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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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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植根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深受

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影响ꎬ 但后者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ꎬ 而前者则努

力回归犹太教本身ꎬ 寻求在犹太律法的框架内表达女性诉求ꎬ 并将女性

的关切渗透到犹太价值中ꎮ 她们要求给予正统派女性正规宗教教育ꎬ 增

加她们学习犹太经典的机会ꎻ 呼吁给予女性更多的公共祈祷权和仪式领

导权ꎻ 呼吁解决阿古纳问题ꎮ 该思潮促使以色列正统派犹太女性在受教

育机会、 学术领域、 宗教以及婚姻地位等方面的改善不断超越传统的规

范ꎬ 从而改变了正统派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和社会形象ꎬ 并在某种程度

上重塑了犹太教ꎮ
关 键 词　 社会思潮　 宗教　 女权运动　 以色列　 宗教女性主义　

阿古纳

作者简介 　 张 淑 清ꎬ 鲁 东 大 学 历 史 文 化 学 院 教 授 ( 烟 台 　
２６４０３９)ꎮ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①思潮植根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它深受美国犹太女权

运动的直接影响ꎬ 但其发展的脉络又是以色列独特现实的映照ꎬ 比如以色列

的宗教倾向、 １９７３ 年赎罪日战争、 民族身份认同等因素ꎬ 均使以色列的宗教

女性主义思潮既有与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相同的关切ꎬ 又有自己的特征和特殊

３４１

∗
①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犹太通史” (１５ＺＤＢ０６０)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美国开启犹太女权运动ꎬ 其主要目标是争取犹太女性在所有的公共领域获得

与男子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ꎮ １９７６ 年ꎬ 瑞塔葛罗斯 (Ｒ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发表了 «犹太语境中的女性上

帝话语»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ｏ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被认为是第一篇在神学上使用女性化语言描述并探

讨上帝女性形象的文章ꎬ 犹太宗教女性主义由此而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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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国外学界对以色列女性主义及其发展进行了一定探

讨ꎬ 研究成果虽不多ꎬ 但是深刻且具有批判性ꎬ 论文集 «以色列的犹太女性

主义: 一些当代视角»① 便是该研究的集中体现ꎮ 拿玛科尔曼 (Ｎａａｍａｈ
Ｋｅｌｍａｎ) 对以色列女性主义 ３０ 年的发展历程及其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②ꎬ 雅

埃尔伊斯雷尔 －科亨 (Ｙａ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 － ｃｏｈｅｎ) 的专著③则探讨了现代正统派女

性在面对传统观念与女性主义之间矛盾时的内心冲突ꎬ 并提出可能化解矛盾

的各种路径ꎬ 莫舍阿维塔尔 (Ｍｏｓｈｅ Ａｖｉｔａｌ) 的专著④在阐释女性在犹太传

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ꎬ 对犹太女性主义作了深刻评论ꎮ 希伯来大学的

露丝罗德 (Ｒｕｔｈ Ｒｏｄｅｄ) 对以色列犹太宗教女性主义与穆斯林宗教女性主

义进行了比较研究ꎬ⑤ 巴尔 －伊兰大学著名的他玛罗斯 (Ｔａｍａｒ Ｒｏｓｓ) 教授

则对犹太宗教女性主义作了批判性的回顾与评析ꎮ⑥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

还不多见ꎮ 本文拟通过分析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缘起、 发展脉络及其

对以色列社会正统派女性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ꎬ 透视以色列社会女性社会地

位的变迁ꎮ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缘起与发展

如前所述ꎬ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缘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它是以色

列第二轮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传统上ꎬ 犹太女性在犹太教中的边缘化

地位是世界范围内犹太女性在公共领域争取平等参与权和话语权的共有背景ꎻ
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说ꎬ 该思潮一方面深受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影响ꎬ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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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以色列国内也有深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ꎮ
第一ꎬ 以色列国内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孕育了宗教女性主义思潮ꎮ 在

以色列建国以前ꎬ 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内就已经出现了第一轮女权运动ꎮ 当时

的犹太女性积极争取摆脱传统的二元分工模式而进入公共领域ꎬ 左翼女性则

希望平等地参与先锋训练营、 劳动队、 基布兹、 工人党和总工会的政治活动ꎬ
同时能够保持女性的特质ꎮ 该轮女权运动在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６ 年期间以女性获得投

票权而达到运动顶峰ꎮ
以色列于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建国ꎮ 建国时通过的 «独立宣言» 明确规定ꎬ

所有公民不分宗教、 种族或社会性别一律平等ꎮ 但这仅仅是一份宣言ꎬ 并不

具有法律效力ꎮ 以色列建国以后ꎬ 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ꎬ 涉及女性

的权利地位ꎬ 如 １９４９ 年的 «选举法» 给予以色列所有的女性包括犹太人、 穆

斯林和基督徒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ꎬ 女性可以参选议员甚至总理ꎮ 以色列

１９５２ 年颁布的 «国籍法» 规定: 父亲或母亲是以色列国籍ꎬ 孩子出生后则自

动获得以色列国籍ꎮ １９５３ 年ꎬ 该国又颁布了 «国民保险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ꎬ ５７１４ － １９５３)ꎬ 旨在保障怀孕女性在整个怀孕期间不会被解雇ꎬ
并规定 ３ 个月产假期间的津贴由国民保险机构支付ꎬ 住院费用也由该保险机

构支付ꎻ 女性法定退休年龄为 ６０ 岁ꎬ 男性为 ６５ 岁ꎮ 根据 １９５４ 年 «妇女雇用

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Ｌａｗꎬ ５７１４ － １９５４) 的相关规定ꎬ 女性劳动者不能

在夜间即晚 １１ 点到早 ６ 点之间被雇用ꎮ 此外ꎬ １９４９ 年的 «兵役法»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ｗ) 规定ꎬ １８ ~ ２６ 岁的未婚女性必须服 ２ 年兵役ꎮ 该法于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８６ 年被先后修订ꎮ 事实上ꎬ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ꎬ 伊休夫中的女性就有参与

