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论衡!资讯

!学人在讲

"从文化资产到文化产业

的活化思维与实践行动

主讲!丘昌泰!台湾元智大

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时间!! 月 "# 日!周四" $#%

&'!"'%''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

文科楼 !'&

"如何判定一个人经历诸

多变化之后仍然是其自身"

主讲!费多益!中国政法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 月 &' 日!周六"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唐诗的自然精神

主讲!刘宁!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月 $日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在当前国际形势中的角色

主讲! 塞尔希奥#格尔芬斯

坦因!委内瑞拉国立中央大

学教授"

时间!*月 &日!周二"(%''

地点"上海大学校本部乐乎

新楼 " 号楼大学厅

"西游取经故事之东行

记###中国古典小说$西游

记%在东亚的流播

主讲!潘建国!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

时间!* 月 ! 日!周五"$+%

''!$!%''

地点!国家典籍博物馆启德

厅二层 ,"'" 室

"&小报状元'唐大郎与海

上名流

主讲"张伟!上海图书馆研

究馆员"

时间 "* 月 ! 日 !周 五 "

$+ %''! $! % ''

地点!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

楼 $'&

"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

主讲!萧放!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

时间!* 月 * 日 !周六"("

&'!$$"&'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一层学津堂

"清华简与古代文史研究

主讲!刘国忠!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

时间!* 月 $+ 日 !周六"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国际科学素养比较与中

国面临的挑战

主讲!李大光!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科学传播教授"

时间!* 月 $+ 日 !周六" (%

&'!$$"&'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一层学津堂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

中外交流途径

主讲!石云涛!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时间!* 月 $. 日 !周日"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仪式与文化认知!跨学科

的考察

主讲!陈晋!同济大学社会

学系"$刘永华!厦门大学历

史系"$吴乔!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

时间!*月 $*日%*月 "'日

地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

号楼 &'+

"翻译中国

主讲!刘晓丽!美国杜克大

学教授"

时间!* 月 "' 日 !星期五"

$."''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文史哲

楼 +&&'

"梦的新解###与弗洛伊

德对话

主讲!韩芳!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时间!* 月 "( 日 !周日"("

&'!$$"&'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一层学津堂

"从四大发明到三十大发

明###对中国重大发明创

造的再认识

主讲!冯立昇!清华大学科

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教授"

时间 !* 月 "( 日 !周日"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权利#承诺将带领伊朗重回现

代化之路$ 他认为在内贾德执

政时期% 公民权利被忽略了%

他也反对政府制裁着装随便

的女性$"'$. 年鲁哈尼任命了

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位女大

使%也是伊朗历史上第二位女

大使$ 鲁哈尼先后任命了三名

女性副总统%分别负责女性和

家庭事务&法律事务和作为总

统民事问题顾问'还任命了第

一位外交部女性发言人$

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共和

国统治的近四十年里通过不

断抗争%通过积极参与选举改

革派总统%被剥夺与被限制的

权利慢慢地又重新获得了%其

中最为显著的是女性受教育

的权利$据统计%从 "' 世纪 ('

年代初到 "''' 年% 高等教育

中的女学生数量从 */ 升至

"$/$ $((! 年%女性高中毕业

生超过了男性毕业生 %$((#

年%上大学的女性人数超过了

男性$ 在 "''* 年的统计中%在

高校中超过 !./的大学生是

女性%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在

数量上超过了男性$ "'$+ 年%

入学的大学生中 !'/是女性%

$. 至 "+ 岁的女孩普遍识字 %

至少 "'/的女性受聘或积极

找工作% 远远高于 $(*( 年伊

斯兰革命后的 */ (吕耀军 !

