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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女权运动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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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世俗国家的土耳其,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在男性支配生活的社会中,土耳其

妇女并没有获得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土耳其在探索西方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同时, 也为土耳其妇

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土耳其妇女的觉醒。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坦志马特改革, 并没有使女性

获得自由,女权主义者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开展了解放运动。共和国时期的国家女权主义,在国家

的推动下, 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妇女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20世纪 80年代, 女权主义者开展了一场

追求自治的运动,土耳其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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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俗国家的土耳其,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

者。在土耳其的妇女身上, 深刻地反映出土耳其社

会的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伊斯兰教

的深刻影响下,在男性支配生活的社会中,土耳其妇

女并没有获得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奥斯曼帝国的坦

志马特改革和共和国的凯末尔 ( K em al)改革, 在探

索西方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同时,也为土耳其妇女

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土耳其妇女的觉醒。在

全球不断汹涌的女权运动的浪潮下, 20世纪 80年

代,土耳其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女权运动

奥斯曼帝国后期出现过两次现代化改革, 一次

是坦志马特 ( Tan Zhi- M att)改革 ( 1839) 1876) ,另

一次是青年土耳其时代 ( 1908) 1919)的改革。奥

斯曼帝国时期的改革精英在寻求军事、司法和教育

改革的同时,也寻求着妇女的解放。他们关注一夫

多妻制、妇女教育、妇女的面纱以及性别的分隔等社

会问题。坦志马特改革为土耳其妇女开辟了一个接

受新式教育、谋求新的社会职业的新时代。青年土

耳其时代的改革, 扩大了土耳其妇女在社会事务和

社会生产中的参与机会。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最终

结束时,土耳其的广大妇女已经获得了较多的教育

和就业机会,在家庭和婚姻方面的部分权利也有了

法律保障。在政府的干预下, 传统社会对妇女的控

制已开始放松。这些权利的获得, 一方面是帝国精

英们的改革带来的,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女

权运动的结果。

早在坦志马特改革的时代,土耳其的家庭、婚姻

和妇女问题已经引起了青年奥斯曼党人的注意, 他

们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了这种关注。易卜拉辛#邢
纳西 ( Ibrahim. T inN ax i)于 1859年写的一部讽刺剧

5诗人的婚礼6,被认为是土耳其最早反对包办婚姻

制度的文学作品。另一位青年奥斯曼党人纳米克 #

凯末尔 (N am ink. Kema l), 在他主办的报纸上抨击婚

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呼吁关心奥

斯曼妇女,改革她们的教育等。在这一背景下,社会

上出现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就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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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年土耳其时代, 这一讨论随着相对自由环境的

到来,变得更加激烈了。伊斯兰保守主义者针对戴

面纱、多妻制和离婚问题等坚持其不妥协的立场,而

西化主义的激进分子则在这些问题上谴责伊斯兰

教,要求彻底改革家庭立法
[ 1]
。

青年土耳其时代之前,土耳其没有出现过有组

织的妇女运动。 1908年宪法恢复后, 资产阶级民主

有所发展。在这种条件下, 土耳其的妇女运动开始

进入了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阶段
[ 2 ]
。 /妇女发展

协会0 ( Teali- i N isvan Cem iyi), /保护妇女权利协
会 0 (M udafaa- iHukuk- i N isvan C em iyeti), /当代