犹太社团防卫的传统ꎮ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ꎬ 均有犹太女性投入到帕

尔玛赫和哈加纳的战斗中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更有 ３ ０００ 名犹太女兵在

英军中自愿服役ꎮ① 但今日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女兵一般不参与作战ꎬ 她们主要

负责医疗、 后勤保障和通讯等工作ꎮ
以色列的司法体系在现代司法体系中比较独特ꎬ 它包括民事法庭和宗教

法庭ꎬ 民事法庭处理大部分法律问题ꎬ 宗教法庭即拉比法庭则对以色列犹太

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有绝对的裁决权ꎮ １９５３ 年以色列议会颁布的 «拉比法庭

裁决 (结婚和离婚) 法» (５７１３ － １９５３) 对此有明确阐释ꎬ 其中第一部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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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 “以色列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ꎬ 要接受拉比法庭的裁决ꎮ” 第二部分

补充条款进一步申明: “以色列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必须按照犹太宗教法

执行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该项法律规定ꎬ 男女双方必须信奉同一宗教ꎬ 方可

结婚ꎻ 若双方信仰不同ꎬ 则一方必须改宗另一方宗教ꎬ 才可以结为合法夫妻ꎮ
在以色列之外完成的民事婚姻、 异教通婚以及同性婚姻在以色列被认可ꎬ 但

是在海外缔结民事婚姻的夫妻也只能通过以色列的正统派拉比法庭才能离婚ꎮ
在拉比法庭ꎬ 妻子可以提出离婚ꎬ 但是只有在她的丈夫同意并给予其离婚文

书的情况下ꎬ 离婚方能最终生效ꎬ 拉比法庭没有权力强迫男子给予妻子离婚

文书ꎬ 这导致在现实生活中阿古纳问题继续存在ꎬ 它是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关

注的重要问题之一ꎮ
女性问题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并未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关注ꎬ 或

者说并不构成以色列的一个社会问题ꎮ 根据雅艾尔∙Ｓ 费尔德曼 (Ｙａｅｌ Ｓ
Ｆｅｌｄｍａｎ) 的研究ꎬ 直至第三次中东战争 (１９６７ 年) 和第四次中东战争

(１９７３ 年) 期间ꎬ 由于劳动力短缺以及女权运动的出现ꎬ 女性地位问题才引

起了公众的兴趣和讨论ꎮ 在 １９７３ 年赎罪日战争之后ꎬ 随着来自美国的移民玛

西亚弗里德曼 (Ｍａｒｃｉａ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获得议会席位ꎬ 女性问题第一次进入以

色列公众视野ꎮ② 弗里德曼于 １９６７ 年从美国移民以色列ꎬ 她与心理学家玛丽

琳萨菲尔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Ｓａｆｉｒ) 于 １９７０ 年在海法大学举办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列

研讨活动ꎬ 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女性自我意识提升小组ꎮ 在 １９７２ 年ꎬ 与该小

组相关的活动家们促成了以色列社会第一个激进的妇女运动 (Ｎｉｌａｈｅｍꎬ 希伯

来语ꎬ 意为 “复兴社会的女性”)ꎬ 她们批评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所受的

压抑ꎬ 质疑女性在律法中的不平等地位ꎬ 类似的组织此后也在特拉维夫和耶

路撒冷建立起来ꎮ
第二ꎬ 犹太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附属地位是导致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出现

的最根本原因ꎮ 在传统的犹太社会中ꎬ 女性一直处于从属性地位ꎮ 这种从属

性地位由犹太律法所规范ꎬ 并在犹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有所表现: 在宗

教生活中ꎬ 犹太女性没有义务履行与时间相关的积极诫命ꎬ 这意味着她们没

有资格构成公共祈祷所需要的 １０ 人的法定人数 (ｍｉｎｙａｎ)ꎬ 没有义务参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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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会堂中的祈祷以及对 «托拉» 的诵读和讨论ꎬ 更没有资格和能力成为宗

教领袖ꎻ 在教育领域ꎬ 犹太女性不能够和男子享有一样的受教育机会ꎬ 不能

够从事犹太经典 «托拉» 及 «塔木德» 的研究ꎻ 在法律方面ꎬ 犹太女性没有

独立的法人地位ꎬ 这突出地表现为: 她们不能作证人ꎬ 不能提出离婚ꎬ 如阿

古纳问题ꎮ
因此ꎬ 许多女权主义学者认为ꎬ “犹太传统系统性地将女性的声音排除在

外ꎻ 犹太机构主要由男性占据ꎬ 并反映男性的关切和利益ꎻ 许多传统的犹太

经典几乎完全由男性撰写ꎬ 包含着厌女式论述ꎮ”① 而格鲁格林伯格更是一

针见血地指出: “女性在此前所有世代里真实的社会地位是———她们是 ‘第二

性’ ———这在哈拉哈中作为宗教 － 伦理概念以许多细微的方式被编撰出来ꎬ
而且对未来数代人依然起约束作用ꎮ”② 犹太女性在犹太律法和实践中的这种

边缘化地位ꎬ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偏见以及由此带来的传

统二元对立分工ꎬ 这使得犹太女性尽管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 但是世

人听不到她们的声音ꎬ 看不到她们关于自己历史的记述ꎮ
第三ꎬ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深受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影响ꎮ 犹太宗

教女性主义思潮作为以色列第二轮女权运动的一个分支ꎬ 同样受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犹太女权主义学者的影响ꎮ 在美国的犹太女权运动中ꎬ 发挥重要

作用的是犹太女性学者ꎬ 她们在对传统犹太律法和犹太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

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之上ꎬ 著书立说ꎬ 揭示女性经验在犹太历史中的缺失以及

犹太女性被男性撰写的犹太经典边缘化现象ꎮ 在以色列ꎬ 犹太宗教女权主义

者主要从英语国家移民而来ꎮ③ 她们英语流利ꎬ 因此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的犹太

