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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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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不仅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序幕，也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伟大开端。中国妇

女运动在经受了辛亥革命失败后被压制、被摧残的惨痛历程后，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

国的政治舞台上。在上海妇女界，以女学生为先锋，上层知识妇女与女工乃至青楼女子，

都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妇女觉醒与争取解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

五四运动；上海；妇女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上

海。1919年5月6日，上海各报纸开始报道北京

学生斗争的情形，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并立

即积极响应。各学校、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

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释放被捕

学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

贼，拒签巴黎和约。上海地处沿海，是中国经

济文化的中心，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影响

颇深，因此，各界妇女（尤其是知识妇女）的

思想较内地开化。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上

海妇女异常活跃。

一、五四运动在上海妇女界的展开

首先是女学生最早走出校门与男校学生一

起活动。5月7日，上海民众两万余人在西门外

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家手拿白旗，旗

上写着“争还青岛”“讨伐卖国贼”“挽回国

权”等等，全场白旗招展，秩序井然。神州女

校高小以上学生两百多人，还有民生女校和中

国女子体操学校等数百名女学生参加。会后游

行到外滩长浜路口，被英国巡捕阻止前进，她

们才返回学校。

5月9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

全市各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商店也停业，贴出

通告：“国耻停业一天。”当日，学生们整队

到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的人声泪俱下，听

讲的人也十分激动。女学生们多数在校内沉痛

地召开国耻纪念会，有的学校还邀请学生家长

及亲友参加。在纪念会上，校方鼓励同学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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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是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大事，要担负起救

国的责任，“顾神州之名，思神州之意”。神

州女校学监舒惠贞演讲《亡国女子之悲观》，

介绍朝鲜亡国后妇女的悲惨遭遇，学生们听后

深受感动。神州女校还在纪念会上提出“抵制

强权之方法”两条：“（一）使用纯粹的国货

或西洋货；（二）青岛未争回以前，同学应从

良心上觉悟合群，为国中团体之后盾。”养性

女校的学生们，经过讨论，拟定了办法五条：

“（一）国民誓与青岛共存亡；（二）群起为

北京学生之后盾；（三）声讨卖国贼；（四）

电巴黎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代表对此次

交涉勿草率签字；（五）预备外交决裂之对付

实力。”并将这五条通电全国，以扩大影响。

接着校长演讲，要求学生们不要只有五分钟的

热情，一定要坚持到底，还希望学生们把五条

办法转告父母和周围亲友，鼓励他们参加爱国

运动。

此外，五四运动之始，西福致里名妓妙莲

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又写下“敬告花界同

胞书”，分发各妓院。于是，花界按此纷纷行

动，投身到运动中来。她们有的自编爱国歌、

抵制日货歌、声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吸引

路人驻足聆听喝彩。有的在街头设茶点休息

所，招待游行示威学生，并书一告示：“学生

爱国热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备箪食壶浆，为

君解渴充饥。并非沽誉钓名，不过稍尽绵力。

妓界泣告！”待到运动发展到罢市之时，她们

又积极响应罢市，停止歌宴，拒绝接客。是

夕，一群官吏来到东亚酒楼飞笺招妓，被招之

妓在笺后答之曰，“国事多难，无心应招”。

大文人杨尘因闻之撰文叹曰：“古诗云‘商女

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今于‘商

女’二字，已换成‘官吏’矣！”[1]

二、早期的上海妇女团体

为了更好地推动五四爱国运动，一部分学

生提出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得到许多

学校学生的赞同。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

立。入会的有四十四个学校的学生，其中女校

有上海女子中学、中西女塾、神州女校、启秀

女校、博文女校、勤业女子师范、城东女校、

崇德女学、清心女学、南洋女子师范、爱国女

学、民生女学等十四校，都按照学联章程分别

成立分会。[2]

