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日伊朗男足虽然止步于

世界杯小组赛! 但世界

杯为伊朗妇女带来的新机遇也

许不会止步" 今年 ! 月初五名

伊朗女性乔装打扮成男人去德

黑兰阿扎迪体育场观看了伊朗

足 球 联 赛 的 冠 军 赛 ! 并 在

"#$%&'(&) 上展示了观战现场的

照片" 这一公开挑战伊朗现行

法律的行为! 虽然收获大量点

赞!却也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今年 * 月!*! 名女性就因参加

足球比赛被拘留" +,-. 年!女

性 社 会 活 动 家 盖 瓦 米

#/01#2030 /0&4&)5$在观看一

场男排比赛后则被判处 6 个月

监禁%不过!伊朗妇女在争取自

身权利和社会进步的时候 !一

直不惧怕压力和牺牲" 伊朗妇

女持续的抗争 !终于迎来了世

界杯期间的历史性突破" 世界

杯小组赛第二轮伊朗对战西

班牙那天 !经德黑兰省议会允

许 ! 伊朗女性阔别球场 *7 年

后! 第一次与男球迷们一同在

球场收看比赛直播! 伊朗虽然

以 ,8- 输给了西班牙! 但西班

牙队长塞尔吉奥&拉莫斯却在

推特上赞扬伊朗女性是当晚

真正的赢家%

伊 朗妇女的权利与伊朗

社会的变迁一直紧密

相连 % -7,! 年至 -7-- 年爆发

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

动 '93($5&# :1#$%5%;%51#&<

=341<;%51# $ ! 为伊朗妇女走出

家庭投身社会提供了机遇 !也

为伊朗妇女争取自身权利提供

了可能! 而伊朗妇女的解放反

过来又支持了这一运动所倡导

的反封建主义% -7,6 年 -+ 月

*, 日!凯伽王朝的莫扎法尔丁

国王在弥留之际签署生效了由

立宪会议起草的 (基本法)!该

(基本法) 以世俗法为框架!在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削

弱了君主的权力! 规定政府对

议会负责! 议会代表全体人民

利益% -7,> 年 - 月!投身于这

一运动的妇女在德黑兰召开会

议!通过了(妇女决议书)!该决

议书要求建立女校! 减轻女性

沉重的嫁妆负担% 伊朗男权社

会最终基本上同意给予妇女半

日工作和学习的权利! 妇女受

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认可%

-7+! 年 -+ 月! 军人礼萨*

汗*巴列维废黜了凯伽王朝的

国王艾哈迈德*沙!夺取了伊朗

王位! 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礼

萨&汗在伊朗实行一系列旨在

促进伊朗西方化, 世俗化甚至

现代化的政治, 经济, 社会改

革+礼萨&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

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 而在

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则实行现

代化改革和世俗化改革+ -7*-

年礼萨&汗颁布新的(婚姻法)!

把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从 7 岁

提高到 -! 岁+ -7*! 年!伊朗实

行新的 (婚姻法 )!该法对一夫

多妻制施行了限制性条款 !规

定新娘对于丈夫是否已婚具有

知情权!妻子也有权拒绝丈夫

另外娶妻 + 礼萨&汗给予妇女

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使妇女

可以全日制学习和工作 !妇女

获得了接受大学教育和出国

留学的权利 + 礼萨&汗最激进

的妇女改革措施是废除面纱 !

-7*! 年礼萨&汗颁布法令 !强

制妇女摘除面纱 !禁止妇女穿

传统长袍 !国王甚至规定政府

官员的妻子若戴面纱就解除

丈夫的公职+

-7.- 年 7 月!穆罕默德&礼

萨&巴列维继承了王位!但并没

有采取特别措施提高妇女权

利+直到 -76* 年 - 月开始的自

上而下,不流血的白色革命!伊

朗妇女才获得了平等的选举

权! 这也是伊朗妇女在历史上

第一次获得政治权利+ 同年 7

月! 伊朗妇女第一次参加议会

选举投票的政治实践! 有 6 名

妇女被选进议会! 但没有妇女

被选进参议院! 巴列维国王最

后任命了 + 名女性参议员 +

-76? 年伊朗历史上首次出现

了女性部长 '教育部长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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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第一次成为法官 !-7>6 年

国王向丹麦派出了伊朗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大使+ 在巴列维统

治时期! 男人随意休妻的特权

被取消了! 法律规定男人最多

只能娶两位妻子! 而且在娶第

二位妻子时必须征得第一位妻

子的同意和法庭的批准+ 同时

赋予了妇女提出离婚的权利 !

