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妇女革命/妇女解放运动有“与男共舞”的传统。对于20世纪初叶的妇女，《女界
钟》是女界群醒与独立的历史标识；对于21世纪的我们，《女界钟》不失为一个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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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重建

从数字看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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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央：
观察并记录“生命气象”

身兼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成功作
家双重身份的格央，每个角色都很出
色。凭借优异的理工科成绩，走进西
藏自治区气象局；得益于读书打下的
文字功底，连续发表一百万字作品。
格央的写作素材几乎全部来源于西
藏妇女，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女人最
能激发她的写作欲望。她以深受传
统藏文化浸染的女性视角，观照不同
时期各行各业的藏族妇女，塑造藏族
女性的集体群像，引发人们对西藏女
性命运的深刻反思。格央说她最大
的愿望，是能写一部传世之作，希望
有一天，女儿能拿着一本书自豪地
说，这是我妈妈写的。

访谈印象

我爸爸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在当时西藏
的最高学府——布达拉宫学校毕业，解放以
后定为大专学历，是当时的最高文凭。爸爸
妈妈的年龄差距挺大，爸爸比妈妈大了19
岁，妈妈是后来才上的学，高中毕业。

1959年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时，爸爸二
十出头，在咸阳民族学院当老师。旧西藏，
有文化的都是贵族阶层，普通农牧民没有
机会读书，能当老师的大部分都是贵族出
身。没过几年，就赶上了“文革”，因为成分
太高，组织上让他到昌都的察雅县锻炼，妈
妈就在那里工作。 1972年8月12日，妈妈
生下了我。

我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好，藏族女孩子
学理科的不太多，但我数理化都挺好。1989
年参加高考，我那时在拉萨市一中，差不多
是拉萨最好的学校，我高考分数在西藏算是
高的了，后来考到南京气象学院。

毕业回来没有两个月，父亲就去世
了。虽然妈妈鼓励我继续读书，但我想，自
己大学刚毕业，父亲就去世了，我觉得还是
在家里照顾妈妈更重要，就没有去考研究
生。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可以，作文更好
一点，但是我还是喜欢理科。上大学后，会
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小小说，给《拉萨
晚报》投稿。自己的稿件变成铅字后，对写
作就越来越感兴趣了。

1996写的中篇小说《小镇故事》，投给
了《西藏文学》，编辑看了以后，让我再拿一
篇，一块儿发表，我就给他看《一个老尼的
自诉》，西藏文联的老师又给我的小说配了
篇评论。没想到《小镇的故事》获得了西藏
作协举办的“首届新世纪文学奖”汉语类一
等奖，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
的信心。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赴美
读研究生，跟我说美国大学里的中文教材
里就有《一个老尼的自诉》，这篇文章还被
翻译成英文、波兰文。配发的评论说我的
文字功底还算可以，但是思想上比较幼
稚，是可塑之材。

《一个老尼的自诉》写的是一个出身
在贵族家庭的女孩子，先是出家当小尼
姑，因为姐姐去世还俗，跟姐姐的未婚夫
结婚，然后就和这个人一起生活，生了几
个孩子，后来丈夫死了，老了以后她又出
家了。故事不太长，没有特别想反映什么
东西，就是觉得当尼姑是一种很好的生存
方式，第一是她有机会念经、学习；第二，
每天都能在寺院里过着很高尚、很纯洁的
生活，自己还积德了。

按照西藏的传统，一般的家庭都要有
人当尼姑或喇嘛，如果有两三个兄弟的
话，其中的一个肯定要去当喇嘛，要有两
三个女孩子的话，就会有一个去当尼姑。
现在城里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但在乡下
还算比较正常，以前的寺庙是可以随便接
受尼姑与和尚的，现在有名额限制，还要
申请，特别是像拉萨的一些寺院，比如布
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等条件特别好，想
去的人很多，不容易进。

从西藏传统生活习惯和方式来看，女
性肩负的东西要多一点，重要的东西不会
放在她身上，但很繁重的东西会放在她身
上。比方说，大厨师、大裁缝都是男的，在
牧区，家里的爸爸坐在帐篷里的垫子上搓
绳子，缝缝补补，倒是很多力气活要由女
人来干，因为女性比男性的地位低，重要
事情还是由男人来决定。

婚嫁方面也是这样，传统上昌都女孩
出嫁要有嫁妆，比如首饰、牛羊、服装等
等。藏族以前主要是游牧，很多财产都在
女孩子的首饰上面，家里有3个女孩子的
话，给这个女孩子一串珊瑚项链，另外的
两个女孩子也得给准备，要不然会在婆家
受气。如果家里有好几个儿子，可以选择
兄弟共妻，不用分家。这些都是写作素
材，我不觉得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不好，
既然这种婚嫁模式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这
么多年，就一定有它合理的方面。

