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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初婦女參政的論戰一、民初婦女參政的論戰



反對女子參政的理由反對女子參政的理由

婦女無參政之能力婦女無參政之能力

婦女本性不適於參政婦女本性不適於參政

婦女參政破壞社會秩序及家庭生活婦女參政破壞社會秩序及家庭生活

婦女參政有礙於平等自由。理論為：「男婦女參政有礙於平等自由。理論為：「男
子有男子的天職，女子有女子的天職，各子有男子的天職，女子有女子的天職，各
職其職，各天其天，不相違反，是曰自由職其職，各天其天，不相違反，是曰自由
平等，反是互相紛擾，互相爭逐，內外騷平等，反是互相紛擾，互相爭逐，內外騷
然，是曰小不平等。」（見然，是曰小不平等。」（見《《民立報民立報》》
19121912年年33月月99日）日）



「也許作為一個女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也許作為一個女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
 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

 始終存在於她（江青）的血液中。」始終存在於她（江青）的血液中。」

這是名作家郁風對江青的論評，這是名作家郁風對江青的論評，

並參丁望著：並參丁望著：《《江青簡傳江青簡傳》》

（香港：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當代中國研究所，19671967年）年）



婦女為何參政婦女為何參政

以「天賦人權學說為基論，認為參政是以「天賦人權學說為基論，認為參政是““天賦之權天賦之權
利利＂＂。男女同受天職，為何對婦女限制參政權利。」。男女同受天職，為何對婦女限制參政權利。」

民國的建立，並非男子一方面的功勞，民國的建立，並非男子一方面的功勞，““女同胞協助女同胞協助
力並非小力並非小＂＂。在革命過程中，女子以各種形式參加了。在革命過程中，女子以各種形式參加了
革命，創立報章，鼓吹民氣，宣傳捐募，掩護聯絡，革命，創立報章，鼓吹民氣，宣傳捐募，掩護聯絡，
起義運輸，暗殺偵探，無不英勇奮戰，視死如歸，和起義運輸，暗殺偵探，無不英勇奮戰，視死如歸，和
男子一樣發揮了極大的作用，盡到了一個國民的天職男子一樣發揮了極大的作用，盡到了一個國民的天職
義務。盡到義務，就要分享權利。義務。盡到義務，就要分享權利。

當時的婦女認為：封建專制推翻，共和告成，既然是當時的婦女認為：封建專制推翻，共和告成，既然是
共和國，女子也應該「共和」。女子受壓迫的狀況應共和國，女子也應該「共和」。女子受壓迫的狀況應
當迅速改變，應當同男子一樣享有平等的權利，應當當迅速改變，應當同男子一樣享有平等的權利，應當
有參政權。有參政權。



婦女為何參政婦女為何參政

以「天賦人權學說為基論，認為參政是以「天賦人權學說為基論，認為參政是““天賦之權天賦之權
利利＂＂。男女同受天職，為何對婦女限制參政權利。」。男女同受天職，為何對婦女限制參政權利。」

民國的建立，並非男子一方面的功勞，民國的建立，並非男子一方面的功勞，““女同胞協助女同胞協助
力並非小力並非小＂＂。在革命過程中，女子以各種形式參加了。在革命過程中，女子以各種形式參加了
革命，創立報章，鼓吹民氣，宣傳捐募，掩護聯絡，革命，創立報章，鼓吹民氣，宣傳捐募，掩護聯絡，
起義運輸，暗殺偵探，無不英勇奮戰，視死如歸，和起義運輸，暗殺偵探，無不英勇奮戰，視死如歸，和
男子一樣發揮了極大的作用，盡到了一個國民的天職男子一樣發揮了極大的作用，盡到了一個國民的天職
義務。盡到義務，就要分享權利。義務。盡到義務，就要分享權利。

當時的婦女認為：封建專制推翻，共和告成，既然是當時的婦女認為：封建專制推翻，共和告成，既然是
共和國，女子也應該「共和」。女子受壓迫的狀況應共和國，女子也應該「共和」。女子受壓迫的狀況應
當迅速改變，應當同男子一樣享有平等的權利，應當當迅速改變，應當同男子一樣享有平等的權利，應當
有參政權。有參政權。



二、女子參政與女權運動二、女子參政與女權運動



民初女權運動，主要包括：民初女權運動，主要包括：

辦女報，鼓吹「不纏足」「興女學」辦女報，鼓吹「不纏足」「興女學」

要求女子參政要求女子參政

興辦女子實業興辦女子實業

如：如：19121912年年 上海「女子興業公司」上海「女子興業公司」

19131913年年 女子振興國貿公司女子振興國貿公司

爭取女子自身的社會權利，如職業機會，爭取女子自身的社會權利，如職業機會，
婚姻自由婚姻自由

爭取自身形像的獨立爭取自身形像的獨立



實踐方面實踐方面

（一）女子參政的理據（一）女子參政的理據

19121912年年11月月11日南京中華民國臨時政府建日南京中華民國臨時政府建
 立後，參議院與國會擬訂「臨時約法」。立後，參議院與國會擬訂「臨時約法」。
 當時婦女界要求：當時婦女界要求：

女子參政權女子參政權

參予國家政治民生的決定參予國家政治民生的決定

參予國家大事的權利參予國家大事的權利

擔任國會議員擔任國會議員

擔任政府各機構的行政工作擔任政府各機構的行政工作



當時婦女界認為，鼓吹女子參政，可以體當時婦女界認為，鼓吹女子參政，可以體
 現以下情況（女子參政的理據）：現以下情況（女子參政的理據）：

女子得選舉權後，注意政治問題，眼界擴女子得選舉權後，注意政治問題，眼界擴
大，知識增加，判斷人較前敏捷。大，知識增加，判斷人較前敏捷。

女子如不以政客自任，則執行選舉權不會妨女子如不以政客自任，則執行選舉權不會妨
礙家務。有懷疑夫妻如政見衝突，易生離礙家務。有懷疑夫妻如政見衝突，易生離
異，但男女若都有政治思想，結婚時彼此思異，但男女若都有政治思想，結婚時彼此思
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婦關係可隨之鞏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婦關係可隨之鞏
固。固。

女子職業範圍擴大，求生較易，有選舉權女子職業範圍擴大，求生較易，有選舉權
後，「同工同酬」的原則也可實現。後，「同工同酬」的原則也可實現。



女子參政後，可使結婚的女子財產權與男子平女子參政後，可使結婚的女子財產權與男子平
等。女子亦可得父母的支持受教育。等。女子亦可得父母的支持受教育。

女子參政可解決兒童等社會問題，因女子的性女子參政可解決兒童等社會問題，因女子的性
情（母愛）能力最能幫助解決這類問題。情（母愛）能力最能幫助解決這類問題。

女子參政可糾正男子惡德，推動禁妓禁酒，禁女子參政可糾正男子惡德，推動禁妓禁酒，禁
賭，禁煙等等。賭，禁煙等等。

倘令女子加入政治，可增進一般人的政治道倘令女子加入政治，可增進一般人的政治道
德。德。

女子愛和平，遠勝男子，或可消減人類戰爭。女子愛和平，遠勝男子，或可消減人類戰爭。

（參見王世杰（參見王世杰〈〈女子參政之研究女子參政之研究〉〉一文，轉載一文，轉載
 陳東原陳東原《《中國婦女生活史中國婦女生活史》》））



（二）各種婦女團體的組織（二）各種婦女團體的組織

女子參政同志會女子參政同志會

19111911年年1111月上海發起成立，由教育家林月上海發起成立，由教育家林
宗素領導，結社宗旨：宗素領導，結社宗旨：

普及女子之政治學識，養成女子之政普及女子之政治學識，養成女子之政
治能力，期得國民完全參予政權治能力，期得國民完全參予政權

追求歐美之人權，男女平等追求歐美之人權，男女平等



方法：方法：

改良女子教育方法改良女子教育方法

設立參政研究所設立參政研究所

聘請講師補習政法聘請講師補習政法

加入各種政治集會結社加入各種政治集會結社

呈請臨時政府要求參政權呈請臨時政府要求參政權

要求臨時政府設立「婦女委員會」要求臨時政府設立「婦女委員會」

聯絡各國女同志聲援聯絡各國女同志聲援



女子參政同盟會女子參政同盟會

19121912年年44月南京發起成立月南京發起成立

宗旨與目的宗旨與目的

爭取婦女政治權利為鬥爭目的爭取婦女政治權利為鬥爭目的

鼓吹男女平等鼓吹男女平等



神州女界共和協濟社神州女界共和協濟社

負責人為女報主筆張昭漢負責人為女報主筆張昭漢

19121912年北京成立年北京成立

宗旨：宗旨：

鼓吹較溫和的爭取手段鼓吹較溫和的爭取手段

不應抱浮躁宗旨，而應以鄭重之動作行事不應抱浮躁宗旨，而應以鄭重之動作行事

目標：目標：

漸進爭取男女之平權和參政漸進爭取男女之平權和參政

創辦女子法政學校創辦女子法政學校

發刊女報，加強宣傳發刊女報，加強宣傳

協助進行，改良女子教育，勉為將來參政之預備協助進行，改良女子教育，勉為將來參政之預備



女子共和協進會女子共和協進會

於於19121912年南京發起成立年南京發起成立

宗旨目標宗旨目標

大致與神州女界共和協濟社一致，強調大致與神州女界共和協濟社一致，強調

11、用較溫和之手段行事、用較溫和之手段行事

22、開設女子法政學校、開設女子法政學校

33、出版、出版《《女子共和日報女子共和日報》》



女子後援會女子後援會
由民初著名女權運動家唐群英於由民初著名女權運動家唐群英於19121912年領導。年領導。
要求女子：要求女子：

積極參加政治活動積極參加政治活動
要求修改中華民國臨時約法要求修改中華民國臨時約法
鼓吹男女平等鼓吹男女平等
鼓吹女子教育改革鼓吹女子教育改革

吳木蘭領導的「女子同盟會」，沈佩貞的吳木蘭領導的「女子同盟會」，沈佩貞的
 「女子尚武會」等婦女團體組織，均強烈要求女「女子尚武會」等婦女團體組織，均強烈要求女

 子參政和女子教育的改革。子參政和女子教育的改革。



女子參政協進會女子參政協進會

19221922年，北京國民大學生萬璞及法政專門學校女年，北京國民大學生萬璞及法政專門學校女
生周桓、石淑卿等，聯絡女子高等師範學生一同生周桓、石淑卿等，聯絡女子高等師範學生一同
發起參政運動，分別組成兩個團體發起參政運動，分別組成兩個團體