女权主义者及其著作ꎮ 著名的拉结阿德勒 (Ｒａｃｈｅｌ Ａｄｌｅｒ)、 朱迪斯普拉

斯科 (Ｊｕｄｉｔｈ Ｐｌａｓｋｏｗ) 等女性学者在 ７０ 年代使用英语发表的文章④均产生了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Ｔ Ｍ Ｒｕｄａｖｓｋｙꎬ “Ｔｏ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ꎬ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ꎬ Ｈａｖａ Ｔｉｒｏｓｈ －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ｅｄ ꎬ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７９

Ｇｌｕ Ｇｒｅｅｎｂｕｒｇꎬ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 Ｐ Ｓ １９８１ꎬ
ｐ ３ｆ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ｅｙ Ｇｌａｓｓ Ｍｏｒｒｉｓ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ꎬ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５ꎬ ｐ ７５

Ｒｕｔｈ Ｒｏｄｅ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１５
Ｒａｃｈｅｌ Ａｄ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Ｊｅｗ Ｗｈｏ Ｗａｓ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ｌａｃｈ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ｍａｎ”ꎬ Ｄａｖｋａ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７ － １１ꎻ Ｊｕｄｉｔｈ Ｐｌａｓｋｏｗꎬ “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ꎬ ｉｎ Ｅ Ｋｏｌｔｕｎ ｅｄ ꎬ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ｍａｎ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ｈｏｃｋｅｎꎬ １９７６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重要影响ꎮ 美国正统派犹太女性学者布鲁格林伯格 (Ｂｌｕ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在以

色列则被称为犹太宗教女权主义者的 “精神之母”ꎮ 她于 １９８１ 年出版著作ꎬ
呼吁 “运用新的方法在哈拉哈内部吸收和表达女性的关切ꎬ 寻求将女性的关

切渗透到犹太价值中ꎮ”① 尽管她的著作并没有被翻译成希伯来语ꎬ 但是她在

其著作中所强调的犹太离婚法、 女性在公共祈祷中的权利和义务、 女性学习

犹太律法的权利以使她们能够成为律法顾问等等问题ꎬ 构成了以色列宗教女

性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拉结阿德勒成为以色列最著名的美国犹太宗教女

性主义学者ꎬ 因为她的著作②为宗教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跨学科研究

方法ꎬ 该书在出版十年之后被翻译成希伯来文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关于正统派女性主

义的第一次国际大会在纽约召开ꎬ 有 ７ 位以色列女性赴会ꎮ 作为对这次会议

的一个回应ꎬ 犹太正统派女性主义者联盟 (Ｊｅｗｉｓｈ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ＪＯＦＡ) 成立ꎬ 布鲁格林伯格担任第一任主席ꎬ 其宗旨是在犹太律法的框架

内扩大犹太女性精神的、 仪式的、 智力的和政治方面的机会ꎬ 其任务是倡导

犹太女性在犹太律法的框架内尽最大可能有意义地参与犹太社团内部的家庭

生活、 犹太会堂、 学习场所的活动ꎮ 该联盟后来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联盟ꎬ
在以色列的活动同样活跃ꎮ

正是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促动下ꎬ 以色列的精英知识女性开始质疑女性在

犹太律法和公共机构中的不平等地位ꎬ 而且意识到传统犹太社会的男权倾向

是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主要障碍ꎬ 她们也开始寻求改变ꎮ 以色列特殊的

社会文化背景又使得正统派女性的地位问题更加凸显ꎬ 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由

此产生ꎮ 在弗里德曼的帮助下ꎬ 以色列第一个由女性舒拉米特阿洛尼

(Ｓｈｕｌａｍｉｔ Ａｌｏｎｉ) 组建的聚焦人权、 民权以及女性权利问题的左翼政党公民权

利运动 (Ｒａｔｚ) 在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八届议会选举中获胜ꎬ 是此时女权运

动繁荣发展的一个表现ꎮ 但是ꎬ 女性地位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

则是在 １９７５ 年ꎬ 总理拉宾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以色列女性的地位状

况ꎬ 但是该委员会撰写的相关报告直到 １９７８ 年贝京任总理时才完成ꎮ 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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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ｌｕ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ꎬ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ａｉ: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６

Ｒａｃｈｅｌ Ａｄｌｅｒꎬ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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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述了以色列女性的法律地位、 教育地位、 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家庭地位

以及在决策中心的地位ꎬ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程度第一次成为许多女性以及男

性关注的问题ꎮ 在整个 ７０ 年代ꎬ 以色列的女权运动进一步发展ꎬ 女权主义著

述和翻译作品不断涌现ꎬ 其中最有名的是莱斯利  黑兹尔顿 ( Ｌｅｓｌｅｙ
Ｈａｚｌｅｔｏｎ) 的 «以色列女性: 神话背后的现实»① 和娜塔莉∙雷恩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Ｒｅｉｎ) 的 «拉结的女儿: 以色列女性»②ꎬ 两部著作均描述了以色列女性的自

我形象认知与女权主义者眼中以色列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异ꎮ 加拿大出生的以

色列人泰西亚巴特奥伦 (Ｔｅｈｉｙａ Ｂａｔ Ｏｒｅｎ) 首次将美国女权主义著作翻译

成希伯来语并于 １９７５ 年出版③ꎮ 在 １９７７ 年ꎬ 女权主义出版社 ( Ｈａｍｉｎ
ｈａＳｈｅｎｉ) 建立ꎬ 专门翻译美国女权主义作品ꎮ 在此期间ꎬ 以色列陆续创办了

女权主义期刊 «曙光» (Ｎｏｇａ) 和受家暴女性庇护所和性侵危机中心ꎬ 第二

轮女权运动的发展达到高峰ꎮ 可以说ꎬ 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美国犹太女权主

义者对以色列的女权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在耶路撒冷举行的 “哈拉哈与犹太女性” 国际学术研讨会使女

性问题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ꎮ １９８８ 年ꎬ “西墙女性”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ꎬ
简称 “ＷＯＷ”) 的出现 (后文详述) 则彰显犹太女性争取在耶路撒冷最中心

最神圣的地方祈祷和阅读 «托拉» 的权利ꎬ 构成了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一项

重要诉求ꎬ 显示了她们要将仪式上的改变带到公共空间的努力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７ 日ꎬ 大约有 ２０ 位女性聚集在某私人家庭ꎬ 准备建立一个名