"当代伊朗女性主义及妇女运

动 #$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 年第 % 期)$ 但必须佩戴

头巾穿宽松长外衣才能出门

的伊朗妇女%在权利上终究还

是没能恢复到伊斯兰革命之

前的程度%而且伊朗妇女拥有

的平等权利在世界范围内更

是极其低下%与伊朗男性比差

距更是明显$ 根据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的*"'$* 年全球性别差

距报告+% 伊朗在 $++ 个国家

中排名第 $+' 位%男女性别极

其不平等%在经济参与和机会

方面男女差距最大%具体表现

在男女收入差距巨大%女性平

均收入只有 +##. 美元% 而男

性却高达 "('!' 美元'在立法

人员&高级官员和经理比例上

男女差距也很大 % 女性只占

$#0"/而男性占 #$0#/' 在劳

动力参与程度上男女差距同

样巨大% 女性仅为 $*0"/%男

性达到 *!0+/$ 妇女在政治赋

权方面各项数据都很低%议会

中的女议员只占 .0(/% 男性

议员占 (+0$/$ 女性担任部级

官员的人数是 (0*/% 男性是

('0&/$即便在教育方面%女性

除了小学入学率 ((0*/略高

于男性的 ((0$/以外%其他都

不如男性% 识字率 *(0#/%比

男性低 (0#/ % 中学入学率

*"0./%比男性低 '0&/ '大学

入 学 率 !*0*/ % 比 男 性 低

#0"/$伊朗直到现在还不是联

合国 $(#$ 年生效的 ,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一

保障妇女权益&消除对妇女歧

视&争取性别平等方面最重要

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因为一

旦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伊朗

政府就必须彻底放弃在诸如

遗产 &儿童监护权 &补偿金等

方面对妇女歧视性的法规%伊

朗妇女正在努力敦促政府尽

快加入这个公约$

伊朗社会其实已经暗流

涌动了%除了名声在外的开放

的后院私人聚会外%商业性的

婚礼聚会场景也屡见不鲜%在

现代婚礼上男女共处一室&女

性衣着暴露以及不戴头巾&跳

舞 &演奏流行音乐 %还能喝含

酒精的饮料$"'$! 年 " 月 ( 日

一群伊朗开发人员在 122345

6478 商店上线了一个安卓平

台的手机应用 159:;7<% 这是

一款躲避 .道德警察 /的手机

应用%帮助人们获取穿衣化妆

上的自由$ 从 "'$* 年 ! 月开

始%0白色星期三1的运动在伊

朗妇女间得到了广泛传播%这

是 0我的隐形自由 1组织创始

人马西2阿里内加发起的 %伊

朗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

己戴着白色头巾或者身穿白

色衣服的照片%以表达反对强

制性着装规范的政治姿态 $

"'$* 年 * 月 $+ 日伊朗女数学

家玛丽安2米尔扎哈尼去世 %

伊朗国内不少媒体都发布了

她未带头巾的照片%伊朗总统

鲁哈尼也在 =>:?7397@ 上贴了

她同样没戴头巾照片%三十多

年来的禁忌不攻自破了$ "'$*

年底伊朗全国多地爆发大规

模示威抗议活动%抗议示威的

直接原因是民众对食品和汽

油价格上涨不满%对经济长期

不景气 & 高失业率和腐败不

满$ $(*(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经济发展长期不景气%长

年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国家

地位下降 % 人民生活水平降

低%社会自由空间更是极大地

缩小%女性权利也被剥夺$ 不

少伊朗人越来越怀念巴列维

国王时代的开放社会与富裕

生活%示威者把矛头指向了总

统%喊出了 0鲁哈尼去死 1 的

口号%内沙布尔民众则喊出了

0安息吧%礼萨2汗3 1%宗教城

市库姆民众更是呼唤 0国王

啊%回来吧3 1等怀念巴列维时

代的口号$ 此次示威抗议活动

中处处可见女性的身影%特别

是青年女性的身影$ 本该深藏

闺房&出门都必须带头巾面纱

的伊朗女性不仅抛头露面%而

且先于男性打破了伊斯兰革

命以来的最高禁忌%拉什特市

一位妇女在防爆警察面前高

喊0哈梅内伊去死1%该视频很

快传遍了社交网络$ 伊朗的最

高禁忌是不得在公开场合抨

击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精神

领袖$ 这一维持了近四十年的

最高禁忌竟然被社会地位低

下的伊朗女性击得粉碎%不久

这一口号就响彻在各地示威

者中间 %德黑兰 &阿巴斯港等

地的哈梅内伊大幅海报画像

被撕碎&焚烧$ 自此示威者把

矛头直接指向了政教合一的

最高精神领袖&权力远大于民

选总统的哈梅内伊及其所代

表的体制$

伊 朗女性参与体育运动

的程度%长期被看成是

日常生活中伊朗女性权利的

一个指标%伊朗政府对此的态

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女性开展

体育运动的转机出现在拉夫

桑贾尼总统任期内$ 他曾任命

自己的女儿法赫泽2哈什米为

女性体育组织主席兼伊朗奥

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 在这一

时期%政府将若干体育场所专

拨给女性使用%并且在德黑兰

举办了伊斯兰国家中的第一

场女子运动会$ 在总统鲁哈尼

执政期间%伊朗女性在体育方

面的限制被逐步 0解禁1$ 如

今 %包括足球 &篮球 &武术 &赛

车在内的近 "'' 项女子体育

赛事陆续在全国范围举行 $

"'$+ 年%鲁哈尼政府宣布允许

女性观摩部分男性体育赛事$

然而 "'$. 年男排世锦赛期

间%政府再度禁止妇女观看备

受瞩目的伊朗队同美国队之

间的角逐%以致在德黑兰引发

了一场抗议$ "'$* 年 " 月%伊

朗迎来了伊斯兰共和国历史

上首届女子摩托车赛%但伊朗

法律依然不允许妇女驾驶摩

托车上街$

伊朗是亚洲的足球强国%

足球也是伊朗国内最受欢迎

的体育运动%女球迷为了拥有

进入球场观看比赛的权利不

断地进行抗争%内贾德作为足

球迷曾说过要允许妇女进入

足球场观看男子足球比赛%鲁

哈尼上任伊始也表示过同样

的想法$ 今年 & 月国际足联主

席吉安尼2菲恩蒂诺访问伊朗

时%要求鲁哈尼允许女性观看

足球比赛%鲁哈尼也作出了正

面的回应$ 很多伊朗名人和政

客也纷纷呼吁以世界杯为契

机彻底解除伊朗女性观看球

赛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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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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