妇女协会 0 ( Asri Ksd in Cem iyeti)等组织都建立起

来。此外,这个时期也创办了一些妇女杂志, 如 5妇

女 6 ( Kad in lik)、5妇女世界6 ( kad in lar Dunyasi)等。

这个时期女权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争取和保护妇女的

以下权利:参加有偿工作、接受教育、去娱乐场所、自

由上街,以及与男性交往的自由等。废除一夫多妻

制和对丈夫离婚权利的限制要求,在 1917年的家庭

立法中部分得到实现。

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中, 妇女对自身解放的

期待是很高的, 但是改革实施后, 她们有些失望。

5妇女世界6和5妇女6杂志上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

贤妻良母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健康和时尚。这些杂

志,代表了改革者关于妇女的新观点,诸如成为良好

的受教育的家庭主妇和受教育的母亲。在奥斯曼帝

国灭亡之前,妇女的主要职责局限于家庭。尽管受

过教育的妇女已开始抵制奥斯曼的家庭体系, 但是

她们的主要论点仍然没有挑战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

这一身份。这些杂志没有关注她们反对妇女从属地

位的声音。然而,也有一些文章讨论关于妇女解放

方面的话题,通过表达她们的失望来批评改革的局

限性。这些讨论在有文化和受教育的妇女中引发了

新的关于妇女解放的辩论 ) ) ) 不是单纯的解放,而

是妇女获得自由的解放。在这期间, 女权主义者的

思想受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都

强调对妇女进行教育, 她们认为教育是妇女进步的

关键。

具有改革精神的政治精英和青年奥斯曼党人在

推动女权主义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伊

斯兰教法 ( Sharia)规定男子, 尤其是上层男子, 可以

拥有四个妻子,离婚自由, 对妇女拥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这些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应该彻底改变

这种状况。当谈及配偶的选择和幸福的婚姻时,一

些受过教育的男性渴望为幸福的婚姻和友谊选择妻

子,而不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子。这些男性立志把旧

的、不公平的习俗抛弃掉。

二、共和国时期的国家女权主义

尽管土耳其的现代化历史始于 18世纪的奥斯

曼帝国,但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改革却是 1923年土

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所进行的改革, 包括 1926年和

1930年间作出的那些改革。穆斯塔法 # 凯末尔

(M ustafa Kemal)和他的战友们努力追求创造一个

新的国家模式:资本主义作为它的经济结构,民族国

家和民主作为它的政治结构, 世俗主义作为它的文

化基础
[ 3]
。这些新思想与伊斯兰生活方式格格不

入,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上

的影响。共和国的现代化, 除了采用新技术和新制

度外,对具有爱国精神的妇女进行教育也成了现代

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女权运动, 很

大程度上是在国家的推动下获得发展的,所以共和

国时期的女权运动被称为 /国家女权主义0。
在独立战争期间,广大的土耳其妇女为民族的

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共和国的

目标是达到西方的文明,这就要求男女一起工作,共

同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为使妇女作为共和国的现

代女儿出现在公共领域, 教育是使妇女现代化的最

重要的工具。通过教育,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使她

们成为有教养的妻子和能够启蒙孩子的承担者, 用

所学的科学知识为共和国培养聪明、健康的孩子。

阿塔图尔克 ( A taturk即 -国父 . , 系土耳其议会授予

穆斯塔法 #凯末尔的称号 )强调妇女作为专业人员

的发展与她们的家庭作用具有同样的意义。在

1923年 3月, 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敌人说土耳其

不能被认为是文明的国家是言之有理的,因为国家

是由男女两部分人组成, 让国家的一部分人闭上眼

睛, 而使另一部分人前进, 这能使整个民族进步吗?

前进的道路必须由男女一起踩出来挽臂而行。0 [ 4 ]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妇女是作为妻子和母亲被

教育,而在共和国时期, 她们是作为爱国的公民、共

和国的现代女儿来接受教育。两个阶段都强调具有

启蒙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妇女

没有在诸如一夫多妻制、离婚、继承和监护权等这些

问题上获得更多的解放。在 1917年到 1926年间,

土耳其没有民法。 1924年, 制定新民法的准备开始

了, 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反对态度和行政的困难,这些

准备进展缓慢。从事制定民法典的委员会试图使

1917年的家庭法合法, 提出女孩 9岁、男孩 10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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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年龄,使一夫多妻制合法, 给男子无限制离婚的