为 “你的声音” (Ｋｏｌｅｃｈ) 的女性组织: 宗教女性论坛ꎬ 以促进女性参与社团

的活动ꎬ 帮助解决女性的贫困问题ꎬ 提升正统派公众对女性地位和需求的认

知ꎮ 该组织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ꎬ 便开始领导正统派女性主义革命———即在

正统派社会建立新秩序的运动ꎮ④ 该组织是以色列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主张平

等主义的正统派女性组织ꎬ 其创建者是哈拿∙哥辖 (Ｃｈａｎａｈ Ｋｅｈａｔ) 博士ꎮ 其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ｓｌｅｙ Ｒｅｉ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７７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Ｒｅｉｎꎬ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ａｃｈｅｌ: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ꎬ ＵＫꎬ １９７９
Ｔｅｈｉｙａ Ｂａｔ Ｏｒｅｎꎬ Ｓｈｉｈｒｕｒ ＨａＩｓａｈ － ｌｅ ‘ ａｎ? [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ａｎ] ( Ｔｅｌ － Ａｖｉｖꎬ １９７５ )

[Ｈｅｂｒｅｗ] 
Ｍａｒｇａｌｉｔ Ｓｈｉｌｏ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Ｗｏｍｅｎ’ 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Ｒａｂｂｉ Ｅｌｙｓｅ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ꎬ Ｎｅｗ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Ｌｉｇｈ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ꎬ Ｖｅｒｍｏｎｔ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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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①除了有一个英文 (Ｋｏｌｅｃｈ) 标识之外ꎬ 全部使用希伯来语ꎬ 旨在遵守传

统的正统派犹太教ꎬ 争取性别平等ꎮ 它除了为女性提供学习机会以外ꎬ 还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ꎬ 每一次都吸引超过 １ ０００ 名参加者ꎬ 其中大

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ꎬ 其影响力日渐增加ꎬ “你的声音” 宗教女性

论坛在以色列几乎家喻户晓ꎬ 成为今日以色列社会倡导宗教女性主义思潮最

活跃的组织ꎮ
以色列宗教女权运动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思潮涌动至依托女性组织提出具

体的思想主张ꎬ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ꎬ 它将女性问题带入公众视野ꎬ 而

由于传统偏见的影响以及正统派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特殊地位ꎬ 正统派女性的

地位问题在以色列更为凸显ꎮ 深刻揭示女性在犹太教和传统犹太社会中真实

的地位ꎬ 发掘女性的价值ꎬ 构建犹太女性在现代世界和现代犹太教中应有的

位置ꎬ 不仅是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基本诉求ꎬ 也成为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

潮的应有之义ꎮ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４ 年ꎬ 数百名犹太女权主义者参加了在纽约城召开的第一届

和第二届美国全国犹太妇女大会ꎬ 探讨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和需求ꎬ 成立了

犹太女权主义组织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ꎮ 大会明确了犹太女权运动的双重目标ꎬ
即 “犹太女性要在犹太人公共的、 教育的和政治的所有领域得到全面、 直接

和平等的参与权”ꎬ 而且 “要在国内和国际的运动中发出犹太女权主义者的声

音”ꎮ②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深受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影响ꎬ 但她们又有

自己明确而特殊的诉求ꎮ
第一ꎬ 要求给予正统派女性正规宗教教育ꎬ 增加她们学习犹太经典的机

会ꎮ 宗教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只有正统派女性接受和男子一样的正规宗教教育ꎬ
才能够带来其社会地位的改变ꎮ 获取宗教知识是她们参与社会生活转至关重

要的一步ꎬ 一旦女性掌握了宗教经典ꎬ 现代正统派世界就不能够再将女性排

除在权力之外ꎮ 而且ꎬ 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ꎬ 现在她们自己接触学习了宗

０５１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ｌｅｃｈ ｏｒｇ ｉ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５
Ｐａｕｌａ Ｅ Ｈｙｍａｎ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 Ｐａｍｅｌａ Ｓ Ｎａｄｅｌｌ ｅｄ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Ｒｅａｄ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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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典ꎬ 她们因此可以在重塑犹太教的进程中发出女性的声音ꎬ 有能力在新

的领域发挥作用ꎮ
而在犹太教传统中ꎬ «托拉» 学习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ꎬ 对

于犹太男子来说ꎬ 学习 «托拉» 和祈祷上帝一样重要ꎬ 甚至比祈祷还重要ꎮ
但犹太女性没有学习 «托拉» 的义务ꎬ 因此ꎬ 她们不能参与更严肃的经典文

本的学习ꎮ 犹太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巨大改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波兰的

克拉科夫 (Ｋｒａｋｏｗ)ꎮ １９１７ 年ꎬ 撒拉施耐尔 (Ｓａｒａｈ Ｓｃｈｅｎｉｒｅｒꎬ １８８３ － １９３５)
为犹太女孩开办了 “雅各之家” (Ｂａｉｓ Ｙａａｋｏｖ) 学校ꎬ 这是犹太历史上第一次

为女孩开设宗教教育学校ꎬ 被誉为 “犹太女性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

岭”①ꎮ 此后ꎬ 此类学校迅速发展ꎬ 学校数量增长很快ꎬ 到 １９３９ 年ꎬ 欧洲已经

有大约 ２５０ 所 “雅各之家” 建立起来ꎬ 其目标是为犹太女孩提供犹太律法学

习机会ꎬ 使她们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完成 «托拉» 中的诫命ꎬ 以增加其宗教

虔诚ꎮ
在以色列ꎬ 位于耶路撒冷贝卡 (Ｂａｋａ) 社区的佩莱赫 (Ｐｅｌｅｃｈ) 是类似

于 “雅各之家” 的第一所教授女孩学习 «塔木德» 的高中ꎮ 它的雏形是出现

在 １９６３ 年的由拉比沙洛姆罗森布鲁斯 (Ｓｈａｌｏｍ 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ｔｈ) 和他的妻子在