上海学联成立后，邀请了三名女教师和八

名女学生担任学联的联络、宣传工作，破除了

旧社会认为男女不能在一起工作的封建思想。

此事在全国有开先例的影响。紧接着，《民国

日报》和《大陆报》公开发表了两封女学生来

信，号召更多的男女学校参加学联。信中有这

样一段话：“这次中国女学生参加罢课运动，

是女学生第一次参与社会活动。数千年来，中

华女子终身禁锢家庭……数十年来，女学生为

社会上之一种附属品，未尝表示何种活动，亦

未尝对男子有何协助，今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

立，全市有六十一个女学堂，而加入学生联合

会的只有十四校。加入学生联合会，可以破除

男女在一起为不正当之迷信。”[3]这无疑是一

种可喜的现象，为妇女解放展出一幅广阔的前

景。

女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上海各界妇

女。上海有相当一批上层知识妇女也满怀爱国

之心纷纷组织团体，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当

时的妇女团体有女子救国团、女子救国会、世

界女子协会，7月间，又成立了女界联合会。

这四个团体中，女界联合会比较活跃，负责人

为钮永建夫人（会长）、李果（副会长，博文

女校校长），还有徐宗汉（黄兴烈士夫人）、

程孝福等。女子救国会由朱剑霞等人组成，朱

是与秋瑾女士同时代的人，当时是勤业师范校

长。女界联合会和女子救国会这两个团体，因

李果、朱剑霞两人是校长，有不少女学生参

加。上层知识妇女有的曾受辛亥革命的影响，

有的受过西方的教育，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此这些妇女团体成立后比较稳定。她们主要

的活动是组织女学生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

货，兴办平民教育。在工作中，知识妇女表现

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其

中，上海女界联合会副会长李果因工作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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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出演讲中又遇风寒，不幸患肺病死于五四

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界人民为她开了追悼

会。上海妇女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

的精神感人至深。

三、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和天津的学生组

成学生代表团，到各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爱国

运动。5月中旬，京津学生代表团（其中有黄日

葵烈士）到上海串联，上海学联、国民大会上

海事务所、上海报界召开欢迎会。会上谈到北

京军阀政府继续蛮横地镇压学生运动，以及北

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的事。上海学联就此事

发表宣言，限政府于5月15日起的一星期内，对

挽留蔡元培校长和保护大学尊严作出满意的答

复，否则全体学生罢课。到5月26日，由于还得

不到答复，在上海学联号召下，实行总罢课。

5月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举行

罢课宣誓典礼，誓词中说，为挽救国家危亡，

不顾生死，决心坚持到底，会场内的男女学

生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参加宣誓的

共五十二校，其中女校有十四所，学生共两

万五千人。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很长，从头至

尾，走了两个多小时，步伐整齐，精神严肃，

路上行人见了，都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所感动。[4]

罢课以后，上海学联进一步推动商界抵制

日货，有些学校组织宣传队，有些学校组织义

勇队、纠察队，有些学校组织调查部。务本女

校学生联合分会致商界同胞书中说：“沪埠辽

阔，日货充溢，或因血本攸关，意存观望；或

因租界保障，依旧经营；亦有名为抵制，暗中

出售；号曰国货，实杂日货……望爱国君子，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自立之国民，毋作

他人之奴隶。”博文女校学生举行救伤及看护

练习，还将手工艺品在先施公司拍卖，作为活

动经费。其他爱国女校、圣玛利女校、神州女

校、中西女塾等，也积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5月31日，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开会，

