事社会职业的能

力和必要性，而是奉劝即将从事教育的人士要让两

性充分发挥各个的人格。［20］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

文章在科学依据与社会主张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逻

辑关联，隐晦地表达了社会对男女平等就业、参政等

问题相对保守的复杂心态，同时也说明民国女子在

受教育和职业权等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大众报刊

已不再可能发出公然反对的声音。
与此同时，从科学角度批判两性在智力、能力上

的差异观点，进而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立场亦十

分常见。1921 年，《妇女杂志》刊载的一篇译文提

出:“今日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在生物学上及其他科

学上，绝没有可以正当证明的基础。”［12］11 随后再次

刊登译文提出“两性智能的不同，近年来竟成了心

理问题中的集中点，讨论的人也不知许多了”。而

该文“纯粹根据于科学事实”，并出具了丰富的实验

数据，结果表明“两性的智能上的不同，是纯由境遇

和习惯的不同造成的，决没有本能上的异点。这种

的男女分界线，纯是由古时传下来，或是出于纯粹意

想的”［21］。周建人更是亲自撰文论述“妇女主义”
的科学基础，明确强调:“经近代许多人从各方面研

究所得，妇女天才者所以不多，并非根本上没有发展

天才的能力，实在因为负担生育，身体不健全及环境

束缚的缘故。”“因此，我们如用科学的见地说起来，

不能因妇女的高才者不及男子的多，而卑视她们，因

为她们所尽力的事业，未尝不是很重要的; 但要收获

好的结果，却不能不使她们有良好知识和对于任务

的兴趣。”［22］

1935 年，医师牟鸿彝在《青年界》上刊登的译

文，详细比较了两性在性理、体格、脑髓、生理机能、
官能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并特别提出“两性的脑髓

没有差异，不能因为脑部的重量小于男性( 平均相

差 130 克) ，不能因此差异而断定女性劣于男性。
……不但如此，如果计算全身重量与大脑重量的比

例，则女性的脑之比例还要大于男子，所以女子们更

可安心了”［23］。1943 年，马句在文章中亦详细比较

了两性在身体、感觉、机械与动作能力、心理情感等

方面的差异，并得出结论认为: “依据以上的研究，

我们知道: 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偏见，是没有科学的根

据。女子因负种族延续的任务而生的劣势，社会应

对其尊重，并予以合理的平等地位。但真正的男女

平等，应是立足点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发

挥个别的特长，我们不漠视通性、个性，也不抹杀两

性间的差异。”［24］1946 年，艾国英也撰文介绍了科

学界关于两性在婴幼儿和成年时期在脑容量、智商

方面的研究及具体数据，进而指出“男女两性在智

慧上的差异不及同性间的差异大，我们不必囿于成

见，以为两性在天赋上是不相近而对女性的能力加

以轻蔑，那是极端的错误”［25］。
显然，民国时期对两性差异的科学解释存在两

种不同的基本主张。尽管一些文章认为两性在能力

上有差异，女性更擅长于家庭角色，但却也不敢为此

而公然将女性囿于家庭之内。另一较为普遍的报刊

观点，则认为两性在生理、心理、性格、情感等方面存

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智力或能力上并无先天的差

异。其中，有众多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被作为重

要的科学依据而广为引用。今天看来，后一种观点

似乎是一个较为聪明而自然的策略，它绕开了生物

决定论的陷阱，而将男女职业及劳动分工上的差别

归咎于后天环境和社会因素，这既为推动妇女对国

家和社会履行国民义务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

妇女运动者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去实现女性解放提供

了可能性。
( 三) 女科学家的社会形象

民国时期大众报刊上与科学和性别同时相关的

第三类话语是对女科学家的宣传报道。整体而言，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介绍女科学家的文章数量很

少，报刊所见的女科学家基本都是居里夫人;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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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其他女科学家渐被提及，但居里夫人依然是