并限制了男性拥有未成年子女

的监护权+ 女性结婚的年龄提

高到了 -? 岁 ! 堕胎也合法化

了+ 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权利

也得到了法律保障+ 白色革命

的这些改革举措在广度上 ,深

度上都触及到了伊朗妇女权利

问题的实质! 这些改革极大地

改善了妇女的地位! 妇女各项

权益的法律化有效地削弱了伊

斯兰教法对妇女的种种制约 !

促进了伊朗社会的进步发展和

文明程度+至此!伊朗妇女因其

拥有这些政治 ,教育 ,就业 ,家

庭方面的权利足以傲视中东其

他伊斯兰国家+

不 过!这一切在 *7 年前都

划上了句号 + -7>7 年 !

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腐化 ,

希求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宗教领

袖霍梅尼! 领导伊朗人民推翻

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霍梅尼

上台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神权

之上的伊斯兰共和国! 恢复了

以先知的圣训和(古兰经)的原

教旨规范人们生活行为的传

统! 把与伊斯兰教规不符的妇

女权利全部加以废除+ 女性的

最低结婚年龄被降低为 -* 岁!

一夫多妻制的限制被取消 !妇

女的离婚权被剥夺! 重新给予

男性在离婚和儿童监护上的主

导权+在霍梅尼统治时期!性别

隔离措施得到了最严厉的实

施! 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

因此受到极大限制+ -7>7 年霍

梅尼宣布政府机构的女雇员必

须穿上从头到脚遮挡身体的罩

袍 !之后发展到商店 ,旅馆 ,影

院和所有公共场所! 包括办公

室! 都不得接待或不能服务没

戴面纱的妇女+ 不穿罩袍或不

带面纱的妇女将受到鞭打 >.

下的惩罚+ 政府还下令禁止女

性在有男性的体育活动中担任

教练,裁判!妇女甚至被禁止观

看男人的体育比赛! 男人也不

得观看女子体育比赛+ 男女海

滩混泳也被禁止! 政府还规定

女理发师不得给男顾客理发 !

男理发师也不得给女顾客理

发+ 伊斯兰共和国(刑法)甚至

规定! 在凶杀案中妇女不能充

当证人 !议会通过的 (报偿法 )

规定对被谋杀的女人! 血酬只

能是被谋杀男人的一半 '范若

兰!"霍梅尼女性观及其实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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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

了极大的限制! 教育的目标从

培养女性独立自主变成了培养

伊斯兰优秀的妻子和母亲+ 伊

朗教育部禁止中小学男女合

校! 禁止已婚女性接受普通高

中教育! 职业技术类学校的女

性只能学习护士, 师范类等被

认为适合女性学习的专业+ 高

等教育专业对女性限制明确 ,

繁多! 大学的伊斯兰化使女性

大学生被排除在 !.S的专业 ,

7> 个学术领域之外+ 女性就业

方面的权利受到很大影响 !妇

女就业人口比重锐减+

虽然霍梅尼在统治的后期

放松了对妇女权利的部分限

制! 但总体而言! 在其执政时

期! 伊朗妇女的权利受到极大

地剥夺和限制+尽管 -7>7 年革

命后的伊朗宪法也规定了伊朗

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但伊朗

妇女实际上是处于二等公民的

地位+ 妇女权利尤其是法律权

利极大地受到限制+ 妇女不再

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 她们必

须受到男人! 主要是父亲和丈

夫的监护+ 民法和劳动法都规

定! 妇女的就业权要取得丈夫

的许可! 妇女住旅馆也必须得

到父亲或丈夫的同意+ -7?! 年

通过法律禁止未婚女子去国外

学习! 规定只有已婚女子在丈

夫的陪伴下才能到国外学习 +

对于妇女的结婚权! 伊斯兰共

和国(民法)规定未婚女子的婚

姻必须得到父亲或法官的同

意+ -7?6 年议会通过家庭法!

男人的多妻权和离婚权得到法

律上的保障+ +,,- 年!伊朗议

会通过立法! 允许单身女性到

国外读书! 但必须获得父亲的

同意 '张晓霞!%伊朗女性教育

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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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去世后 !-77, 年代

初以来伊朗妇女权利总体上经

历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

期的上升, 内贾德执政期的下

降, 鲁哈尼时期的重新上升这

样三个时期+ 鲁哈尼是伊朗现

任总统! 被认为是温和的保守

派 !+,-* 年 6 月 -! 日当选伊

朗第十届总统!+,-> 年成功连

任!开始了第二个任期+他在竞

选时强调妇女的权利和在社会

中的作用 !支持男女拥有平等

'下转 $ 版( !

世界杯与伊朗妇女权利
何佩群

伊朗与西班牙的世界杯小组赛直播赛场!让人们看到了伊朗妇女权利提升的希望!伊朗女性也许不

是偶然一次走入球场观看世界杯比赛!而是能够最终享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妇女相同的权利"

)伊朗妇女或为本届世界杯最大赢家*

论衡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