西藏丰富的人文，特殊的生活方式，
西藏女人的特性，都会刺激我的创作灵
感。有些文章因为不太了解情况，虽然不
是刻意所为，但也有一些误导，比如把一
妻多夫写成特别不好的事情，如果大家换
个视角去了解，肯定更加全面。再比如天
葬，有些人认为很可怕，但从另外一个角
度看，就不一样。关于天葬的题材我写过
文化散文《天葬师》，发表在《西藏民俗》
上。

虽然写了一些和女性有关的文章，但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既然性别的差异自古
以来就存在，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应该是可

以理解和能够接受的，每一种性别都有自
己的弱点和优势，相对应的就有短处和长
处，让那些长处发挥好，短处得到谅解，两
性就能够和谐相处。

有民族特色的藏族妇女的生存状态
更能触动我，特别是农牧区的妇女，她们
具有山的性格，巨大的承载力，很能吃苦，
也很能忍受，写作会让我对西藏女性的命
运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希望我的作品会对
她们有帮助，至少有我对她们的理解在里
面，我的理解会和那些与我们生活不一样
的人有区别，会和这些妇女的生活更接近
一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男性题材让
我有写作冲动，虽然我也想写男性题材的
东西，因为这么多年，确实也看到一些东
西，但是没有达到要写的程度。

关注普通女性，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其
中一员，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我对她们都
很了解，我通过写作体会她们的幸福与痛
苦，快乐与激情，迷惘与奋斗，对爱的渴
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写作，我有
时会下去走走，除了阿里，西藏其他地方
我都去了。关注各类藏族妇女，与我在八
廓街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如果一直在单位
里生活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写作让我感到很快乐，作品以小说和
散文为主。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表了一
百万字的作品，在陕西太白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文化散文
集《西藏的女儿》，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雪域女性》……

1997年我的处女作《小镇故事》获得
西藏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新世纪文学
奖”，1998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
究新人奖”。2003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主
办的“第二届春天文学奖”入围奖。

我没想过成为专业作家，有东西可
写就写，没写的就不写，顺其自然。以前
有机会调到文联，后来想，做专业作家肯
定压力有点大，自己能不能做好还是个
问题，另外我觉得气象局这个单位还是
挺适合女孩子干的，还是比较喜欢干这
个专业。我现在做的工作叫决策气象服
务，就是给政府提供决策上的帮助。这
一块特别重要，预报出来后，要给政府写
很多建议材料，说明未来的天气情况及
具体措施，哪里会有泥石流，哪些地方要
防范霜冻，应该怎么应对等等。其实，是
不是有暴雨，对大多数百姓来说，顶多是
带不带伞的问题，但这对基层很重要，比
如县和村庄。我们把材料汇报给政府，
政府会提出具体措施，帮助基层渡过难
关。这些年，经常有异常天气，工作量越
来越大。我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把
材料送到林业、防汛抗旱、民政、交通等
职能部门，他们会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
决策安排和部署。

我现在是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以气
象局的工作为主，业余时间写作。我很喜
欢气象局的工作，和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写作没有什么帮助，但也没有妨碍我的
写作。气象站的工作有退休年龄，而写作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的愿望就是写一本好书，是那种真
正意义上特别好的书，大部头的能够传世
的书。也有出版社的编辑和我说，好好写，
然后抱个大奖，但我对他说，我对奖不是特
别感兴趣，我也不适合写那些东西，我想写
的书即便不得奖，但大家都爱看，我自己也
觉得好，希望能留下来，我的女儿以至于更
下一代都喜欢看，希望她以后会很自豪地
跟别人说，这是我妈妈写的书。

■ 本报记者 金勇

“第6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
质量调查”结果于近日揭晓。此
次调查由《中国妇女》杂志社与
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策划实
施。调查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
收有效问卷1024份，有效回收率
为97.52%。被调查者的平均年
龄为 36 岁，其中已婚占 70.8%，
未婚占25.3%。被调查者受大学
本 科 及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的 占
51.4%。调查兼顾了我国东、中、
西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长沙、
成都、大连、哈尔滨、兰州、宁波
和太原十个城市。

城市女性个人收入
近5000元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城
市 中 女 性 个 人 月 均 收 入 为
4900.7 元。广州最高，为 11200
元；其次是上海，7838.9 元；第
三是北京，6952.8 元；最低的是
兰州，2733 元。城市女性家庭
平 均 月 收 入 为 13700 元 。 其
中，广州家庭的月均收入最高，
为37900元；其次是上海（20100
元）；第三是北京（17000 元）。
城市女性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的平均比例达 35.8%，其中，
兰州女性对家庭总收入贡献最
大，达到 46.3%；成都女性紧随
其后，为 46.0%；北京女性位居
第三，为40. 9%。