追悼郭钦光烈士。郭钦光是北大学生，在五四

运动中，与军警斗争，呕血而死。当天，男女

学生都戴一样的白色布帽，不戴东洋草帽。这

两万多顶白布帽，就是中西女塾、清心女校等

十四所女校学生缝制的。参加追悼会的共有

八十二所学校，其中女校二十三所。[5]京津代表

许德珩等也出席了大会。各代表演说后，由女

生唱追悼歌，会后集体游行，学生们又向各商

店宣传罢市，市内大小商店也下半旗致哀。

正在商界对罢市犹豫未决的时刻，传来了

6月3日北京政府逮捕和殴打大批学生的消息，

上海工、学、商各界人民十分愤怒。学联为

了动员商店罢市，由各校同学到商店去，挨家

挨户，要求商人签名罢市。在动员罢市中，学

生们在街头宣传，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6月4

日下午，有一千多商人在南市商会开会，被反

动军警强迫解散，上海商界的怒火再也制止不

住了，6月5日实行罢市。各商店门前都贴上白

纸，写着“罢市救国”“商学一致”“挽救学

生”“政事颠倒无心经营”“不惩办卖国贼不

开门”等等。

6月5日，全市商店罢市的消息传来，工人

们纷纷举行政治罢工。这天上午，曹家渡日本

人办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纱厂

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

的口号，一拥出厂，揭开了上海工人罢工的序

幕。下午，浦东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的

工人一律罢工，跟着罢工的有叉袋角的内外棉

纱厂工人。当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时，日本资本

家阴谋破坏，在男工人出厂后，就立即把大门

锁上，他们以为女工逆来顺受，软弱可欺，强

迫女工照常上工，女工不答应，吵着要出厂。

厂外的男工知道了，立刻聚集一百多人把门撞

开，放出了女工。日本资本家在愤怒的群众面

前，吓得躲藏起来。[6]同一天内，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的男女印刷工人也实行罢工。浦东

陆家嘴英美烟草公司烟厂新老两厂的男女工人

约五千人，自商店罢市以来，就准备罢工。这

个厂的大班亲自出面阻挡，工人们推代表回答

说：“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府助桀，痛心国

难，实无心工作，决定罢工。”[7]

“三罢”期间，女学生情绪激昂，由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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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发起，组织了女学生联合会，参加的有务

本女校等十六所学校的女学生，推举爱国女校

分会会长王英华为主席。各校组织演讲团、红

十字救护团以及工艺团等，到社会上展开爱国

活动。民生女校学生带着一千多张传单，到南

翔演讲，有听讲的人当场将头上戴的日制草帽

拿下来撕毁了。坤范女校学生分四队到吴淞、

川沙、江湾等乡镇演讲。勤业女师学生为了保

证爱国宣传活动顺利进行，派纠察队带着食物

水果等，送给在外游行或纠察的学生当午饭；

此外又每日分上下午两批出发，到法租界和公

共租界维持秩序，散发传单，在烈日下进行宣

传演说。在暑假中，女学生们还举办游艺会，

演出新戏为学联募捐，作为活动费。圣玛利女

校举办了一次游艺会，排演新戏，卖票收入

一千三百元，统统捐助会费。其他女校也积极

演出，十分活跃。[8]