被讨论最多的人; 30 年代末，关于苏联女科学家的

介绍开始增多，亦有个别文章介绍了中国女科学家

的事迹。透过这些文本，可以分析当时社会对女科

学家这一职业角色的看法，以及相关话语对女性社

会身份与作用的建构。
1912 年，《东方杂志》报道了居里夫人发现镭的

消息，介绍了居里夫人的生平与艰苦科研的情形，但

并未就 此 对 女 性 的 职 业 或 社 会 角 色 问 题 加 以 讨

论［26］。1914 年，《妇女时报》报道了居里夫人的科

研工作与成就，但却有如下评论: “‘凡为人妻者，当

善慰其夫，使无内顾之忧，俾得专心于外事。’此非

历来所定为良妻之资格乎? 世之为妻者，诚能如是，

果可谓良妻，然此尤为旧社会之良妻。自此更进一

步，则所谓良妻之资格，必须能帮助其夫从事于学问

或事业，俾其夫易于成就，而在此 20 世纪之竞争世

界，足当社会上理想之良妻者，尤须智德兼备之女

子，不独为良人之臂助，且与其良人共牺牲其光阴精

力于于世有益之事业。”［27］显然，这一评论鲜明反映

了民初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和所赋

予的新内涵。即使介绍对象是一位伟大的女科学

家，强调和宣扬的却是她作为“贤妻”的角色示范

作用。
20 年代初，随着妇女解放思想进入高潮期，《妇

女杂志》介绍居里夫人时，标题已是“科学界的伟人

居里夫人”，文章也多突出居里夫人的科研工作［28］。
随后，该杂志再次刊登文章报道居里夫人在科学界

的影响，并在文末指出:“还有一个人，称颂夫人道:

‘夫人的功绩，在科学界上，固然是光焰万丈，永久

不磨，我们都应当赞颂的。但同时她提高和增进了

我们女子的地位不少，这更是我们应当感激和仿效

的。总而言之，像夫人这样的人格和学识，实在可以

做我们的师表!’”［29］显然，此时居里夫人的身份不

再界定为“贤妻”而是“科学界的伟人”，并且开始强

调她的功绩更在于提高女子的地位，是值得女性学

习的榜样。1934 年居里夫人逝世之后，多家报刊发

文纪念她，均强调她在科研上刻苦坚毅的精神和她

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吴藻溪在

“妇女和科学的故事”一文中，再次利用西方女性的

故事来呼吁中国妇女参与科学大众化运动。文章特

别指出居里夫人是近代自然科学界公认的女科学

家，为此“一个妇女要想成为优秀的科学者，是必须

从居里 夫 人 的 全 生 涯 中，学 习 许 多 宝 贵 的 教 训

的”［30］。至 40 年代，《青年知识( 重庆) 》刊登“向居

里夫人学习”、《人物杂志》刊载“居里夫人的人格”
等文章，依然反复强调居里夫人刻苦钻研的科研精

神和爱国奉献的伟大人格。
与此同时，30 年代以后关于其他女科学家的报

道开始增多。例如，《东方杂志》1932 年第 7 期的

“英国的妇人科学家”、1934 年第 9 期的“历史上著

名的妇人科学家”; 《妇女生活( 上海) 》1936 年第 3
期的“科学技术事业中的妇女”、《妇女文献》1939
年第 2 期的“苏联女科学家活跃”、《家庭与妇女》
1940 年第 4 期的“美国的女科学家”、《青年与科

学》1944 年第 4 期的“美国的女科学家有多少位”、
《新妇女》1948 年多期连载的译文“科学界之妇女”
等。此外，《科学知识( 桂林) 》1942 年第 2 期的“记

女科学家———沈骊英 小 传”、《科 学 月 刊 ( 成 都) 》
1947 年第 5 期登载的“我国女科学家发现铀原子之

新分裂”、《人物杂志》1947 年第 8 期的“中国的居

里夫人: 沈骊英女士”等，介绍了沈骊英、何泽慧等

中国女科学家的科学成就。
总体而言，这些报道基本都将女科学家描述为

刻苦、勤奋、有志向、有能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正

面肯定了女性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其中，吴

琦初的译文表明，妇女在许多科学领域已有卓越的

贡献，社会应该承认、重视她们的能力。她甚至以译

者身份特别提到: “下面的一篇东西是外国科学界

妇女的一般写照，虽然不算是顶成功，但是她们研究

的毅力和精神很可作我们示范，而且我们亦应该急

起直追，赶上时代，使充实我们自己，别老是像三八

节呼喊一阵妇女解放便完了。”［31］另一篇文章则以

苏联女科学家的例子为依据，提出“在资本主义国

家里，总有一种偏见，一位女人只可供作男子的玩

物，不配研究什么高深学问，更不配做什么专门人

才。这种偏见，现在已被一个新国度的事实所粉碎

了”［32］。而关于沈骊英的文章，甚至对沈骊英本人

所具有的“浓厚的贤妻良母主义倾向”表示“深深地

惋惜”，认为“如果她能摆脱这个社会留给女性的不

必要的拘束而‘以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一’，是不是

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宝贵的收获呢”［33］。
除此之外，还时有报刊明确提出社会应向女性