有 36.6%的被调查者对个
人及家庭收入感到满意。与上
年相比，42.0%的城市女性收入
有增长，其中“有所增加”的占
39.7% ，“ 增 加 了 许 多 ”的 占
2.3%。而十个城市被调查女性
期 望 的 个 人 月 收 入 平 均 为
10000 元，有 29.7%的城市女性
对未来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质
量持乐观态度。

六成多城市女性
对工作感到满意

在对城市女性工作满意度
的调查显示，有61.7%的被调查
者对现在的工作感到满意，其中
13.4%的被调查者表示“很满意”；
48.3%的被访者表示“比较满意”。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85.3%
的被调查者感到有工作压力。
其中，觉得“压力较大”和“很
大”的占到 33.6%。在 31 岁～
40 岁被调查者中，感到工作有
压力的人数比例高达 89.8%。
面对压力，65.3%的被调查者表
示能够承受压力。

调查发现，女性工作压力
的三大来源分别是“工资低于
期望值”、“职场竞争激烈”和

“工作强度大”。其他工作压力
依次为“升职困难”、“无法充分
发挥自己的能力”、“事业和家
庭难以平衡”以及“人际关系难
以处理”等。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城
市女性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8.4
小时，其中个体经营者、自由职
业 者 工 作 时 间 最 长 ，为 9 小
时。在被调查城市中，北京受
访者超时工作最甚，其次是哈
尔滨和太原。

31岁～40岁的城市
女性最幸福

在本次调查中，有71.1%的
被调查城市女性认为自己生活
幸福，其中感到“很幸福”的占
到 18.7%，感到“比较幸福”的

占到 52.4%。这里面，年龄在
31岁～40岁城市女性感到最幸
福；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收
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家庭收
入与女性幸福感关系密切。

最让城市女性幸福的事，
分别为“家人健康”、“家庭和
睦”、“孩子健康成长”，选择这
三 项 的 人 数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84.5%、76.5%和 53.5%，由此显
示家庭依然是女性幸福的源
泉。按照被调查者幸福感得分
排序，太原、广州、长沙是幸福
感最强的三个城市。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城
市女性最焦虑的三件事分别是：

“物价上涨”（78.2%）、“买不起
房”（39.9%）和“家庭收入低”
（29.4%）。

另外，历年调查结果显示，
城市女性对其居住环境的评价
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本次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对居住
环境评价最低的是北京，其次
是兰州，第三是哈尔滨。

城市女性生活质量
总体评价指数为79.2分

本次调查沿用了以往由被
调查者按照自己的生活居住状

况和感受的模式，对7项指标进
行评价的数据采集方式。在本
次调查中，十个城市女性生活
质量 7 项指标的感知评价指数
排序为：第一，感情幸福，家庭
和睦（86.2分）；第二，自己及家
人身体健康（85.5分）；第三，热
爱生命，热爱生活，精神生活充
实（83.6分）；第四，生活所在地
的治安良好，社会安定（76.5
分）；第五，有一份能体现自己
价值的工作（72.9分）；第六，自
己及家人收入增加（70.6 分）；
第七，有一个远离各种污染的
居住环境（68.3分）。

从排序中可以看出，十个
城市女性总体生活质量呈现较
好状况，生活质量主观评价分
值为 79.2 分。其中，主观评价
指数最高的三个城市是太原、
广州和长沙。

展望未来，有59.9%的被调
查者期望通过“增加收入”来提
高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其
他 期 望 还 有“ 买 得 起 房 ”
（15.0%）、“缩小贫富差距，构建
和谐社会”（9.5%）、“改善城市
环 境 ”（7.7%）、“ 看 得 起 病 ”
（3.9%）、“改善社会治安状况”
（2.2%）等。

七成以上女性认为自己生活幸福
女性最幸福三件事：家人健康、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
女性最焦虑三件事：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家庭收入低

1898年，维新革命失败了。
两年之后，它所播下的“兴女学”、

“戒缠足”的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
的火种，为庚子国难激起的妇女
革命热情再次点燃，形成星火燎
原之势——20世纪开端的女界，
便如一座洪钟被敲响了。

敲响这“女界钟”的，是一个
叫金天翮的男人。

1903年在上海刊行的《女界
钟》，是中国妇女思想史上最早
的一本系统全面阐述女权革命
理论的小册子，作者“爱自由者
金一”即金天翮（1874~1947年），
江苏吴江人，是《孽海花》前六回
的作者，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
的译者，还著有《论写情小说于
新社会之关系》等。金天翮之所
以“苦口陈辞而著此《女界钟》”，
是出于痛感“二百兆同胞姊妹”

“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
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按
照柳亚子先生当年的说法，金君
面对令人无比沮丧的“我中国女
界之现象”，想把这样一本书作
为“欲觉之晨钟”，敲醒沉睡在