从“五四”到“六三”，男女学生共同战

斗，受到社会上的赞扬。10月14日，上海《时

报》在时评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男女一同做

事》，号召进一步破除男女界限，推动社会进

步。

此外，在“三罢”期间，女界联合会经常举

办家庭演讲会，内容有爱国教育、女子觉悟、

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等等。李果、程孝福等

负责人也经常参加演讲，还同别的妇女团体联

络友谊，交流情况，互相支持。当时女界联合

会还编有一个会刊，及时发表活动情况。女子

救国会将会员分成五组，到各处演讲，分发传

单；世界女子协会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伸张正

义。

四、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在五四运动的

推动下，上海的妇女运动不断发展。除了上面

叙述的情况外，还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义务

教育的兴办，二是妇女刊物的崛起。

1919年7月，暑假开始，五四运动取得胜

利后，上海学联成立了“国民义务教育团”，

为失学工人开办义务教育学校。这是知识分子

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开端。

这个团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开办义务教育学

校，只招收失学的工人、店员。为了他们上课

方便，把学校设在工厂附近，上课时间为每天

下午工厂放工后一小时，课程内容主要是浅近

的国文和算术，使工人、店员学会写算，教员

由各校男女学生担任。学生一律不收学费。除

了到校上课外，只要工厂工人有二十人以上要

求学习，就可以向义务教育团申请派教员去上

课。当时，圣玛利女校的俞庆棠（女）、中西

女塾的俞素青（女）都是义务教育团的委员。

各女校学生对学联发起办义务教育，都热情

支持。民生女校利用暑假开办义务补习班，规

定年长失学和没有经济条件上学的人，一律不

收学费。民国女子工艺学校在暑假后开办义务

补习班，同时附设工厂，既可制造国货，增加

市场供应，又可开辟财源，供活动和解决学生

生活困难之用。勤业女子师范积极筹备开办职

业义务学校，共设两班，一班是国民义务教育

小学班，只要有志读书而家庭经济困难的，都

可以免费入学；另一班是工艺学习班，聘请高

等技师传授缝纫机织、中西刺绣、花边抽纱等

手工艺，一律不收学费。

女界联合会对提倡义务教育十分热心，会员

们多次开会讨论，成立了义务教育组，选出会

员九人担任义务教员，推选程孝福为主任。规

定儿童教课内容与国民科（小学）相同，修身

课用谈话方式，算术多学珠算，年龄大的失学

女生，还分班教她们谋生的技能，同时了解她

们的家庭情况，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女界联合

会办的义务学校，受到群众欢迎，后来扩充为

一、二两校，并开办一些工厂，使贫民子女既

能读书，又有工做，解决了他们的读书和谋生

问题。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上海出版的妇女

刊物迅速增多，发表的文章大都与妇女运动有

关，对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当时比较重要的妇女刊物有《新妇女》

《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六种。《新妇

女》是1920年1月务本女校的五位教师创办的。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11月号
34



人数也比较多。[9]中国妇女最早进入社会所从

事的职业是工人，稍晚出现的是教师和医生。

中国最早的女教师是在日本留学学习师范的女

留学生们，之后，女店员、女招待等职业也相

继面向广大妇女开放。这样不仅使女子有了摆

脱男权压制、束缚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她们的

头脑中，或多或少吹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

风，产生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一批先进分子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开始踏上解救中华民族、

解放妇女大众的革命征途，率领中国妇女前仆

后继，英勇奋斗，加入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洪流。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

新纪元，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展开了一幅崭新的

画卷；而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妇女无疑是其中的

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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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研析

《妇女声》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1921年12

月开始出版的，当时为这个刊物撰写文章的有

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李达等

人。还有两位女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一个是

王剑虹，湖南人，曾在上海平民女校读过书；

另一个是王会悟，据她说，当时这个刊物由李达

领导，凡是重要稿件都送李达审阅。

（二）历史局限性。值得指出的是，五四时

期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也没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因此仍未脱出

自发斗争的阶段。从女工实际觉悟看，还没有

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对自身的解放，也

还提不出更自觉更远大的要求。劳动妇女成为

妇女运动的领导与主体，还需要有一个启发教

育的过程。 

此外，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关于

妇女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的状态，并未形成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其中，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传播较广，为多数知

识青年所接受，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

一种进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理

论作为一种思潮，仅仅在少数先进分子中得到承

认和传播。当然，这种少数是暂时的，历史很快

便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只有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妇女取得真正的解放。

五、结语

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1914—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

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长

期被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所压抑、排斥的中国

民族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

随之迅速壮大。其中，女工人数占相当大的比

例。1915年，在轻工业生产中的女工就达到

24.5万人；1919年，女工在全体职工中占到

44.7%。中国女工又相对集中于江浙一带的织染

工业。江苏（包括上海）一省女工就达14.3万

人，占全国女工总数的近60%，占本省工人的

73.7%。其中从事织染工业的有14万人，在织染

工人中占46.7%，化学工业、食品工业中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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