女子參政協進會女子參政協進會

上海成立，成員有沈儀彬，林蕙員，王立上海成立，成員有沈儀彬，林蕙員，王立
明，王瑞竹，鄭慧琛等明，王瑞竹，鄭慧琛等

女權運動同盟會女權運動同盟會

宣言：宣言：

11、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的憲法，以求女權的保障、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的憲法，以求女權的保障

22、打破專以男嗣為限的壟產權，以求經濟獨立、打破專以男嗣為限的壟產權，以求經濟獨立

33、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度，以求知識的平等、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度，以求知識的平等



女權運動同盟會女權運動同盟會

宣言：六條綱領（宣言：六條綱領（19221922年）年）

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為婦女開放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為婦女開放

女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人民應享的女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人民應享的
權利權利

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承繼權，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承繼權，
財產權等，一依男女平等的原則修正財產權等，一依男女平等的原則修正

制定男女平等的婚姻法制定男女平等的婚姻法

刑法上加入「同意年齡」及「納妾者以重刑法上加入「同意年齡」及「納妾者以重
婚罪論」的規定婚罪論」的規定

禁止公娼，禁止買賣婢女，禁止婦女纏足禁止公娼，禁止買賣婢女，禁止婦女纏足



19191919年五四時期，著名的婦女參政團體，有年五四時期，著名的婦女參政團體，有

北京女界聯合會北京女界聯合會

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

上海女界聯合會上海女界聯合會

湖南女子留法勤工儉學會湖南女子留法勤工儉學會

廣東婦女解放協會廣東婦女解放協會

參見參見《《中國婦女知識全書中國婦女知識全書》》（北京：中國（北京：中國
 婦女出版社，婦女出版社，19951995年）年）



三、新女性教育的發展和實踐三、新女性教育的發展和實踐



清末民初，文化改革有三個要旨：清末民初，文化改革有三個要旨：
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與迷信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與迷信
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道德和封建禮教，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道德和封建禮教，
同時在反舊禮教之中，極力提倡男女平等，同時在反舊禮教之中，極力提倡男女平等，
尤其是男女有均等的教育機會尤其是男女有均等的教育機會
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和八股文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和八股文

進一步，是國家反思和人權反思的問題的進一步，是國家反思和人權反思的問題的
 提出，尋求和覺醒，其中最重要的，是知識分提出，尋求和覺醒，其中最重要的，是知識分
 子認定婦女是社會的個體，應該給予她們教育子認定婦女是社會的個體，應該給予她們教育
 上的平等。在此情況下，「五四」使女子教育上的平等。在此情況下，「五四」使女子教育
 得以出現突破性的發展。得以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一）發展背景（一）發展背景



五四時期，教育改革者均一致提出男女五四時期，教育改革者均一致提出男女
 教育之平等，必須先行同科共讀，即學科上教育之平等，必須先行同科共讀，即學科上
 由「雙軌制」變為「單軌制」由「雙軌制」變為「單軌制」

例如五四以前：例如五四以前：

女子學校：國文、算術、縫紉、刺繡、女子學校：國文、算術、縫紉、刺繡、

烹飪、歌舞烹飪、歌舞

男子學校則著重：讀經、國文、歷史、男子學校則著重：讀經、國文、歷史、

地理、數學、物理、化學、地理、數學、物理、化學、

博物（動物植物實驗）等科目博物（動物植物實驗）等科目



這種婦學的觀念，仍是以培養「賢妻良這種婦學的觀念，仍是以培養「賢妻良
 母」為目的，職業方面則除訓練家務外，僅能母」為目的，職業方面則除訓練家務外，僅能

 使其有勝任小學教師的能力。使其有勝任小學教師的能力。

五四以後，即有突破。五四以後，即有突破。

19191919年年55月月2222日，教育部命令各省按地方日，教育部命令各省按地方
 開放職業科，案開放職業科，案19191919年年《《教育雜誌教育雜誌》》的的〈〈第五第五
 屆全國教育會聯合會議屆全國教育會聯合會議〉〉頒佈，女子中學開設頒佈，女子中學開設
 1313個課程，包括：個課程，包括：

修身、國文、外語、歷史、地理、數學、修身、國文、外語、歷史、地理、數學、
 物理、化學、圖書、手工、家事、縫紉等。物理、化學、圖書、手工、家事、縫紉等。



職業（女子）學校，亦加設醫學、農業、職業（女子）學校，亦加設醫學、農業、
 工業、商業科。可以說，女子教育方面，除了工業、商業科。可以說，女子教育方面，除了

 加修縫紉、家事外，其他科目大體已和男子一加修縫紉、家事外，其他科目大體已和男子一
 致。致。

19201920年北京大學成功先後招收了九名女學年北京大學成功先後招收了九名女學
 生，選修學科可與男大學生相同。生，選修學科可與男大學生相同。

整體而言，民國成立以來，各女子中、小整體而言，民國成立以來，各女子中、小
 學課程陸續相繼改革，學科制由男女分科的學課程陸續相繼改革，學科制由男女分科的

 「雙軌制」，轉變為男女同科的「單軌制」，「雙軌制」，轉變為男女同科的「單軌制」，
 從此女子也以學習中英語文、算術、歷史為主從此女子也以學習中英語文、算術、歷史為主
 科，開啟了新時代的新女性教育。科，開啟了新時代的新女性教育。



（二）新女性教育的實踐（二）新女性教育的實踐

實踐男女同校實踐男女同校

五四期間知識分子強烈提出男女共校的建議。胡五四期間知識分子強烈提出男女共校的建議。胡
 適主張大學開女禁，並鼓吹女子自強自立，做好適主張大學開女禁，並鼓吹女子自強自立，做好
 入大學的資格，那麼大學便不會不採納女子入大入大學的資格，那麼大學便不會不採納女子入大
 學。蔡元培亦十分不滿男女分校，為了實行男女學。蔡元培亦十分不滿男女分校，為了實行男女
 同校，於同校，於19121912年他任中華民國南京臨時政府教育年他任中華民國南京臨時政府教育
 總長期間，進行了教育的改革，實行小學男女同總長期間，進行了教育的改革，實行小學男女同
 校，達到了初步的男女同校的宗旨。而在五四時校，達到了初步的男女同校的宗旨。而在五四時
 期，更積極提倡大學開女禁，鼓吹男女共同學期，更積極提倡大學開女禁，鼓吹男女共同學

 習，使男女教育得到真正的平等。習，使男女教育得到真正的平等。



要求同科共讀要求同科共讀

男女教育之平等，首賴學科上應實施「單軌制」男女教育之平等，首賴學科上應實施「單軌制」
 （詳見上節），男女共同修讀同一的學科。（詳見上節），男女共同修讀同一的學科。

組織平民女校組織平民女校

五四時期的「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創立於五四時期的「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創立於
 19191919年年55月月2525日，提出並實行組織平民女校，給予日，提出並實行組織平民女校，給予

 婦女灌輸普及知識，很多家庭婦女也到來學習，婦女灌輸普及知識，很多家庭婦女也到來學習，
 教她們學習詞語和注音字母，提高她們的生活技教她們學習詞語和注音字母，提高她們的生活技
 能。每個課程為期兩個月，不收學費，更由學校能。每個課程為期兩個月，不收學費，更由學校
 供應書、紙、筆、墨等文具。其後，上海女愛供應書、紙、筆、墨等文具。其後，上海女愛

 會、湖南女愛會等也相繼實行。會、湖南女愛會等也相繼實行。



創辦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補習學校創辦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補習學校

一些以半工半讀的婦女，更組織婦女團一些以半工半讀的婦女，更組織婦女團
 體，進一步成立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補體，進一步成立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補

 習學校，使職業婦女在工作之餘，通過互習學校，使職業婦女在工作之餘，通過互
 相學習和勉勵，增加自身的知識水平。五相學習和勉勵，增加自身的知識水平。五
 四時期，女子工讀互助團紛紛成立。北四時期，女子工讀互助團紛紛成立。北

 京、上海、天津、廣東於京、上海、天津、廣東於19191919年已先後相年已先後相
 繼有此組織。北京女子工讀互助團組織最繼有此組織。北京女子工讀互助團組織最
 完善，經費由女子高等師範學校同學籌完善，經費由女子高等師範學校同學籌

 助。助。



這一個改變，我要強調的，是「五四」以這一個改變，我要強調的，是「五四」以
 前，婦女教育大概仍是囿限於中上層婦女。前，婦女教育大概仍是囿限於中上層婦女。
 「五四」以後，真正可以做到婦女教育，達到「五四」以後，真正可以做到婦女教育，達到

 有教無類的境界。實際成效方面，有教無類的境界。實際成效方面，19191919年年55月月2525 
日，「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組織的平民女校日，「天津女界愛國同志會」組織的平民女校

 成立。每個課程為期兩個月，不收學費，更由成立。每個課程為期兩個月，不收學費，更由
 學校供應書、紙、筆、墨等文具。其後，上海學校供應書、紙、筆、墨等文具。其後，上海
 女愛會，湖南女愛會等也相繼實行。女愛會，湖南女愛會等也相繼實行。