“春眠潦倒，妖梦惺忪”中的二万
万女同胞。

这“晨钟”，是真的像柳亚子
赞颂的那样“应时而响”吗？

这小册子，真的如柳先生所
预言的将成为照亮“女界黑暗狱”
的光线，抑或是“女界革命军之前
驱”、“女界爆裂丸之引电”吗？

一旦敲响这座“女界钟”，又
是否如柳亚子坚信的那样——
不出十年，苏菲亚式的中国女英
雄便会接踵而至？

是的！《女界钟》震响之后，
中国女界很快就从“春眠”及“惺
忪”状态中群醒了。在20世纪最
初的15年间，涌现出了一批金天
翮所寄望的“张女界之革命军，
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
吐辞”的妇女革命领袖、活动家，
特别是秋瑾式的中国苏菲亚们，
不仅彰显出前所未有的“女界爆

裂丸”威力，刷新了古老中国陈
旧的女史记忆，更让所有的男人
和女人须仰视才见。

随着《女界钟》的全面敲响，
书中的“女权”、“女界”概念得以
广泛传播，使得20世纪初年的中
国妇女革命思想开始拥有自觉
而明确的权力意识与性别营垒
界线，妇女解放运动也因此有了
独立发展的保证。

那么，《女界钟》具体敲响了
什么呢？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敲响了女子道德的
“欲觉之晨钟”——以“爱国与救
世”的公德，召唤女界丢掉个人
私德，向苏菲亚学习，用妇女的

“纤纤之手，扶住江山”，成就女
英雄、女丈夫大业。

第二，敲响了女子品性的
“欲觉之晨钟”——把“活泼机
警，英爽迈往，破徐迷信，摆脱压
制”作为女子最重要最可贵的品
性，并指出：20世纪是女权的时
代，“新中国之女子”应该具备与
封建旧女子完全不同的品貌，只

有摆脱“缠足之害”、“装饰之
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
才能真正“享平等之生涯，葆千
金之价值”。

第三，敲响了女子教育的
“欲觉之晨钟”——以培养“新中
国之女子”为宗旨，提出了全新
的并具有开创意义的女子教育
目标和方法：把她们教成高尚纯
洁完全天赋之人；教成摆脱压制
自由自在之人；教成思想发达，
具有男性之人；教成改造风气，
女界先觉之人；教成体质强壮，
诞育健儿之人；教成德性纯粹，
模范国民之人；教成热心公德，
悲悯众生之人；教成坚贞激烈，
提倡革命之人。

第四，敲响了女子权利的“欲
觉之晨钟”——明确提出应当恢
复六种女子权利（入学的权利，交
友的权利，营业/就业的权利，掌
握财产的权利，出入自由的权利，
婚姻自由的权利），特别在女子的
入学权利上，否定了维新派相夫
教子的女学思想，把女子读书获
取知识、成为有用之才（“能办
事”），提升到女权的高度。

追究起来，金天翮在书中能
这么大胆地“张独立、自由、平等
三色之徽帜，以祝我中国女权之
万岁”，离不开充满资产阶级革命
激情与英雄主义的时代语境，是
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知识与观
念更新、积蓄和成熟的体现。另
外，《女界钟》的敲响，还与1902~
1903年间马君武对西方女权理
论的译介有直接关系——1902
年，马译本《斯宾塞女权篇》已在
社会上流传，其中有关妇女“应与
男子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妇
女可操政治权”的观念对思想界

产生很大影响；1903年，马君武在
《新民丛刊》上发表的《弥勒约翰
之说》，专门介绍了西方世界关于
女权问题的主张，向国人输入了
女子应该完全拥有教育权、经济
权（同等的就业机会与同工同
酬）、政治权、婚姻权、公民权的民
主思想。从时间上推算，金天翮

“竭四星期之力”完成的《女界钟》
就在此间。

一个多世纪后捧读《女界
钟》，依然能感受到它当年“敲响”
及“震响”的冲击力度，只是，如今
敲击或震动心灵的并不是我们早
已悉知的那些女权思想，而是作
为男人的金天翮炽烈到极致的激
情与信念，他说：20世纪新中国新
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
瞑。愿吾同胞亦死不瞑。

面对这样的话语，相隔百年
时空，我们该如何与金君对话
呢？又该怎样向这位“女界卢
梭”解释现如今女性的某些麻木
或失落、懈怠及退步呢？

对于21世纪的我们，《女界
钟》不失为一个警钟；对于20世
纪初叶的妇女，《女界钟》是女界
群醒与独立的历史标识；正如女
豪杰林宗素当年所感慨的，金天
翮是“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他以
这本书来鞭策女界“由学问竞争
进而为权利竞争”，怎能让妇女
们不佩服他呢？

中国的优秀男人，很了不
起。或许为此，中国的妇女革
命/妇女解放运动有“与男共舞”
的传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所研究员，主要著作《睁着眼
睛的梦》《空前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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