帕尔德哈拿 ( Ｐａｒｄｅｓ Ｈａｎｎａｈ) 社区的一个宗教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俱乐

(Ｂｎｅｉ Ａｋｉｖａ) 为女孩创办的学校ꎬ 从一开始其教育内容就包括 «塔木德»ꎬ 这

是以色列宗教教育体系的一个革命性变化ꎮ 在 “六日战争” 以后ꎬ 该学校迁

到锡安山一座废弃的建筑中ꎮ 因为面临经费和其他困难ꎬ 在 １９７５ 年濒临倒闭

之时ꎬ 杰出的犹太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沙尔维 (Ａｌｉｃｅ Ｓｈａｌｖｉ) 教授志愿来到

这里ꎬ 并在接下来的 １５ 年里担任该学校的负责人ꎮ 爱丽丝教授也因此被认为

是佩莱赫女子宗教高中真正的创立者ꎬ 她为以色列女孩接受犹太口传律法和

女性地位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引领作用ꎮ 今天以色列许多正统派女权运动

的领导者均毕业于这所学校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女性教育机构布鲁里亚 (Ｍｉｃｈｌｅｌｅｔ Ｂｒｕｒｉａ)② 在耶路撒冷发起了

女性学习口传律法的项目ꎬ 最初的学生是从美国来到以色列学习的大学生ꎮ
此后ꎬ 该机构规模不断扩大ꎬ 为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提

１５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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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于 １９８６ 年更名为林登鲍姆学院 (Ｍｉｄｒｅｓｈｅｒ Ｌｉｎｄｅｎｂａｕ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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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育项目ꎮ 在以色列至少有 ２０ 多个类似的机构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ꎮ① 在

以色列建立的许多其他的现代正统派女性 «托拉» 高等学习机构中ꎬ 最著名

的有 １９８８ 年创立的马坦 (Ｍａｔａｎ) 和 １９９０ 年创立的尼什马特 (Ｎｉｓｈｍａｔ)ꎮ 此

类机构类似于犹太男子的耶希瓦 (Ｙｅｓｈｉｖａ)ꎬ 为女性提供高中之后的课程ꎮ 此

外ꎬ 这些大学生也开设了学习口传律法的教师培训班或者大学课程ꎮ 这些机

构的出现使得正统派女性能够前所未有地系统学习口传律法 (包括 «塔木

德»)ꎬ 培训女性成为律法专家、 教育工作者和女性社团领导者ꎬ 重塑女性在

犹太教中的地位ꎮ
当然ꎬ 除了宗教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之外ꎬ 今天正统派女性能够接受正规

的宗教教育还有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ꎬ 比如主流文化对正统派女性接受犹太

经典教育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ꎻ 正统派权威也担心如果不为女性提供宗

教教育ꎬ 她们会更多地被世俗文化所吸引ꎻ 培养女性使她们能够成为耶希瓦

毕业的男性合格的精神伴侣ꎬ 等等ꎮ② 无论如何ꎬ 女性被允许在专业机构中学

习 «托拉» 和 «塔木德»ꎬ 为其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开启了智慧之门ꎬ
这被誉为是以色列社会发生的一场真正革命ꎮ

第二ꎬ 呼吁给予女性更多的公共祈祷权和仪式领导权ꎮ 根据犹太教传统ꎬ
犹太女性没有进行公共祈祷的义务ꎮ 她们也不能被召唤来阅读 «托拉»ꎬ 不能

带领大家诵读饭后的祝祷词ꎬ 不能引领会众祈祷ꎬ 不能和男子一起进行祈祷ꎮ
现代正统派女性主义者积极寻求改变上述女性在宗教生活中的边缘化状况ꎮ
最典型的代表是宗教女性主义组织 “西墙女性”ꎮ 在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耶路撒

冷召开第一届国际女性主义者代表大会期间ꎬ 美国杰出的正统派女权斗士瑞

夫卡豪特 (Ｒｉｖｋａ Ｈａｕｔ) 组织了 ７０ 位参会女性手持 «托拉» 经卷到西墙前ꎬ
重建派女拉比狄波拉布林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ｉｎ) 带领大家进行了祈祷ꎬ 这引起了

西墙前极端正统派的愤怒ꎮ 虽然犹太女性已经以个人的身份在西墙前默默地

祈祷几个世纪的时间了ꎬ 但是按照犹太教的规定ꎬ 犹太女性群体此举被认为

是对传统的公然挑战ꎮ 在那里ꎬ 她们受到了来自极端正统派 (包括男性和女

性) 人士语言和身体上的攻击ꎮ 会议结束以后ꎬ 加拿大出生的学者、 作家、

２５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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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鲍娜杰沃拉哈伯曼 (Ｂｏｎｎａ Ｄｅｖｏｒａ Ｈａｂｅｒｍａｎ)① 带领一群耶路撒冷

女性继续在西墙前祈祷ꎬ 并组建了 “西墙女性” 组织ꎬ 为女性争取在犹太教

最神圣的地方身披祈祷披巾、 阅读 «托拉» 经卷并进行合法祈祷的权利ꎮ 而

以色列的正统派传统禁止女性在西墙前进行集体祈祷、 触摸 «托拉» 经卷、
戴祈祷披巾ꎮ 因此ꎬ “西墙女性” 的做法引起了正统派犹太社团一些成员的不

安和抗议ꎮ 在 ２００９ 年ꎬ 耶路撒冷发生了第一起女性因身披祈祷披巾而被逮捕

的案例ꎮ
“西墙女性” 的做法招致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反对、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的

不满和攻击ꎬ 以及以色列议会的一系列争论ꎮ 为此ꎬ “西墙女性” 向以色列最

高法院申诉ꎮ 以色列最高法院曾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决议认为 “西墙女

性” 在妇女的区域内集体祈祷和阅读 «托拉» 经卷是合法的ꎬ 但是该决议遭

到了极端政治派别包括沙斯党的激烈反对ꎮ 以色列最高法院重新审视了其此

前通过的决议ꎬ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６ 日推翻了该决议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一个 ９ 人法官