权利,而妇女仅仅在一些情况下才有这些权利。直

到 1926年瑞士民法典的采用,这些规定才被视为非

法。在这个过程中, 妇女消极对抗使她们处于从属

地位的企图是女权主义者寻求解放的重要表现。

土耳其共和国在妇女问题上取得进展是在

1924年和 1925年一系列世俗化改革 ) ) ) 废除哈里
发 ( Calipha te)、改革宗教教育、由国家控制宗教财

产、取缔各苏非教团等之后实现的。 1926年民法大

量吸收了瑞士民法的内容, 被认为是土耳其妇女解

放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 5]
。根据这部用以取代延

用了几百年的伊斯兰教法 ) ) ) 沙里亚 ( Sharia )的法

典,广大妇女在所有的民事方面享有了与男子同等

法律地位的权利,同时还自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确

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该法律消除了奥斯曼帝国

时期存在的对妇女歧视的一些条款。一夫多妻制成

为非法,妇女获得了离婚的权利,婚姻不必经过宗教

认可, 继承权上男女平等。不过,该法典虽然清除了

伊斯兰教的影响,却保留了封建家长式的父权制残

余,如它认为每个家庭的户主应该是男子,而不是妇

女;劳动分工的原则是女主内男主外,妻子外出工作

需经丈夫同意。同时, 婚姻的年龄必须根据习惯来

安排。 1938年 6月,规定男子的结婚年龄为 18岁,

女子的结婚年龄为 15岁。尽管改革鼓励妇女参与

公共领域,但是改革很少涉及私人领域。另外,这时

的妇女也只是通过民法保证自己的民事权利, 至于

其政治权利却还未通过有关法律得到保障。

直到 1930年市政选举和 1934年全国大选,广

大的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政治上取

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法律地位。在 1926年和 1934年

间,妇女努力获得了投票权,她们建立了政治性的土

耳其妇女联合会 ( TurkishWom en. s Federat ion), 在

政治领域代表了妇女的需要。但是在 1927年和

1931年的选举中, 她们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

1935年她们的领导被解职了,联合会新的领导宣布

该会仅仅参加慈善活动, 因为妇女已经获得了她们

要求的权利, 不需要为政治要求作进一步的斗

争
[ 6]
。在 1935年, 18名妇女在大选中当选, 开始进

入议会。在共和时代妇女在议会占据了 415%的议
席,而在 2002年她们的席位是 414%的比例。

在男女同校教育的教育体系下, 女性接受教育

的机会增加了。 1927年第一个女律师出现在法庭

上,随后第一个女法官和检举人在 1930年也出现

了。在 1930年、1933年、1934年, 妇女在市政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各自的议会中也有了一席之地。