19221922年年22月月1010日，中華婦女聯合會在上海正式日，中華婦女聯合會在上海正式
 開辦「平民女校」，課程設有國文、英文、數開辦「平民女校」，課程設有國文、英文、數

 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學生除學習外，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學生除學習外，
 還從事製衣生產，以補貼學校之伙食費用。還從事製衣生產，以補貼學校之伙食費用。



同時（指五四時期），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同時（指五四時期），女子工讀互助團及婦女
 補習學校亦相繼於北京、上海、天津、廣東等各補習學校亦相繼於北京、上海、天津、廣東等各
 大城市成立。舉一個例具體講講，例如北京女子大城市成立。舉一個例具體講講，例如北京女子
 工讀互助團。工讀互助團。

宗旨：以互助之精神實行半工半讀宗旨：以互助之精神實行半工半讀

經費：由北京女高師同學籌助，經費：由北京女高師同學籌助，19201920年成立年成立

實行方式：團員每日工作實行方式：團員每日工作44小時，主要從事製小時，主要從事製
 衣，縫紉刺繡，另讀書衣，縫紉刺繡，另讀書44小時除自讀外，又到女高小時除自讀外，又到女高

 師旁聽，或由女高師學生親臨教授。可以說，師旁聽，或由女高師學生親臨教授。可以說，
 「五四」時期女子以互助的精神，發揮自身努「五四」時期女子以互助的精神，發揮自身努
 力，追求自我質素的提高，打破因貧困而未能入力，追求自我質素的提高，打破因貧困而未能入

 學的障礙。學的障礙。



提倡職業專科教育提倡職業專科教育

職業專科教育在五四運動大力提倡，以造職業專科教育在五四運動大力提倡，以造
 就專科職員，如教員、技工、醫生、護士就專科職員，如教員、技工、醫生、護士
 等等。隨著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職業教育等等。隨著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職業教育
 愈趨重要。愈趨重要。19171917年「中華職業教育社」即年「中華職業教育社」即
 強調發展實業及專科教育，當為救國之急強調發展實業及專科教育，當為救國之急
 務。至務。至19221922年頒布的全國新學制中，職業年頒布的全國新學制中，職業
 專科教育已佔著重要的地位。專科教育已佔著重要的地位。

「勤工儉學會」的組織，鼓吹女子到海外「勤工儉學會」的組織，鼓吹女子到海外
留學（美國、法國、歐洲、日本等地）留學（美國、法國、歐洲、日本等地）



總括而言，清末民初發展新女性教育的最大成總括而言，清末民初發展新女性教育的最大成
 就，是將全國女子的知識質素提高。而此知識就，是將全國女子的知識質素提高。而此知識
 質素的提高，主要是來自五四婦女教育的兩項質素的提高，主要是來自五四婦女教育的兩項
 重要改革。其一，是平民女子教育，可以通過重要改革。其一，是平民女子教育，可以通過
 組織平民女子學校和組織女子工讀互助團而大組織平民女子學校和組織女子工讀互助團而大
 大有所提倡，使文盲的家庭主婦和因貧苦而沒大有所提倡，使文盲的家庭主婦和因貧苦而沒
 有能力入學的女子也能排除阻礙而入學。其次有能力入學的女子也能排除阻礙而入學。其次
 是女子職業教育，使女子爭脫一向對家庭的倚是女子職業教育，使女子爭脫一向對家庭的倚
 賴而灌輸其學以致用的知識並加強其自立謀生賴而灌輸其學以致用的知識並加強其自立謀生
 的能力，進而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能力，進而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

（三）新女性教育的成就（三）新女性教育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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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出版社，平出版社，19951995年）。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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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  論
論

（一）清末民初的留美女學生（一）清末民初的留美女學生

清末民初，赴日本留學的新青年最多，因為經清末民初，赴日本留學的新青年最多，因為經
 費的昂貴，留學美國和歐洲比較困難。清末女子有費的昂貴，留學美國和歐洲比較困難。清末女子有
 赴日本留學的，例如著名的女革命家秋瑾。她們以赴日本留學的，例如著名的女革命家秋瑾。她們以
 日本為留學目的地，原因：日本為留學目的地，原因：

欲學習日本的西化以使中國走上富強之道欲學習日本的西化以使中國走上富強之道

日本已確立男女平等教育制度，兼已採取男女校日本已確立男女平等教育制度，兼已採取男女校
實況實況

日本教育界對中國女子之赴日留學表示歡迎和支日本教育界對中國女子之赴日留學表示歡迎和支
持持

留日較易獲得官方資助留日較易獲得官方資助



留學美國方面，留學美國方面，19071907年以前，留學女生都是自費年以前，留學女生都是自費
 性質，或經由教會保送。官費女子留美肇始於性質，或經由教會保送。官費女子留美肇始於

 19071907年。年。19071907年初，兩江總督端方在美考察政治年初，兩江總督端方在美考察政治
 期間，多次與美各大學商洽派遣中國留學生事期間，多次與美各大學商洽派遣中國留學生事

 宜，幾經周旋，耶魯大學答應每年接收中國留學宜，幾經周旋，耶魯大學答應每年接收中國留學
 生生1111名（包括女生）。名（包括女生）。19081908年（光緒年（光緒3434年）年）55月月2525 

日，經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法案，授權羅斯福總統日，經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法案，授權羅斯福總統
 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之剩餘部份，應用為中國遣派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之剩餘部份，應用為中國遣派
 留學生赴美深造（自留學生赴美深造（自19081908始），創設清華學堂作始），創設清華學堂作
 為大學預科，準備考取赴美。最初只招考男生，為大學預科，準備考取赴美。最初只招考男生，
 至至19141914年（民國三年）起招收女生。年（民國三年）起招收女生。



19141914年共有年共有1010名女生官費赴美，其中有回國後任教北大歷名女生官費赴美，其中有回國後任教北大歷
史科的女作家陳衡哲。扼要說：史科的女作家陳衡哲。扼要說：

一、甲午戰爭前的留美女學生（一、甲午戰爭前的留美女學生（18801880--18941894））
主要由教會資助主要由教會資助

主要學習醫科，回國後亦從事醫務工作，如康愛德、主要學習醫科，回國後亦從事醫務工作，如康愛德、
金雅妹金雅妹

二、甲午戰爭後至民國成立前的留美女學生（二、甲午戰爭後至民國成立前的留美女學生（18941894--19111911））
主要是自費赴美，如曹芳雲、宋靄齡等主要是自費赴美，如曹芳雲、宋靄齡等

學習文科為主，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學習文科為主，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

三、民初的留美女學生（三、民初的留美女學生（19121912--19271927））
官費留學，如庚款留美的陳衡哲官費留學，如庚款留美的陳衡哲

以習文科為主，回國後多從事教育工作以習文科為主，回國後多從事教育工作



（二）勤工儉學鼓勵女性海外留學（二）勤工儉學鼓勵女性海外留學

清末民初留日學生最初組織「儉學會」，留清末民初留日學生最初組織「儉學會」，留
 美學生組織「工讀會」。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財政美學生組織「工讀會」。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財政
 困難，教育不振，官費留學名額不斷縮減。有志困難，教育不振，官費留學名額不斷縮減。有志
 求學之士，只得實行「半工半讀」，例如蔡元求學之士，只得實行「半工半讀」，例如蔡元

 培、吳玉章、李石曾、吳稚暉、盛成等。培、吳玉章、李石曾、吳稚暉、盛成等。19121912 
年，成立「留法儉學會」。因為留法所需費用僅年，成立「留法儉學會」。因為留法所需費用僅

 為留學歐美費用的三分一，而法國亦需要大量的為留學歐美費用的三分一，而法國亦需要大量的
 廉價華工，所以鼓勵中國學生（包括男女）往法廉價華工，所以鼓勵中國學生（包括男女）往法
 國半工半讀。國半工半讀。

「留法儉學會」入會會員必要「留法儉學會」入會會員必要 刻苦；刻苦； 勤勤
儉；儉； 不狎妓；不狎妓； 不賭博；不賭博； 不吸煙；不吸煙； 不飲酒不飲酒



勤工儉學有幾個重大意義勤工儉學有幾個重大意義

沒有錢的窮學生也能出洋，打破了官費濶少的沒有錢的窮學生也能出洋，打破了官費濶少的
專利。專利。

打破大學生「不勞動化」的現象。大學生脫去打破大學生「不勞動化」的現象。大學生脫去
長衫，親身下工廠、農場去作工。長衫，親身下工廠、農場去作工。

打破教育貴精不貴多的觀念。打破教育貴精不貴多的觀念。

提供女性留學的平等機會。鼓勵女學生加入儉提供女性留學的平等機會。鼓勵女學生加入儉
學會，爭取海外半工半讀的留學機會，例如學會，爭取海外半工半讀的留學機會，例如
19191919年，向警予、蔡暢等組織「湖南女子留法年，向警予、蔡暢等組織「湖南女子留法
勤工儉學會」，同年，與勤工儉學會」，同年，與1212名女青年赴法勤工名女青年赴法勤工
儉學，使女性在自強的運動中再邁進一大步。儉學，使女性在自強的運動中再邁進一大步。