小组以５∶ ４最终裁决 “西墙女性” 的行为不合法ꎮ 尽管 “西墙女性” 在法庭

败诉ꎬ 但是她们每月初 (新月节) 依然在西墙前祈祷ꎬ 其成员于每年的普珥

节在西墙前阅读 «以斯帖记»ꎬ 在每一个阿布月初九阅读 «耶利米哀歌»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支持早前的一项决定ꎬ 即在西墙广场身披祈

祷披巾的女性并没有违反当地习俗或者引起公众骚乱ꎬ 因此不应该被逮捕ꎮ
在地方法院决议和西墙女性在西墙广场无数次抗议之后ꎬ 最高法院同意ꎬ 在

确定她们的祈祷和仪式没有违反当地习俗之后ꎬ 给予女性在西墙前举行仪式

的权利ꎬ 但是 “西墙女性” 组织宣称她们的成员依然被禁止在西墙前手持

«托拉» 经卷进行祈祷活动ꎮ
经过宗教女性主义者一系列的抗议斗争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议

会通过了一项计划ꎬ 即在西墙前辟出一块新的区域ꎬ 男女可以平等地在那里

祈祷ꎬ 而且不受拉比法院的限制ꎮ 虽然这一决定遭到了极端正统派的反对ꎬ
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中一些极端正统派成员甚至威胁撤销此项计划ꎬ 但

是内塔尼亚胡认为ꎬ 这是一个公正的有创造力的解决这一区域紧张问题的办

法ꎮ② 毫无疑问ꎬ 这对 “西墙女性” 组织来说是一个胜利ꎬ 它给予守教女性

３５１

①
②

哈伯曼于 ２０１５ 年在耶路撒冷去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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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７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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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最神圣的公共空间合法参与宗教仪式的权利ꎬ 对于重新界定女性在

犹太教中的价值至关重要ꎮ
犹太女性对于权利的争取不仅如此ꎬ 还要求获得宗教仪式的领导权ꎮ 其

一ꎬ 改变宗教委员会成员完全由男性担任的做法ꎮ 宗教委员会主要负责为社

团提供宗教服务ꎬ 如沐浴仪式、 礼定屠宰监管、 丧葬仪式ꎬ 等等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在利亚沙科迪勒的争取与努力下ꎬ 她成功当选耶路海姆 (Ｙｅｒｕｈａｍ) 地方宗

教委员会成员ꎮ 这是以色列女性第一次在负责宗教事务的市政机构中任职ꎬ
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ꎮ 其二ꎬ 女性与男性一样可司职犹太会堂领导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拿玛科尔曼 (Ｎａａｍａｈ Ｋｅｌｍａｎ) 成为以色列第一位被正式授职的

改革派女性拉比ꎬ 当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对此进行了报道ꎬ 但是

以色列 «国土报» 却对此只字未提ꎮ① 截至目前ꎬ 以色列已经有少数女性被

正统派拉比私人授职ꎬ 最著名的有哈维瓦尼尔大卫 (Ｈａｖｉｖａ 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和米米菲戈尔森 (Ｍｉｍｉ Ｆｅｉｇｅｌｓｏｎ)ꎬ 但是她们还没有被主流正统派认可为拉

比ꎮ 哈维瓦在巴尔 －伊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ꎬ ２００６ 年ꎬ 她在特拉维夫被拉比

阿尔耶斯特利可夫斯基 (Ａｒｙｅｈ Ｓｔｒｉｋｏｖｓｋｙ) 博士授职ꎬ 她撰写的 «边缘生

活: 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向传统拉比授职的历程»② 记录了自己成为拉比的精神

历程ꎮ 米米菲戈尔森则是正统派犹太教中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ꎮ 她出生于

美国ꎬ ８ 岁时移居以色列ꎬ １５ 岁开始师从拉比施罗默卡尔巴赫 ( Ｓｈｌｏｍｏ
Ｃａｒｌｅｂａｃｈ)ꎬ 并于 １９９４ 年由其授职ꎬ 但她被称为先生 (Ｒｅｂ)ꎬ 而不是拉比

(Ｒａｂｂｉ)ꎮ③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 美国一些现代正统派犹太会堂也已经为女性

设置了会众领导职位ꎬ 她们承担与男性拉比相同的工作ꎬ 但是每一个会堂有

一个不同的称呼———社会学者、 会众领导助理、 教育工作者、 精神导师ꎬ 等

等ꎮ 事实上ꎬ 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ꎬ 被授职的正统派女性不能直接称为拉比ꎬ
这不是头衔的问题ꎬ 它恰恰说明ꎬ 无论使用拉比任何变化形式的词汇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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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拉比ꎬ 授职女性拉比在正统派中还没有被真正接受ꎮ 要打破传统的社会

等级规范从而接纳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地位的实质性变化ꎬ 对于正统派犹太教

来说ꎬ 仍然任重而道远ꎮ
第三ꎬ 呼吁解决阿古纳问题ꎮ “离婚权利的不平等也是今日以色列女性面

临的最严重的歧视”①ꎮ 在历史上ꎬ 阿古纳指的是由于丈夫参军、 外出旅行或

者经商等原因没有回来ꎬ 因此不能给予其离婚文书而导致被束缚在婚姻中的

女性ꎮ 阿古纳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传统犹太律法ꎬ 按其规定ꎬ 男子掌控离婚

绝对的主导权ꎬ 只有犹太男子将离婚文书递到妻子手中ꎬ 离婚才真正生效ꎮ
以色列建国以后ꎬ 通过立法规定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均由拉比法庭按照

犹太律法裁决ꎮ 在拉比法庭ꎬ 妻子可以提出离婚ꎬ 但是必须有丈夫的离婚文

书ꎬ 离婚方能最终生效ꎮ 犹太男子或为逼迫妻子放弃孩子的监护权ꎬ 或者在

财产分割过程中为向其索取一笔高额钱财而拖延给妻子离婚文书ꎬ 置其于阿

古纳的境地ꎮ 但是拉比法庭没有权利强迫犹太男子离婚ꎬ 阿古纳问题依然是

一个真实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ꎬ 阿古纳一般可能要等 １ 年到 ５ 年不等ꎬ 有