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让她们能够从事专门的科

学研究。例如，《田家半月报》曾刊文指出:“一个有

计划的生产社会，女子的参加工作，并不是可怕的现

象，更不是要与男子为敌，为了共同促进人类的生活

水准，为了保障自己的工作机会，妇女有权利要求获

得科学的常识，国家也有义务给予大多数的劳动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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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以科学的训练。……我们既看清科学怎样协助妇

女争取经济独立的机会，我们便应该提高科学的研

究兴趣，自身的苦痛也只有自己去求取解脱是最可

靠的，就根据这一点，我们不仅珍贵从事科学研究的

妇女，同时更鼓励妇女做专门的科学研究，协助国家

去减轻妇女的负累。”［34］

依据这些报刊文本可见，民国社会对“女科学

家”这一职业角色给予的基本是正面评价，虽然大

多数文章没有明确由此鼓励中国女性努力成为科学

家，但却都肯定了女性可以在科学领域有所作为，居

里夫人等女科学家被视为中国女性学习的榜样。这

意味着，这一时期“贤妻良母”的传统观念虽在，但

社会风气已开，不再可能退回到清末民初时的状态，

科学家作为社会职业角色之一，可以成为中国女性

努力的目标。

三 结语

据上文可知，在民国时代背景下，科学启蒙始终

与性别政治紧密互动，二者互为支撑。无论是曾致

力于推进妇女运动和唤醒女性自主意识的《妇女杂

志》《女子月刊》《妇女共鸣》，进步性报刊《青年界》
《田家半月报》，具有科普性质的《科学画报》《青年

与科学》，乃至日伪时期的女性刊物《新女性》和娱

乐通俗小报《三六九画报》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

对科学与性别话语的建构之中。这些交织的话语至

少表明:

其一，科学在近代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科学的传播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它是新文化、新
秩序和新价值的基础与代名词，对女性的科学启蒙

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是唯科学主义思潮扩展至社会

边缘群体与深入家庭日常生活的表现。大量的报刊

呼吁家庭科学化、生活科学化，倡导科学救国，主张

科学是推行“妇女主义”的基础等等，甚至认为科学

是一把万能钥匙。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知识和

科学的方法、态度、精神固然对社会改革、进步、妇女

解放十分重要，它亦在很大程度被视为某种工具，人

们并非为科学而宣传科学。正如郭颖颐所言，“中

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

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

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

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

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

一种倾向。”［1］5 － 9

其二，民国时期的性别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依附

于科学话语、国家话语和民族话语，但却也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对后三者的借用。一方面，女性为强国

保种、科学救国、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甚至顺应科学

潮流，而必须接受科学启蒙与教育，这表明科学话语

与国家话语在性别话语面前具有明显的强势性; 另

一方面，各种大众报刊亦试图通过关于性别差异的

科学分析、女科学家的形象报道等，改变社会对女性

智力、能力和社会角色的固有偏见，甚至尝试通过科

学让女性得到解放，并促使“科学家”成为女性可追

求的职业。这实际上又体现出性别话语对于国家话

语和科学话语的某种借势与利用。
最后，科学启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与科学

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透过大众报刊，分析科学知识与文化进入女性生活

的状况，探讨科学启蒙与精英政治之外的社会大众

生活实践的互动，有助于丰富对中国近代科技社会

史与科学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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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and Gender Politics
———On the Mass Media Discourse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ZHANG Mei － fa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gender discourse widely emerged in mass
media and they often penetrated to each other． By analyzing the related narratives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rom 1912 to 1949，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ree types of texts concerning“the necessity of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to women”，“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and“contribu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this paper
aims to disclose the role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play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dentity，women’s social role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 aims to show how some activists advocated
women’s liberation relying on the power of science，and to discover the neglected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tific en-
lightenment and gender politics．
Key words: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gender politics; mass media;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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