唐群英唐群英（（18711871－－19371937））

唐群英，字希陶，號恭懿唐群英，字希陶，號恭懿

18711871年年1212月生於湖南省衡山縣新橋鎮月生於湖南省衡山縣新橋鎮

19371937年年66月病逝於故居月病逝於故居

辛亥革命前後積極參與革命，推動女權，爭辛亥革命前後積極參與革命，推動女權，爭
取女性參政權取女性參政權



成長背景成長背景

生於軍人之家，父親唐少桓，勇悍善戰，封「振生於軍人之家，父親唐少桓，勇悍善戰，封「振
威將軍」。威將軍」。

唐少桓有唐少桓有77名兒女，沒有執於傳統成見，一視同名兒女，沒有執於傳統成見，一視同
人，讓子女同時接受教育。人，讓子女同時接受教育。

唐群英知書識墨，對四書五經深有認識，更以詩唐群英知書識墨，對四書五經深有認識，更以詩
文見稱，文見稱，1515歲已得「女中奇才」美譽歲已得「女中奇才」美譽

愛讀愛讀《《女界女界》》、、《《列女傳列女傳》》、、《《木蘭辭木蘭辭》》 。猶愛。猶愛
《《木蘭辭木蘭辭》》 女子參軍的故事。女子參軍的故事。



女性自覺女性自覺

唐群英聰慧有文采，父親曾嘆：「爾如許唐群英聰慧有文采，父親曾嘆：「爾如許
聰明，若男兒，光門楣也。」當時的社會聰明，若男兒，光門楣也。」當時的社會
環境，讓她體會到女性受不公平對待。環境，讓她體會到女性受不公平對待。

父親死後，在母親安排下，父親死後，在母親安排下，1919歲的唐群英歲的唐群英
下嫁同鄉曾國藩（下嫁同鄉曾國藩（18111811--18721872）堂弟曾傳）堂弟曾傳
綱。雖不願意，亦不想違母意而接受。綱。雖不願意，亦不想違母意而接受。

常與朋友秋瑾（常與朋友秋瑾（18751875--19071907）、葛健豪）、葛健豪
（（18651865--19431943）聚首，討論國家大事。受）聚首，討論國家大事。受
二人的開明思想薰染，提高了女權意識。二人的開明思想薰染，提高了女權意識。



衝破封建衝破封建
婚後，誕下一女。後來，丈夫和女兒不幸離世。婚後，誕下一女。後來，丈夫和女兒不幸離世。

夫家禮教嚴苛，要求唐群英守節終身。她「堅拒守夫家禮教嚴苛，要求唐群英守節終身。她「堅拒守
節」，不向傳統禮教屈服。節」，不向傳統禮教屈服。

返回娘家，踏上推動婦女解放的道路。返回娘家，踏上推動婦女解放的道路。

唐群英受到倡議變革人士的思想影響，如康有為唐群英受到倡議變革人士的思想影響，如康有為
（（18581858--19271927）、梁啟超（）、梁啟超（18731873--19291929）、）、 嚴復嚴復
（（18541854--19211921）） 。。

康有為康有為《《大同書大同書》》有云：「興學選才，設科選秀，有云：「興學選才，設科選秀，
惟能是與，豈在形骸。」惟能是與，豈在形骸。」

倡議女性應有考科舉和選士權利，提出「女性選舉倡議女性應有考科舉和選士權利，提出「女性選舉
權」這議題，唐群英亦受到影響。權」這議題，唐群英亦受到影響。



赴日留學赴日留學

湖南是當時最多女性留學日本的一省。湖南是當時最多女性留學日本的一省。

向家人提出赴日留學，原遭母親反對，幾向家人提出赴日留學，原遭母親反對，幾
經游說才獲得答允。經游說才獲得答允。

先考進「青山實踐女校」，校長下田歌子先考進「青山實踐女校」，校長下田歌子
（（18541854--19361936），提倡女子教育，給中國女），提倡女子教育，給中國女
學生很多受教育機會。學生很多受教育機會。

唐群英以卓越成績畢業，後入讀成女高等唐群英以卓越成績畢業，後入讀成女高等
學校，再往東京女子音樂學校進修。學校，再往東京女子音樂學校進修。



活躍分子活躍分子

19061906年年99月月2323日，中國留日女生李元倡議組日，中國留日女生李元倡議組
成「留日女學生會」。成「留日女學生會」。

於東京中國留學生會館舉行第一次大會。於東京中國留學生會館舉行第一次大會。
誓詞中載：「願共犧牲個人之私利，盡力誓詞中載：「願共犧牲個人之私利，盡力
致死，務為我女同胞除奴隸之徽號。」致死，務為我女同胞除奴隸之徽號。」

19061906年年1111月月2020日，唐群英獲委任為書記。日，唐群英獲委任為書記。
在任期間，推動反清，亦讓會員明白反清在任期間，推動反清，亦讓會員明白反清
運動和婦女解放運動息息相關。運動和婦女解放運動息息相關。



辛亥革命前的活動辛亥革命前的活動

（留學日本期間）（留學日本期間）



創辦雜誌創辦雜誌  推動女識（一）推動女識（一）

19061906年，同盟會志士寧調元（年，同盟會志士寧調元（18731873--19131913））
於上海創辦於上海創辦《《洞庭波洞庭波》》雜誌，唐群英協雜誌，唐群英協
助，替雜誌撰稿。雜誌僅出版一期。助，替雜誌撰稿。雜誌僅出版一期。

唐群英為唐群英為《《洞庭波洞庭波》》創刊號撰詩：創刊號撰詩：

「霾雲瘴霧苦經年「霾雲瘴霧苦經年
 

俠氣豪情鼓大千俠氣豪情鼓大千

欲展平均新世界欲展平均新世界
 

安排先自把軀捐安排先自把軀捐

中原逐鹿亡消息中原逐鹿亡消息
 

巨海龍蛇苦大千巨海龍蛇苦大千

撮得羅蘭真種子撮得羅蘭真種子
 

靈苗催放九華巔」靈苗催放九華巔」



創辦雜誌創辦雜誌  推動女識（二）推動女識（二）

19111911年年55月，於東京創辦月，於東京創辦《《留日女學會雜留日女學會雜
誌誌》》，擔任編輯、發行人。，擔任編輯、發行人。

內容：內容：小說、白話、文苑、筆記、科學、小說、白話、文苑、筆記、科學、
譯著、論說、詩詞、圖書、來論譯著、論說、詩詞、圖書、來論

主題：主題：圍繞婦女問題，包括女子婚姻問圍繞婦女問題，包括女子婚姻問
題、教育問題、道德問題；並提出「女子題、教育問題、道德問題；並提出「女子
對於改革政治和社會，均負起重大責對於改革政治和社會，均負起重大責
任。」任。」

因唐群英回國參與革命，僅出版一期。因唐群英回國參與革命，僅出版一期。



積極投入革命組織（一）積極投入革命組織（一）

在日本結織到革命分在日本結織到革命分
子，如黃興（子，如黃興（18741874--
19161916）、趙恒惕、劉揆）、趙恒惕、劉揆
一等。一等。

19051905年年55月月11日，唐群英日，唐群英
加入「華興會」。加入「華興會」。



積極投入革命組織（二）積極投入革命組織（二）

孫中山孫中山（（18661866--19251925））把興中會、光復會和把興中會、光復會和
華興會合併成「中國同盟會」，唐群英毫華興會合併成「中國同盟會」，唐群英毫
不猶疑的加入，成為該會第一位女會員。不猶疑的加入，成為該會第一位女會員。
她較盟友秋瑾、何香凝（她較盟友秋瑾、何香凝（18781878--19721972）年）年
長，人稱「唐大姐」長，人稱「唐大姐」 。。

19051905年，與秋瑾、林宗素（年，與秋瑾、林宗素（18771877--19441944）等）等
在橫濱學校學做炸彈，準備貢獻革命。在橫濱學校學做炸彈，準備貢獻革命。



辛亥革命後的活動辛亥革命後的活動

（返回中國之後）（返回中國之後）



熱心革命熱心革命  全情參與（一）全情參與（一）

獲悉武昌起義後，決意返回中國，參與革命。獲悉武昌起義後，決意返回中國，參與革命。

曾任「女子北伐隊」隊長，戰於兩湖地區。曾任「女子北伐隊」隊長，戰於兩湖地區。

19111911年年1212月，與同盟會會員張漢英，在上海成立月，與同盟會會員張漢英，在上海成立
「女子後援會」，獲選為會長，負責指揮和統「女子後援會」，獲選為會長，負責指揮和統
籌。籌。

該會在各地籌募捐款，購買軍餉物資，支援革該會在各地籌募捐款，購買軍餉物資，支援革
命。同時，更成立「北伐軍救濟隊」，前赴各地命。同時，更成立「北伐軍救濟隊」，前赴各地
治療傷兵。治療傷兵。

唐群英希望藉「女子後援會」，讓女子有機會參唐群英希望藉「女子後援會」，讓女子有機會參
與革命，明白國難當前，女子有責。與革命，明白國難當前，女子有責。



熱心革命熱心革命  全情參與（二）全情參與（二）

為加強婦女界團結，唐群英加入其他女性組為加強婦女界團結，唐群英加入其他女性組
織，推動為革命募捐的工作。織，推動為革命募捐的工作。

加入程穎女士等組成的「上海女界協贊加入程穎女士等組成的「上海女界協贊
會」，後更獲選為代表，與張昭漢（張默會」，後更獲選為代表，與張昭漢（張默
君）、陳鴻壁和程穎，往南京謁見孫總統，君）、陳鴻壁和程穎，往南京謁見孫總統，
並交上籌募得的二萬元。並交上籌募得的二萬元。

她們的工作獲孫總統嘉許：「立掃平索虜，她們的工作獲孫總統嘉許：「立掃平索虜，
女界亦有功焉。」女界亦有功焉。」

唐群英得孫總統讚揚為「幗國英雄」，並獲唐群英得孫總統讚揚為「幗國英雄」，並獲
頒「二等嘉禾勛章」。頒「二等嘉禾勛章」。



全力爭取女性參政權全力爭取女性參政權
（（19121912年年22月至月至99月）月）



還女子參政權還女子參政權

19121912年，唐群英聯合「女子參政同志會」、年，唐群英聯合「女子參政同志會」、
「湖南女國民會」、「女子後援會」、「女子「湖南女國民會」、「女子後援會」、「女子
同盟會」和「女子尚武會」，組成「女子參政同盟會」和「女子尚武會」，組成「女子參政
同盟會」。同盟會」。