的甚至会拖几十年ꎮ 今天ꎬ 阿古纳问题之所以依然存在ꎬ 因为无论犹太教如

何变迁ꎬ 但是正统派犹太教律法也无法轻易改变ꎮ 律法学家认为他们不是律

法的制定者ꎬ 他们只是律法的解释者ꎮ
在宗教女性主义者的积极努力下ꎬ 以色列社会相关职能机构也在积极地

采取措施试图解决阿古纳问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以色列议会给予拉比法庭额外的法

律权限ꎬ 拉比法庭被允许根据法律 (Ｒａｂｂ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Ｌａｗꎬ ５７５５ － １９９５) 采

取各种措施促使男子给予妻子离婚文书ꎬ 包括吊销其驾照、 冻结其银行账户、
吊销其护照以阻止其去国外旅行、 实施监禁等等ꎮ 但是女性团体代表认为ꎬ
１９９５ 年的法律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ꎬ 因为法庭仅在不足 ２％ 的案例中采用

这些措施ꎬ 而且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阿古纳问题ꎮ
阿古纳问题在 ２０１６ 年有了新进展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以色列时

报»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报道ꎬ 以色列司法部明确阐明ꎬ 以色列男子如果拒

绝给妻子出具宗教离婚文书ꎬ 将被起诉并面临监禁ꎮ 司法部长沙伊尼赞

(Ｓｈａｉ Ｎｉｔｚａｎ) 颁布法令ꎬ 允许民事法庭起诉并惩罚那些拉比法庭已经判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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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但是却拒绝提供给妻子离婚文书的男子ꎮ 这是因为以色列 «刑法» 第 ２８７
条已规定: 如果拉比法庭判决要求丈夫给予妻子离婚文书ꎬ 拒绝者将接受调

查并因无视判决而接受审判ꎻ 如果一个男子被发现违背判决而拒绝给妻子离

婚文书ꎬ 将被判决监禁ꎮ①

尽管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阿古纳问题ꎬ 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

法律上的无助地位ꎬ 但它是以色列社会解决阿古纳问题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

步ꎬ 显示了以色列社会对阿古纳问题的关切和解决该问题的决心ꎬ 也是宗教

女性主义者的一个暂时性胜利ꎮ
综上ꎬ 随着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及其社会实践ꎬ 正统派女性

开始越来越多地学习 «托拉» 和 «塔木德»ꎬ 这是纠正社会改变对女性歧视

和偏见的最重要前提ꎬ 也使得她们有意愿并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公共宗教生活

和其他社会生活ꎬ 从而使其社会地位尤其是在婚姻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开始扭

转ꎮ 宗教女性主义思潮改变了以色列正统派女性的生活ꎮ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倡导者在吸收借鉴美国犹太女权运动的理论和

模式的基础上ꎬ 在实践中努力为女性争取平等受教育以及参与宗教和其他社

会生活的机会ꎬ 这使得正统派女性开始质疑犹太社团的父权制结构特征ꎬ 在

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传统权力平衡的打破ꎬ 不可避免地使得以男性为中心的精

神和宗教生活发生变化ꎮ 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对以色列正统派女性自我形象的

认知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善、 对当代以色列犹太教以及犹太社团的发展均具有

重要的影响ꎮ
第一ꎬ 宗教女性主义改变了正统派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和社会形象ꎮ 在

宗教女性主义思潮的引领下ꎬ 当今以色列的正统派犹太人社会已能够包容女

性接受正规宗教教育ꎬ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学习口传律法ꎬ 参与犹太

社团和会堂里的各项活动ꎮ 在以色列ꎬ 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犹太会众建立起

来ꎬ 其中最著名的是希拉哈达沙 (Ｓｈｉｒａ Ｃｈａｄａｓｈａ)ꎮ 它于 ２００２ 年建立于耶

路撒冷ꎬ 其中女性可以参与公共的仪式ꎬ 包括周五晚上迎接安息日到来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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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Ｋａｂｂａｌａｔ Ｓｈａｂｂａｔ)、 将 «托拉» 经卷从约柜中移出的仪式、 星期六上午为

全体会众阅读 «托拉»ꎬ 等等ꎮ 这是以色列第一个女性和男子平等参与公共宗

教仪式的会众ꎬ 这种模式已经被 ２０ 多个以色列、 美国、 加拿大、 欧洲和澳大

利亚的犹太会众所模仿ꎮ
不仅如此ꎬ 施罗默瑞斯金 (Ｓｈｌｏｍｏ Ｒｉｓｋｉｎ) 拉比率先倡议允许女性成

为拉比律师 (ｔｏ’ ａｎｏｔ)ꎮ 经以色列大拉比院同意ꎬ １９９０ 年ꎬ 培训女性学习犹

太律法、 婚姻咨询和谈判技巧的机构成立ꎬ 女性可先通过培训ꎬ 然后参加由

拉比院举办的考试ꎬ 获得拉比律师资格ꎮ 今天ꎬ 女性拉比律师通常在以色列

拉比法庭参与离婚谈判事宜ꎬ 帮助欲离异女性在犹太律法框架内进行谈判ꎬ
为其争取合法权益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耶路撒冷女性托拉学习中心尼什马特开始培训

女性成为犹太律法顾问 ( ｙｏ’ ｅｔｚｅｔ ｈａｌａｋｈａｈ)ꎬ 解答有关犹太洁净仪式的问

题ꎬ 包括经期不洁净法以及其他的与性生活和女性健康有关的律法问题ꎬ 这

些一般是女性不愿意和男性拉比讨论的问题ꎮ 在以色列ꎬ 女性要成为律法顾

问ꎬ 需要在女性托拉高级研习中心学习两年时间ꎬ 接受心理学和女性健康方

面的培训ꎮ 自从 ２０００ 年第一届学生从尼什马特毕业以来ꎬ 已经有近百位女性

成为犹太律法顾问ꎮ 这些女性在以色列的犹太社团和北美的犹太社团工作ꎬ
通过电话和网络解答全世界犹太女性提出的关于家庭洁净法、 生育问题、 青

少年性教育方面的问题ꎮ
以色列正统派女性不断获得新的社会角色ꎬ 包括担任拉比、 教育工作者、

赞礼员、 社区领导、 祈祷主持者ꎬ 还在拉比法庭讨论案例以及就犹太律法问

题提供咨询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珍妮罗森菲尔德 ( Ｊｅｎｎｉｅ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成为以色列第