共和国时期,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了很大的进展,

这给土耳其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除了在经济上的

变化外,现代化也带来了社会变化,同时还有家庭和

妇女地位的变化。为了组织这个新的经济结构以及

提高妇女在工厂的劳动地位, 1936年新的劳动法生

效了。1937年,政府禁止妇女从事危险的工作和繁

重的职业。 1938年至 1978年间妇女在公共领域工

作的人数增加了 22倍,而男性的人数与以前相比仅

仅增加了 6倍。

改革为土耳其的妇女带来了新的生活,也改变

了她们 (至少是城市妇女 )的社会面貌。于是, /新

妇女 0便成了凯末尔时代告别一切旧传统的又一象

征。尽管这时还存在着一些妇女组织如 /保护妇女
权利协会 0、/母亲协会0、/职业妇女协会 0及 /女大

学生毕业协会 0等, 但她们似乎已满足于凯末尔政

府给予的一切,甚至把女权运动等同于凯末尔主义。

土耳其妇女联合会则于主持完第十二届国际妇女同

盟大会后不久便自行解散了, 联合会主席拉提夫 #

伯克尔 ( Latheef B irke l)宣布其原因为: 土耳其妇女

已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有宪法保障,联合会的

目标因此而圆满地实现了, 从而也没有理由继续存

在了。其实,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因为, 尽管土耳其

妇女已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她们甚至直

到今天还生活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的不

平等的社会之中。

三、20世纪 80年代土耳其女权

主义者的自治运动

  凯末尔主义时代的改革对土耳其妇女而言产生

了两种不同性质、意义深远的影响。第一,男女平等

的立法,为广大的土耳其妇女接受教育、全面参与社

会生产和生活、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充

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第

二,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广大妇女无法正确认识自己

真实的社会处境,安于现实不平等的社会生活,使自

身的利益和要求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

新的反映,从而延缓了她们获得全面解放的步伐。

1980年前, 土耳其的妇女没有受到重要的关

注, 没有发现有女权主义团体和组织为妇女的从属

地位辩护。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政治因素: ( 1 )凯末

尔主义者,他们认为妇女已经在每种可能的法定权

利上获得了平等,压迫妇女的各种情况已经消除了;

( 2)伊斯兰主义者,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为妇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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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好的环境,因为她们最重要的作用是成为贤妻

良母; ( 3)社会主义者, 他们视妇女压迫为资本主义

影响的一面,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解决的办法。这

三者都不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必要的思想来接受。

格尔恩达姆 ( Gulendam )在5妇女杂志 6上的文章中,

说那个时期妇女被不同派别赋予不同的身份: /伊

斯兰妇女0 /凯末尔主义妇女 0或者是 /社会主义妇
女 0,但是,她们从来未被作为女性本身考虑过

[ 7]
。

20世纪 80年代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兴起有 4个

原因: ( 1)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 ( 2)知识女性的出

现; ( 3)左派运动的影响; ( 4 ) 20世纪 80年代的政

治环境。

女权主义在西方是一种强大的思潮, 西方的女

权运动影响了土耳其的女权主义者, 尤其是土耳其

的后现代化过程中。共和国建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

革,给了妇女成为受教育的、成为有自由思想的专门

人才的机会。这些妇女中的大部分人, 有着在西方

的大学里受教育的背景, 这使得她们更加积极地参

与女权主义运动。20世纪 80年代有一批 /年轻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事职业工作的妇女, 她们正逐渐