唐群英是發起人，亦為領導人。唐群英是發起人，亦為領導人。

提出「要求中央政府給還女子參政權」。提出「要求中央政府給還女子參政權」。19121912
年年44月月88日，訂下日，訂下1111條總則。條總則。



上書要求參政權上書要求參政權

19121912年年33月，唐群英以「女子參政同盟會」第月，唐群英以「女子參政同盟會」第
一次上書孫總統，要求在憲法內訂明女子的一次上書孫總統，要求在憲法內訂明女子的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121912年年33月月1111日公布的「臨時約法」中，並沒日公布的「臨時約法」中，並沒
有加入婦女擁有參政權的內容。有加入婦女擁有參政權的內容。

唐群英感不滿，再次上書孫總統，曉以大唐群英感不滿，再次上書孫總統，曉以大
義，對參議院拒絕讓女子參政，指「是欲與義，對參議院拒絕讓女子參政，指「是欲與
女界為意氣之爭，而不服求義理之正。女界女界為意氣之爭，而不服求義理之正。女界
宣能緘默。」宣能緘默。」

因未得孫總統回覆，唐群英多次前往參議院因未得孫總統回覆，唐群英多次前往參議院
請願。請願。



參議院請願經過參議院請願經過

33月月1919日，唐群英領眾闖入參議院，要求參政權。日，唐群英領眾闖入參議院，要求參政權。

33月月2020日，率眾再闖參議院，搗亂會場，打碎門窗日，率眾再闖參議院，搗亂會場，打碎門窗
玻璃。同日，唐群英和蔡惠獲推為代表，往見孫總玻璃。同日，唐群英和蔡惠獲推為代表，往見孫總
統，上第三次請願書，要求他於參議院提議，總統統，上第三次請願書，要求他於參議院提議，總統
婉言規勸。婉言規勸。

33月月2121日，唐領日，唐領6060多人，攜武器闖入參議院，一度多人，攜武器闖入參議院，一度
與援兵二百人對峙，後轉至總統府，謁見孫總統。與援兵二百人對峙，後轉至總統府，謁見孫總統。
經總統斡旋，排解爭端。經總統斡旋，排解爭端。

33月月2525日，到總統府要求見唐紹儀（日，到總統府要求見唐紹儀（18601860--19381938）總）總
理，未獲接見。理，未獲接見。

33月月3030日，唐再領數位女士闖參議院，強行要求改日，唐再領數位女士闖參議院，強行要求改
正，「大肆哮罵，勢將用武」。正，「大肆哮罵，勢將用武」。



反對刪除「男女平權」反對刪除「男女平權」
19121912年年88月，同盟會舉行會議，商討修改政綱，會上宋月，同盟會舉行會議，商討修改政綱，會上宋
教仁（教仁（18821882--19141914）主張刪「男女平權」一項。）主張刪「男女平權」一項。

唐群英、王昌國等唐群英、王昌國等5050餘人反對，宣稱未經女會員認餘人反對，宣稱未經女會員認
可，決不承認。會場陷入混亂，王昌國甚至上台扭摑可，決不承認。會場陷入混亂，王昌國甚至上台扭摑
宋教仁。宋教仁。

後經平息，待孫總統再商議。後經平息，待孫總統再商議。

88月月2525日，國民黨大會，會後唐群英發表演說，痛陳廢日，國民黨大會，會後唐群英發表演說，痛陳廢
棄「男女平權」，辜負女同盟會員的苦心。棄「男女平權」，辜負女同盟會員的苦心。

終經表決後，「男女平權」並沒有獲得保留。終經表決後，「男女平權」並沒有獲得保留。



繼續爭取繼續爭取  不言放棄（一）不言放棄（一）

孫總統辭任，由袁世凱（孫總統辭任，由袁世凱（18591859--19161916）接）接
掌，參議院由南京移到北京，婦女爭取參掌，參議院由南京移到北京，婦女爭取參
政權更形困難。政權更形困難。

唐群英繼續爭取，唐群英繼續爭取， 19121912年年1010月月2222日，女子日，女子
參政同盟會於北京成立本部。參政同盟會於北京成立本部。

19131913年年22月月22日，女子參政同盟會於南京成日，女子參政同盟會於南京成
立分部，唐擔任會長，會員多達立分部，唐擔任會長，會員多達800800人。人。

參議院於參議院於1111月召開大會，結果否決了「女月召開大會，結果否決了「女
子選舉法」。子選舉法」。



繼續爭取繼續爭取  不言放棄（二）不言放棄（二）

除了以激烈的手法爭取，唐群英亦明白，女子參除了以激烈的手法爭取，唐群英亦明白，女子參
政，必須打好教育基礎，故不斷推廣女子教育。政，必須打好教育基礎，故不斷推廣女子教育。

19121912年年1010月，創辦月，創辦《《女子白話旬報女子白話旬報》》，唐任編輯，，唐任編輯，
延續女子要求參政之路。該報首重推廣女子教育，延續女子要求參政之路。該報首重推廣女子教育，
同時，更發表了多篇重要的女子參政文章，如同時，更發表了多篇重要的女子參政文章，如〈〈女女
子參政同盟始末記子參政同盟始末記〉〉、、〈〈女子參政之先聲女子參政之先聲〉〉等。等。

1111月，創辦月，創辦《《亞東叢報亞東叢報》》，以「提倡女權，發揮民，以「提倡女權，發揮民
生主義，促進個人自治」為宗旨。生主義，促進個人自治」為宗旨。

創立「中央女學校」、「女子工藝廠」等組織。創立「中央女學校」、「女子工藝廠」等組織。

19131913年年1111月月1313日，唐群英領導的女子參政同盟會，日，唐群英領導的女子參政同盟會，
被內務部以「法律無允許明文」，勒令解散。被內務部以「法律無允許明文」，勒令解散。



研究論文、專著（一）研究論文、專著（一）

＊論文＊論文

1.1. 黃娟、陳九如，＜論唐群英的男女平等思想＞，黃娟、陳九如，＜論唐群英的男女平等思想＞，《《黑龍江黑龍江
 史志史志》》，，20082008年第年第2121期期

2.2. 黃磊衡，＜「一代女魂」唐群英＞，黃磊衡，＜「一代女魂」唐群英＞，《《衡陽通訊衡陽通訊》》，，20062006 
年第年第1010期期

3.3. 趙懷娟，＜唐群英女權思想述論趙懷娟，＜唐群英女權思想述論————兼及近代中西女權運兼及近代中西女權運
 動之比較＞，動之比較＞，《《滁州學院學報滁州學院學報》》，，20062006年第年第22期期

4.4. 趙懷娟，＜試論唐群英的女權思想＞，趙懷娟，＜試論唐群英的女權思想＞，《《蕪湖職業技術學蕪湖職業技術學
 院學報院學報》》，，20052005年第年第44期期

5.5. 李細珠，＜性別衝突與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度李細珠，＜性別衝突與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度————以民初以民初
 女子參政權案為例＞，女子參政權案為例＞，《《歷史研究歷史研究》》，，20052005年第年第44期期

6.6. 張文青，＜唐群英大鬧張文青，＜唐群英大鬧《《長沙日報長沙日報》》＞，＞，《《文史博覽文史博覽》》，，
 20032003年第年第88期期



研究論文、專著（二）研究論文、專著（二）

7.7. 蕭潤波、唐存正，＜唐群英與辛亥革命＞，蕭潤波、唐存正，＜唐群英與辛亥革命＞，《《湖南社會科湖南社會科
 學學》》，，20022002年第年第44期期

8.8. 王世安，＜二十年來的唐群英研究＞，王世安，＜二十年來的唐群英研究＞，《《貴州文史叢貴州文史叢
 刊刊》》，，20022002年第年第33期期

9.9. 湯毅平，＜論唐群英的女子解放思想＞，湯毅平，＜論唐群英的女子解放思想＞，《《船山學刊船山學刊》》，，
 20012001年第年第33期期

10.10. 周亞平，＜唐群英與近代女權運動＞，周亞平，＜唐群英與近代女權運動＞，《《湖南教育學院學湖南教育學院學
 報報》》，，20002000年第年第44期期

11.11. 劉寧元，＜婦女解放先驅唐群英＞，劉寧元，＜婦女解放先驅唐群英＞，《《湖南黨史湖南黨史》》，，19991999 
年第年第22期期

12.12. 劉寧元，＜衡岳豪俠女傑劉寧元，＜衡岳豪俠女傑 婦女解放先驅婦女解放先驅————記唐群英＞，記唐群英＞，
 《《湖南黨史湖南黨史》》，，19991999年第年第22期期

13.13. 嚴昌洪，＜唐群英與民初女子參政運動＞，嚴昌洪，＜唐群英與民初女子參政運動＞，《《貴州社會科貴州社會科
 學學》》，，19981998年第年第44期期



研究論文、專著（三）研究論文、專著（三）

14.14. 譚崇恩，＜唐群英女權思想的演變及特點＞，譚崇恩，＜唐群英女權思想的演變及特點＞，
 《《衡陽師範學院學報衡陽師範學院學報》》，，19981998年第年第22期期

15.15. 趙金平，＜唐群英的女子教育思想與實踐＞，趙金平，＜唐群英的女子教育思想與實踐＞，
 《《中華女子學院學報中華女子學院學報》》，，19981998年第年第11期期

16.16. 經盛鴻，＜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女會員唐群英經盛鴻，＜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女會員唐群英
 ＞，＞，《《炎黃春秋炎黃春秋》》，，19951995年第年第1111期期

17.17. 曾啟球，＜唐群英和民初女權運動＞，曾啟球，＜唐群英和民初女權運動＞，《《湘潭湘潭
 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1992年第年第33期期

18.18. 羅柳之，＜女權運動領袖唐群英＞，羅柳之，＜女權運動領袖唐群英＞，《《婦婦
 女女》》，，19831983年第年第33期期



研究論文、專著（四）研究論文、專著（四）
＊專著＊專著

羅湘英主編，羅湘英主編，《《唐群英研究文集唐群英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湖南出版社，19981998年年
鮑家麟主編，鮑家麟主編，《《中國婦女史論集中國婦女史論集》》，台北稻鄉出版社，台北稻鄉出版社

＊參考文章＊參考文章

鮑震培，＜閠中無靜女鮑震培，＜閠中無靜女────晚清女作家彈詞與「振興女權」晚清女作家彈詞與「振興女權」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004年第年第
44期期
林吉玲，＜論辛亥革命時期的女子參政風潮＞，林吉玲，＜論辛亥革命時期的女子參政風潮＞，《《濟南大學濟南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995年第年第22期期
馬以君編，馬以君編，《《南社研究南社研究》》第第11至至66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11991至至19941994年年
馬以君編，馬以君編，《《南社研究南社研究》》第第77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19991999年年



(2)  (2)  何何香凝的婦女革新觀念香凝的婦女革新觀念

何香凝（何香凝（18781878－－19721972））

原名瑞諫，又名諫，别號雙清樓主。原名瑞諫，又名諫，别號雙清樓主。

18781878年年66月月2424日生於香港。日生於香港。

原籍廣東南海。原籍廣東南海。

卒於卒於19721972年年99月。月。

著名政治家、畫家。著名政治家、畫家。



傳統婚姻傳統婚姻

何香凝為香港茶商何炳桓之女，自幼已懂得何香凝為香港茶商何炳桓之女，自幼已懂得
抗衡封建，堅拒纏足。抗衡封建，堅拒纏足。

廖仲愷為旅美華僑之子，廖父在外國受歧視廖仲愷為旅美華僑之子，廖父在外國受歧視
之苦，期望兒子不要娶小腳妻子。之苦，期望兒子不要娶小腳妻子。

沒纏足之女，下嫁不愛小腳之家，可謂匹配沒纏足之女，下嫁不愛小腳之家，可謂匹配
極，有稱他們結了一段「天足緣」。極，有稱他們結了一段「天足緣」。

經過媒妁之言，按照傳統習俗，經過媒妁之言，按照傳統習俗，18971897年，二年，二
人於廣州結婚。人於廣州結婚。

夫婦二人均羨慕太平天國的革命人物，亦愛夫婦二人均羨慕太平天國的革命人物，亦愛
繪畫、詩詞。婚後相敬如賓。繪畫、詩詞。婚後相敬如賓。



留日時期留日時期  熱心革命熱心革命

（（19021902－－19141914））



東渡日本東渡日本

何香凝自幼已有反抗封建的頑強精神，爭取讀何香凝自幼已有反抗封建的頑強精神，爭取讀
書識字。書識字。

婚後，得丈夫的引導，增強了愛國心，明白到婚後，得丈夫的引導，增強了愛國心，明白到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精神。「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精神。

廖仲愷於香港完成中學後，產生赴日留學的願廖仲愷於香港完成中學後，產生赴日留學的願
望。望。

19021902年，何香凝變賣妝奩，資助丈夫留學日年，何香凝變賣妝奩，資助丈夫留學日
本。同年冬天，她亦前赴日本。本。同年冬天，她亦前赴日本。



結識國父結識國父

夫婦二人在東京，受革命派和知識分子的愛夫婦二人在東京，受革命派和知識分子的愛
國熱情感染，一起學習新知識，參加留日學國熱情感染，一起學習新知識，參加留日學
生活動。生活動。
19031903年春，入東京目白女子大學預科，後轉年春，入東京目白女子大學預科，後轉
入女子師範學院預科。入女子師範學院預科。
同年，二人結識孫中山，並多次拜訪。同年，二人結識孫中山，並多次拜訪。
19051905年，參加中國同盟會，和唐群英等，成年，參加中國同盟會，和唐群英等，成
為最早期的女會員，後引薦廖仲愷加入。為最早期的女會員，後引薦廖仲愷加入。
承擔替孫中山收發信函等後勤工作，寓所成承擔替孫中山收發信函等後勤工作，寓所成
為革命黨人通信站和聚會場所。為革命黨人通信站和聚會場所。



繪畫革命繪畫革命

19091909年春，進入本鄉女子美術學校高等科，專攻繪年春，進入本鄉女子美術學校高等科，專攻繪
畫專業。畫專業。

除了在校內研習山水花卉畫外，更每周兩次向名畫除了在校內研習山水花卉畫外，更每周兩次向名畫
家田中賴章學畫獅、虎等動物。家田中賴章學畫獅、虎等動物。

選擇繪畫，因為「孫中山要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選擇繪畫，因為「孫中山要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
需要起義的軍旗和安民佈告告示的花樣、軍用票的需要起義的軍旗和安民佈告告示的花樣、軍用票的
圖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設計圖案，把它畫出來。」圖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設計圖案，把它畫出來。」

藉繪畫專業參與革命，「辛亥革命過程中，反清起藉繪畫專業參與革命，「辛亥革命過程中，反清起
義部隊所用的旗幟符號，有一些就是我在孫先生指義部隊所用的旗幟符號，有一些就是我在孫先生指
導下描繪和刺繡縫製的。」導下描繪和刺繡縫製的。」



倒袁護法倒袁護法

19111911年，黃花崗起義前由日本返回香港。年，黃花崗起義前由日本返回香港。

19111911年底至年底至19131913年夏，隨丈夫居於廣州。年夏，隨丈夫居於廣州。

夫婦二人一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夫婦二人一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

19131913年，「二次革命」失敗後，舉家再次年，「二次革命」失敗後，舉家再次
回到日本，結識宋慶齡。回到日本，結識宋慶齡。

19141914年，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積極參年，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積極參
加倒袁世凱和護法運動。加倒袁世凱和護法運動。



參與黨務參與黨務  積極改組積極改組

（當選中央執委至請辭）（當選中央執委至請辭）



拯救丈夫拯救丈夫

19211921年，與宋慶齡在廣州發動婦女，組成年，與宋慶齡在廣州發動婦女，組成
「女界出征軍人慰勞會」，「女界出征軍人慰勞會」，籌募經費，籌募經費，支支
持討桂持討桂戰爭。戰爭。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臨時大總統，廖仲愷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臨時大總統，廖仲愷
為財政部部長。為財政部部長。

19221922年，陳炯明叛變年，陳炯明叛變，軟禁廖仲愷於廣州，軟禁廖仲愷於廣州
西郊石井兵工廠。何香凝先四出打探孫中西郊石井兵工廠。何香凝先四出打探孫中
山、宋慶齡下落，確定二人安全後，才冒山、宋慶齡下落，確定二人安全後，才冒
死營救廖仲愷。死營救廖仲愷。



改組政黨改組政黨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何香凝獲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何香凝獲孫中山
指定為婦女界代表三人之一。指定為婦女界代表三人之一。

19241924年，堅決支持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革命綱領：年，堅決支持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革命綱領：
聯俄、聯共、扶助勞工；並改組國民黨。聯俄、聯共、扶助勞工；並改組國民黨。

中央婦女部支持一批跨黨女共產黨員參加婦女部領中央婦女部支持一批跨黨女共產黨員參加婦女部領
導工作，包括向警予、蔡暢、鄧穎超。導工作，包括向警予、蔡暢、鄧穎超。

19251925年，孫中山逝世；數月後，廖仲愷被國民黨人年，孫中山逝世；數月後，廖仲愷被國民黨人
殺害，年僅殺害，年僅4848歲。歲。

何香凝繼承二人遺志：「與共產黨必要合作，共同何香凝繼承二人遺志：「與共產黨必要合作，共同
奮鬥，打倒帝國主義，達到我們革命成功。」奮鬥，打倒帝國主義，達到我們革命成功。」



與蔣決裂與蔣決裂

19261926年年33月月20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逮捕日，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逮捕
共產黨人，包圍蘇聯顧問。共產黨人，包圍蘇聯顧問。

蔣介石通過「整理黨務案」，公開打擊共產黨人。蔣介石通過「整理黨務案」，公開打擊共產黨人。

何香凝聯同其他人，向國民黨右派分子提出強烈抗何香凝聯同其他人，向國民黨右派分子提出強烈抗
議。議。

19271927年，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政綱，發動政變，屠年，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政綱，發動政變，屠
殺共產黨人。翌晚，何香凝發表了聲討叛逆演說，殺共產黨人。翌晚，何香凝發表了聲討叛逆演說，
並與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和共產黨人董必武並與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和共產黨人董必武
等等4040人，聯合發表「討蔣通電」。人，聯合發表「討蔣通電」。



流亡回歸流亡回歸

19271927年，何香凝辭去國民黨政府一切職年，何香凝辭去國民黨政府一切職
務，加入反蔣鬥爭。務，加入反蔣鬥爭。

離開上海出國流亡。離開上海出國流亡。

先後到過南洋、歐洲的倫敦、柏林等地，先後到過南洋、歐洲的倫敦、柏林等地，
後於巴黎郊區僑居，過著讀書寫畫的流亡後於巴黎郊區僑居，過著讀書寫畫的流亡
生活。生活。

「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決定立即回「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決定立即回
國，參與救國行動。國，參與救國行動。



後勤支援後勤支援  全力抗日全力抗日

（（後方募款後方募款
 前線慰問前線慰問））



賣畫籌款賣畫籌款

回國後，何香凝發起「救濟國難書畫展覽會」，回國後，何香凝發起「救濟國難書畫展覽會」，
把個人墨寶、歷年畫作，悉數發售，籌款救國。把個人墨寶、歷年畫作，悉數發售，籌款救國。
又在北京、廣州等地徵集書畫又在北京、廣州等地徵集書畫15001500多件，用作募多件，用作募
款。款。

「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曾多次親赴前線慰「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曾多次親赴前線慰
問傷兵，激勵士氣。組織上海愛國婦女，趕製棉問傷兵，激勵士氣。組織上海愛國婦女，趕製棉
衣，並成立傷兵醫院等。衣，並成立傷兵醫院等。