地增强着女权运动的意识。0 [ 8]
正是这批知识女性,

在 80年代以后,成为推动土耳其女权运动的骨干。

大多数女权运动在 20世纪 80年代前属于左派

运动。虽然左派运动关注的是阶级间的平等, 而不

是性别间的平等,这个运动也没有为妇女提供足够

的宣传她们的意识形态的场所,女权主义者的思想

被政治领域的多极化和极端主义所阻碍了。但是这

些运动给她们积累了经验, 为后来的女权运动的发

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

20世纪 70年代末, 一些社会科学家透过所谓

的凯末尔主义已给予妇女以 /全部权利0这一神秘

面纱, 开始注意和探讨妇女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

1982年,土耳其妇女运动开始将其影响扩展到社

会。在这方面,最早作出贡献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一

个 /作家与翻译家合作团 0。女权主义者在 /作家与
翻译家合作团 0主办的刊物上开辟了一个专栏, 发

表的文章涉及流产、妇女节日、性骚扰、妇女与广告、

民谚中轻视妇女的思想等。 1983年, 女权主义者成

立了一个出版公司, 它除了组织出版和图书俱乐部

外,其目标还包括为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健康服务

等。该俱乐部的人,都倾向于激进的女权运动,认为

最首要的工作是提高妇女的觉悟。该公司于 1986

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妇女请愿运动,于 1987年发

动了反对虐待妇女运动。

/私有领域是政治性的0是妇女运动的一个新

口号。凯末尔思想从来不干涉私有领域。根据伊斯

兰教,私有领域是神圣的。对私有领域的妇女问题,

男女有别和不平等等问题或许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个

重要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引导着妇女为她们自己

辩护。

20世纪 80年代, 除了军事政变压制性的一面

外, 在政治领域, 由于消除了左派和右派思想的结

果,女权运动的空间扩大了。对这些政治派别的压

制,使新的辩论思想成为可能。随着这些有利局面

的出现,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得顺利。 1980年军

事政变后的政治体制允许女权运动和伊斯兰运动在

政治领域里出现。两个运动都在追求自治, 当女权

主义者在私有领域里追求妇女的自治时,伊斯兰主

义者则正在在公共领域里寻找自治的空间。

20世纪 80年代后, 土耳其出现了追求自治的

女权运动。自治的女权运动是随着凯末尔主义改革

发起的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在凯末尔主义改革提

供的背景下,女权主义者发起了新的女权运动。女

权主义的自治运动超出了国家女权主义希冀的目

标, 因为它对凯末尔主义者改革的充分性提出质疑。

国家女权主义不关注妇女的私人生活, 所以, 20世

纪 80年代,妇女的解放、家庭问题以及妇女被丈夫

虐待等就成了新的女权主义团体所关注的问题。这

个运动给妇女提供了诸如避难所、避孕、教育、图书

馆和关于她们权利的知识。女权主义者追求自治的

运动激发了妇女的渴望, 妇女要求改变性别的作用

和妇女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
[ 9]
。

20世纪 80年代, 女权主义者认为当时社会的

主要问题是家长制问题。父权制涉及妇女从属于男

性的问题,与其他的妇女权益相比,它是一个更重要

的问题。政府机制有助于保持父权制结构的继续。

因此,需要改变政府机制。国家的法律虽然给予性

别间的平等, 但是, 它使妇女的地位维持在私有领

域, 因此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鸿沟需要被消除,妇

女需要获得安全和在她们的私有生活上的选择自

由。女权主义者认为:应该消除国家的压迫和父权

制的一面。在科学、教育、健康、法律和家庭方面,需

要作出变化。在 20世纪 80年代,在女权主义者的

支持下,许多组织建立起来了,以保护妇女和维护妇

女的权利。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社会上

不仅开始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她们, 而且也在逐渐地

给她们以支持和鼓励,使女权运动的影响不断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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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扩大。女权运动在土耳其政党中也有了某种响

应,如当时执政的祖国党的总理厄扎尔 ( O zal)的妻

子,在当时所讨论的关于女大学生戴头巾的问题上

也持现代主义的立场。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新闻

出版系统也对女权运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这个

时期, 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女权主义和妇女问题的

作品。

与以前的女性相比, 20世纪 80年代的女权主

义者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被动状态, 开始形成了自

己的思想 ) ) ) 把建立一个能按自己的认识和愿望来
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当作目标。那些对这一政治化

过程曾起到最初推动作用的女权主义妇女们, 尽管

在数量上不多,力量上也不足, 但是, 她们已经触及

到了社会的基本问题: /结束性别歧视0、/必须停止
殴打妇女0、/争取婚姻平等权0等 [ 2]

。

土耳其的女权运动, 越来越使广大的土耳其妇

女对自身所拥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有了

较全面的认识,这对于曾长期满足于凯末尔主义时

代妇女地位的社会心态而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突

破。不过,直至 20世纪 80年代末,土耳其妇女运动

的发展还主要局限于部分知识女性之中, 主要是一

场思想运动,还未发展到以切实的社会行动来改变

广大妇女境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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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em inistm ovem ent transform ation

in Turkeymodernization

REN Y ing

(X ican L iteracy and Science Colleg e,H istory Departm ent, X ic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urkey, as a secu lar country, is the successor of an Islam ic culture. In the ma le- contro l life soc iety,

the Turk ish women have no t obtained same right as m ale. Wh ile Turkey exp lores the w es,t the modern 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it also has created the cond ition fo r the Turk ish w oman s' liberation, promo ted Turk ish womancs a2
waken ing. The O ttom an Emp ire tim e, Tanzimat reforms certa in ly has no t caused the fema le to obtain the freedom.

The fem in ist has developed the liberation movem ent in the fam ily and marital prob lem s. In the Repub lican E ra,

S tate Fem inism, under the sta te impetus, obta ined the very b ig deve lopm en,t thew oman has obta ined some po liti2
ca l rights. In the 1980s, the fem in ist deve loped a movement to pursue autonomy. Turkeycs fem in istmovem ent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Key words: Turkey; the fem in istmovemen;t State Fem inism; autonomous fem inist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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