19341934年，發生「七君子」事件，國民黨逮捕救國年，發生「七君子」事件，國民黨逮捕救國
會會77名領袖。何香凝、宋慶齡、胡愈之等發動「救名領袖。何香凝、宋慶齡、胡愈之等發動「救
人出獄」運動。人出獄」運動。



國共合作國共合作

19351935年，何香凝與宋慶齡等率先響應中國共年，何香凝與宋慶齡等率先響應中國共
產黨中央發表的產黨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擔任全國各，擔任全國各
界救國會理事。界救國會理事。

力促國民政府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共同力促國民政府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共同
抗日」；「清除隔膜，共赴國難」。抗日」；「清除隔膜，共赴國難」。

「七七事變」發生，國共出現第二次合作。「七七事變」發生，國共出現第二次合作。

何香凝在上海創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何香凝在上海創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
會」、「戰地後援會」等，積極抗日救國。會」、「戰地後援會」等，積極抗日救國。



逃難至港逃難至港

上海淪陷後，何香凝移居香港。上海淪陷後，何香凝移居香港。

與宋慶玲組織「保衛中國同盟」，為抗戰軍人募與宋慶玲組織「保衛中國同盟」，為抗戰軍人募
款，繼續參與抗日。款，繼續參與抗日。



和平團結和平團結  反對內戰反對內戰

抗戰勝利後，面對國共處於敵對局面，何香抗戰勝利後，面對國共處於敵對局面，何香
凝明確表示：「我們要和平民主，反對內凝明確表示：「我們要和平民主，反對內
戰！」戰！」

19451945年年99月，致電蔣介石，支持召開政治協商月，致電蔣介石，支持召開政治協商
會議，譴責美國擴大中國內戰。會議，譴責美國擴大中國內戰。

翌年，籌建多年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成翌年，籌建多年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成
立，要求蔣介石結束獨裁，成立各黨的聯合立，要求蔣介石結束獨裁，成立各黨的聯合
政府。政府。



歷任公職歷任公職

19471947年，參與籌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從事年，參與籌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從事
反蔣獨裁活動。反蔣獨裁活動。

19491949年後，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並曾任中華年後，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並曾任中華
全國婦女聯合會名譽主席。全國婦女聯合會名譽主席。



促進女界促進女界  參與國事參與國事

（（發展女學發展女學
 為國奔波為國奔波））



婦女領袖婦女領袖

早在日本時，何香凝已於革命刊物發表早在日本時，何香凝已於革命刊物發表〈〈敬告我同敬告我同
胞姊妹胞姊妹〉〉一文，為早期推動婦女醒覺、愛國的著名一文，為早期推動婦女醒覺、愛國的著名
文章。文章。

曾參與中國各界婦女聯合會工作。曾參與中國各界婦女聯合會工作。

19261926年，當選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兼任婦女部部年，當選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兼任婦女部部
長。長。

由北伐戰爭到抗日戰爭，組織不同婦女團，積極推由北伐戰爭到抗日戰爭，組織不同婦女團，積極推
動女性參與國家事務，提升女權。動女性參與國家事務，提升女權。



推動平權推動平權

在兩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婦在兩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婦
女在法律上、經濟上、教育上一律平女在法律上、經濟上、教育上一律平
等」。等」。

北伐期間，與鄧穎超共同制定婦女運動規北伐期間，與鄧穎超共同制定婦女運動規
約，提出男女平等、同工同酬等綱領。約，提出男女平等、同工同酬等綱領。

推動女性經濟獨立，協助籌辦不同學校和推動女性經濟獨立，協助籌辦不同學校和
合作社，如女子製作品販賣合作社、勞工合作社，如女子製作品販賣合作社、勞工
婦女夜校、廣州車衣女工工會等，更一度婦女夜校、廣州車衣女工工會等，更一度
親身教授女工編織草鞋，讓女性自食其親身教授女工編織草鞋，讓女性自食其
力。力。



提高女識提高女識

在尋求不同婦女團體協助下，領導國民黨中在尋求不同婦女團體協助下，領導國民黨中
央婦女部，籌辦了多所學校，包括婦女學央婦女部，籌辦了多所學校，包括婦女學
校、勞工婦女夜校、女工補習學校、罷工工校、勞工婦女夜校、女工補習學校、罷工工
友子女補習班、國民黨中央婦女運動講習友子女補習班、國民黨中央婦女運動講習
所，以及仲愷農工學校等。所，以及仲愷農工學校等。

創辦了仲愷農工學校時，為籌經費、徵土創辦了仲愷農工學校時，為籌經費、徵土
地、聘師資等，費盡心血。學校成立後，歷地、聘師資等，費盡心血。學校成立後，歷
任校長任校長1515年，實踐「扶助農工」政策。年，實踐「扶助農工」政策。

提升婦女知識水平，促進女性經濟獨立，更提升婦女知識水平，促進女性經濟獨立，更
重要是解放女性思想，關注、重視女權。重要是解放女性思想，關注、重視女權。



為國效力為國效力

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重申女性擁有平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重申女性擁有平
等的參政權，並組織女性參與婦女活動，推等的參政權，並組織女性參與婦女活動，推
動女性投入革命、建設國家。動女性投入革命、建設國家。

鼓勵女性加入救國活動，組織不同女性救國鼓勵女性加入救國活動，組織不同女性救國
愛國團體，像北伐戰爭期間，組成北伐女子愛國團體，像北伐戰爭期間，組成北伐女子
宣傳隊和女子北伐救護隊，藉慰勞、救護軍宣傳隊和女子北伐救護隊，藉慰勞、救護軍
人，支援前線；還創辦國民黨救護所、廣州人，支援前線；還創辦國民黨救護所、廣州
婦女救傷團。抗戰時，鼓勵婦女參與抗戰，婦女救傷團。抗戰時，鼓勵婦女參與抗戰，
擔任後援工作。擔任後援工作。



柔美畫筆柔美畫筆  革命力量革命力量
（（為武裝起義繪圖為武裝起義繪圖））



畫筆武器（一）畫筆武器（一）

年輕時，何香凝受革命感召，藉繪畫貢獻革命，畫年輕時，何香凝受革命感召，藉繪畫貢獻革命，畫
筆成了她的有力「武器」。筆成了她的有力「武器」。

在日本的美術學院，除跟端管子川先生研習山水花在日本的美術學院，除跟端管子川先生研習山水花
卉畫外，更每周兩次向名畫家田中賴章學畫獅、虎卉畫外，更每周兩次向名畫家田中賴章學畫獅、虎
等動物。等動物。

她善於山水、花卉，除經常畫松、梅、菊等，繪畫她善於山水、花卉，除經常畫松、梅、菊等，繪畫
獅、虎尤其出色。獅、虎尤其出色。



畫筆武器（二）畫筆武器（二）

何香凝的畫風圓渾質樸，常借畫明志。何香凝的畫風圓渾質樸，常借畫明志。

除了畫，她亦善於寫詩詞，著有除了畫，她亦善於寫詩詞，著有《《何香凝詩畫何香凝詩畫
集集》》。。

19721972年年99月逝世。月逝世。19971997年年44月，位於深圳的何香月，位於深圳的何香
凝美術館落成開幕。凝美術館落成開幕。



研究論文、專著（一）研究論文、專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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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向俊賢原名向俊賢

18951895年年99月月44日生於湖南漵浦縣城關鎮。日生於湖南漵浦縣城關鎮。

19281928年年55月月11日為革命犠牲，卒於武漢。日為革命犠牲，卒於武漢。

早期婦女運動傑出領導人，積極提倡女子教育。早期婦女運動傑出領導人，積極提倡女子教育。

中國共產黨首位女中央委員。中國共產黨首位女中央委員。

第一任中央婦女部長。第一任中央婦女部長。

(3) (3)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女性中國近代史上著名女性
 
向警予（向警予（18951895--19281928））



成長背景成長背景

生於商人家庭，自幼有機會讀書。生於商人家庭，自幼有機會讀書。

大哥向仙鉞留學日本，具有進步思想，大哥向仙鉞留學日本，具有進步思想，
為湘西同盟會負責人。為湘西同盟會負責人。

向警予自幼便深受大哥的進步思想薰向警予自幼便深受大哥的進步思想薰
陶。陶。

向仙鉞開辦一所小學，向警予入校學向仙鉞開辦一所小學，向警予入校學
習。習。

19111911年，考入常德女子師範。年，考入常德女子師範。



家鄉辦校家鄉辦校

在師範學校結識了志同道合的同學，結為在師範學校結識了志同道合的同學，結為
「七姊妹」，誓以教育救國為己任。「七姊妹」，誓以教育救國為己任。

19121912年，轉入長沙湖南第一女子師範。年，轉入長沙湖南第一女子師範。

19141914年，具有進步思想的校長朱儉凡遭免年，具有進步思想的校長朱儉凡遭免
職，向警予和部份同學隨朱儉凡轉到周南女職，向警予和部份同學隨朱儉凡轉到周南女
校師範班。校師範班。

改名「警予」，表示對封建復辟勢力予以警改名「警予」，表示對封建復辟勢力予以警
愓和反抗。愓和反抗。

畢業後，為展教育救國抱負，回漵浦辦學。畢業後，為展教育救國抱負，回漵浦辦學。



漵浦女學漵浦女學

19161916年夏，在家鄉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漵浦年夏，在家鄉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漵浦
女學，為男女合校學堂。女學，為男女合校學堂。

倡議平權的漵浦女學校歌：倡議平權的漵浦女學校歌：

「美哉！廬峰之下漵水濱，我校巍巍矗立賞「美哉！廬峰之下漵水濱，我校巍巍矗立賞
 其前。看我們姊妹一堂，相愛相親。現在已其前。看我們姊妹一堂，相愛相親。現在已
 是男女平等，天然淘汰，觸目驚心！願同學是男女平等，天然淘汰，觸目驚心！願同學
 作好準備，為我女界啊，大放光明。」作好準備，為我女界啊，大放光明。」

學校提倡新思維，推動男女平等。學校提倡新思維，推動男女平等。

向警予擔任校長，挨家逐戶的勸學，學校不向警予擔任校長，挨家逐戶的勸學，學校不
斷擴展，一度有斷擴展，一度有300300多名學生。多名學生。



積極投入共產黨革命積極投入共產黨革命

（赴法國留學到加入中國共產黨）（赴法國留學到加入中國共產黨）



組織女界組織女界

19181918年，加入毛澤東、蔡和森於湖南發起成年，加入毛澤東、蔡和森於湖南發起成
立的「新民學會」，和蔡和森結下情誼。立的「新民學會」，和蔡和森結下情誼。

19191919年，應同學蔡暢（亦是蔡和森妹妹）之年，應同學蔡暢（亦是蔡和森妹妹）之
邀，到長沙參加並組織「周南女子留法勤工邀，到長沙參加並組織「周南女子留法勤工
儉學會」，其後，再組成「湖南女子留法勤儉學會」，其後，再組成「湖南女子留法勤
工儉學會」，為湖南女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工儉學會」，為湖南女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
創者。創者。

19191919年年1212月，與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月，與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
（時（時5454歲）等歲）等3030多人，前赴法國勤工儉學。多人，前赴法國勤工儉學。



赴法留學（一）赴法留學（一）

19201920年初，眾人抵達巴黎，年初，眾人抵達巴黎，77月，再前往小城蒙達月，再前往小城蒙達
尼。尼。

向警予入蒙達尼女子公學，刻苦學習法文，數月後向警予入蒙達尼女子公學，刻苦學習法文，數月後
已能閱讀法文版已能閱讀法文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同時，亦閱讀馬，同時，亦閱讀馬
克思主義著作。克思主義著作。



赴法留學（二）赴法留學（二）

留法期間，向警予亦在樹膠廠工作，讓她留法期間，向警予亦在樹膠廠工作，讓她
進一步和法國工人階級接觸，加強對共產進一步和法國工人階級接觸，加強對共產
主義的信念。主義的信念。

19201920年年55月，向警予和蔡和森結婚。月，向警予和蔡和森結婚。

在李大釗主辦的在李大釗主辦的《《女子解放女子解放》》發表發表〈〈女子女子
解放與改造的商榷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批評改良主義，把，批評改良主義，把
婦女解放與社會改造聯繫起來，是她運用婦女解放與社會改造聯繫起來，是她運用
馬克思主義研究婦女問題的早期者作。馬克思主義研究婦女問題的早期者作。



參與請願參與請願

19201920年年77月，部份湖南同學在蒙達尼舉行會月，部份湖南同學在蒙達尼舉行會
議，向警予堅定支持組織共產黨實行反資議，向警予堅定支持組織共產黨實行反資
產階級革命。產階級革命。

19211921年，留法學生的生活愈見艱難，他們年，留法學生的生活愈見艱難，他們
發動勤工儉學的學生進請願鬥爭。其後，發動勤工儉學的學生進請願鬥爭。其後，
法國政府以「擾亂治安」罪名驅逐蔡和森法國政府以「擾亂治安」罪名驅逐蔡和森

等人出國，向警予亦於年底回國。等人出國，向警予亦於年底回國。

19221922年，向警予加入中國共共產黨，成為年，向警予加入中國共共產黨，成為
最早的女共產黨員之一。最早的女共產黨員之一。



中國婦女運動先驅中國婦女運動先驅
（參與黨工作，為革命捐軀）（參與黨工作，為革命捐軀）



首任部長首任部長

19221922年年77月，中國共產黨二次大會上，向警予獲選月，中國共產黨二次大會上，向警予獲選
首位女中央委員，並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女部首位女中央委員，並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女部
長。長。

撰寫文件，有系統地研究婦女解放運動理論，把撰寫文件，有系統地研究婦女解放運動理論，把
婦女解放與整個人民解放運動連結起來。婦女解放與整個人民解放運動連結起來。

19231923年年66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由她起草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由她起草
的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女運動決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女運動決
議案議案〉〉，由她擔任婦女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由她擔任婦女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為了促進婦女解放工作，繼續就婦女問題發表文為了促進婦女解放工作，繼續就婦女問題發表文
章，於婦女報刊發表。章，於婦女報刊發表。



策動罷工策動罷工

19241924年年66月和月和99月，先後指揮和組織上海月，先後指揮和組織上海1414家絲廠家絲廠
共一萬多名女工的罷工，以及南洋煙廠工人的罷共一萬多名女工的罷工，以及南洋煙廠工人的罷
工，並獲得勝利。工，並獲得勝利。

發動組織和建立「婦女解放協會」，培養大批婦發動組織和建立「婦女解放協會」，培養大批婦
女幹部。女幹部。



視死如歸視死如歸

19251925底，前往蘇聯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底，前往蘇聯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
進入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工作。其後進行地下工進入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工作。其後進行地下工
作，主編黨刊物作，主編黨刊物《《長江長江》》。。

19281928年年33月，遭人出賣被捕入獄。月，遭人出賣被捕入獄。55月月11日，被押往日，被押往
江岸區刑場處決。行刑前遭抽打，仍無懼色，仍高江岸區刑場處決。行刑前遭抽打，仍無懼色，仍高
呼口號演說，慷慨就義。呼口號演說，慷慨就義。



解放婦女解放婦女  革新女學革新女學
（帶有革新思維的教育主張）（帶有革新思維的教育主張）



教育主張與實踐（一）教育主張與實踐（一）

要革新教育內容，推行婦女教育，是解放婦要革新教育內容，推行婦女教育，是解放婦
女的基礎，這是向警予的信念：「因為女子女的基礎，這是向警予的信念：「因為女子
解放，是要女子自己解放。不能靠男子解放解放，是要女子自己解放。不能靠男子解放
他們的。而第一要緊的就是教育，而女子有他們的。而第一要緊的就是教育，而女子有
了解放的覺悟、解放的要求，那解放的實了解放的覺悟、解放的要求，那解放的實
現，自然會來。」現，自然會來。」

在家鄉開辦漵浦女學，以進步方式推行男女在家鄉開辦漵浦女學，以進步方式推行男女
平等教育，注入新思維。同時，發表過多篇平等教育，注入新思維。同時，發表過多篇
關於教育文章，提倡打破傳統禁制，培養女關於教育文章，提倡打破傳統禁制，培養女
性具有獨立思維的平民。性具有獨立思維的平民。



教育主張與實踐（二）教育主張與實踐（二）

主張和實踐，歸納為：主張和實踐，歸納為：

男女共學：男女共學：當時學制規定，高小以後，男女當時學制規定，高小以後，男女
不能同校，其實扼殺女性就學機會。向警予不能同校，其實扼殺女性就學機會。向警予
要求學校打破，由中學至大學，增加女性學要求學校打破，由中學至大學，增加女性學
額。她的漵浦女學便是男女共校。額。她的漵浦女學便是男女共校。

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推行普及教育，促進女子平教推行普及教育，促進女子平教
育，讓女子覺醒為平民一分子，接受教育是育，讓女子覺醒為平民一分子，接受教育是
她們應得的。她曾在上海設立「平民女她們應得的。她曾在上海設立「平民女
校」。校」。



教育主張與實踐（三）教育主張與實踐（三）

女工教育：女工教育：「勞動婦女是婦女運動的主力「勞動婦女是婦女運動的主力
軍」，軍」，19231923年，她在上海創辦絲廠女工夜年，她在上海創辦絲廠女工夜
校，當時共有校，當時共有3030所。如在楊樹浦平涼路辦所。如在楊樹浦平涼路辦
的女子夜校，讓婦女接受女性解放、男女的女子夜校，讓婦女接受女性解放、男女
平等、反帝反封建、工人運動等內容。平等、反帝反封建、工人運動等內容。

出國求學：出國求學：女子要獲得解放，便需出外尋女子要獲得解放，便需出外尋
求真理。她便發起「湖南女子勤工儉學求真理。她便發起「湖南女子勤工儉學
會」，遠赴法國求學。會」，遠赴法國求學。



藉教育解放女子（一）藉教育解放女子（一）

革新思維：革新思維：推動摒棄舊學校一些箝制思想的推動摒棄舊學校一些箝制思想的
科目，轉而輸入新觀點，如現代科學、婦女科目，轉而輸入新觀點，如現代科學、婦女
解放、反帝反封建等內容。解放、反帝反封建等內容。

改革編制：改革編制：當時男女教育安排有別，男學生當時男女教育安排有別，男學生
有更多時間學外語、數學等科目，女子則要有更多時間學外語、數學等科目，女子則要
專修家事、園藝、縫紉等科目。向警予要求專修家事、園藝、縫紉等科目。向警予要求
「將帶特殊編制的女校編制、女校課程，一「將帶特殊編制的女校編制、女校課程，一
律廢絕，嚴格地採用最進步的編制和最完備律廢絕，嚴格地採用最進步的編制和最完備
的課程。」的課程。」



藉教育解放女子（二）藉教育解放女子（二）

提升自覺：提升自覺：女子要接觸新思想，得根除舊學堂培訓女子要接觸新思想，得根除舊學堂培訓
女子為「賢妻良母」的學風，要讓婦女明白讀書的女子為「賢妻良母」的學風，要讓婦女明白讀書的
目的和方法，不要「為娛樂而讀書或將來嫁一如意目的和方法，不要「為娛樂而讀書或將來嫁一如意
郎君而讀書」，而是要明白社會需要，要成為一個郎君而讀書」，而是要明白社會需要，要成為一個
能改造社會的人。藉教育提升女性自覺。能改造社會的人。藉教育提升女性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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