一位女性正统派精神顾问ꎬ① 一些犹太女性因此正在发挥着从前男子才能发挥

的作用ꎬ 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上 “性别角色的转换”ꎮ 这不仅提高了犹太女性

的自我认同感ꎬ 而且使人们更多地感知到她们的存在及其在宗教和社会生活

中身份和地位的积极改变ꎬ 听到了她们的声音ꎬ 从而开创性地重塑了犹太女

性的形象ꎮ
从表面看ꎬ 女性担任拉比、 律法顾问、 宗教委员会成员等是反传统的ꎬ

是对犹太男子在宗教以及各公共领域中的垄断权发起的挑战ꎬ 从而颠覆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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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 “公共 －私人” 二元结构下的男女角色定位ꎬ 这种变化甚至已经超出了

女性主义者所能想象的范围ꎮ 她们可以离开家庭外出追求自己的职业和完全

的经济独立ꎬ 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和自由选择ꎮ 今日以色列社会正统派女性

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体现的价值不断超越传统的范畴ꎬ 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

是一种冲击ꎬ 但是并没有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性别概念和家庭模式ꎮ 无论官方

机构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转变持何种态度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传统上认为女性

没有足够的智力水平研习律法进而裁决律法问题的 “偏见” 已经不合时宜ꎬ
认为女性在宗教生活中只能居于第二等级地位的观点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ꎮ 犹太社团同样需要女性精神领导者ꎮ 事实上ꎬ 正统派女性在犹太社团中

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已经构成当代犹太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从而开创性

地重塑了犹太社会生活愿景ꎮ
第二ꎬ 宗教女性主义不仅改变了犹太女性的生活ꎬ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重

塑了犹太教ꎮ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ꎬ 以色列相当数量的 «托拉» 和 «塔木

德» 学习机构的开设ꎬ 使正统派女性能够在专业的机构中学习犹太经典ꎬ 涉

足从前完全由男子主导的领域ꎮ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犹太律法著述论文集»
(Ｊｅｗｉｓｈ Ｌｅｇ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ｂｙ Ｗｏｍｅｎ) 是犹太女性第一次撰写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犹

太律法方面的著作ꎮ① 从事 «塔木德» 高等研究的女性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

理解 «托拉»ꎬ 这在她们注解 «圣经» 的著作②中体现出来ꎮ 女性开始成为伟

大的 «塔木德» 学者、 教授 «托拉» 和 «塔木德» 的导师以及律法专家ꎬ 从

而在学术领域和教育生活中ꎬ 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ꎬ 打破了传统犹太教中

男子掌控绝对话语权的局面ꎮ
在以色列ꎬ 正统派女性能够阅读犹太经典、 解读犹太经典被认为具有革

命性的意义ꎬ 这意味着女性学者现在能够运用自己的阅读和分析技巧来批评、
讨论和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知识ꎬ 并且带有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经验ꎮ③ 在

犹太律法著述方面ꎬ 目前以色列两位杰出的女性学者最具代表性ꎮ 一位是极

负盛名的马尔卡普特科夫斯基 (Ｍａｌｋａ Ｐｕｔｅｒｋｏｖｓｋｙ)ꎬ 她在巴尔 － 伊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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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犹太历史与哲学学士学位ꎬ 之后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 «塔木德» 硕士学

位ꎮ 她是一所女性宗教学习机构的负责人ꎬ 教授女性学生学习 «塔木德»ꎬ 为

众多守教的犹太人解答犹太律法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她出版了 «追随她自己的道

路———来自哈拉哈和道德视角的生命挑战»① 一书ꎬ 这是以色列第一本由正统

派犹太女性撰写的答问著作ꎬ 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ꎮ 其中论及的具有颠覆

传统性的律法裁决包括: 女性在每日晨祷时有戴祈祷披巾的权利、 女性有为

逝去的亲人念诵祈祷词 (ｋａｄｄｉｓｈ) 的权利、 妇女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权利ꎬ 等

等ꎮ 在 ２０１５ 年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的独立日官方纪念仪式上ꎬ 她是 １４ 位

被邀请点燃火炬的以色列人之一ꎬ 仪式组委会高度认可其作为女性学者在犹

太律法领域中开拓性的影响力ꎮ 与马尔卡普特科夫斯基齐名的另一位有影

响力的女权主义犹太女性学者是巴尔伊兰大学的洛尼特伊莎 ( Ｒｏｎｉｔ
Ｉｒｓｈａｉ)ꎬ 她通晓古典拉比文献、 现代哲学和社会性别理论ꎬ 是用女性主义视

角进行律法释经的开拓者ꎮ 她在其著作 «生育和犹太律法: 关于正统派答问

的女权主义视角»② 的开篇即指出: 犹太律法完全是男性的作品ꎬ 男性拉比仅

强调女性的生育价值而牺牲其作为人的价值ꎬ 这导致当时的哈拉哈作品不承

认女性的独立人格ꎮ
那么ꎬ 女性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致力于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批评宗教传

统ꎬ 挑战宗教文本的父权制话语以及将女性排除在特定仪式之外的做法ꎬ 会

削弱现代正统派犹太教吗? 答案是否定的ꎮ 事实上ꎬ 发掘女性的创造力ꎬ 开

启她们的智慧ꎬ 以及扩大其对犹太社团生活的参与程度和范围ꎬ 可以充分发

挥其价值ꎬ 且通过女性对犹太经典独特的理解以及对犹太社团公共生活的更

多参与ꎬ 对犹太教的发展会起到更有益的促进作用ꎮ 正如舒斯特曼以色列研

究中心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主任大卫艾伦松 ( Ｄａｖｉｄ
Ｅｌｌｅｎｓｏｎ) 教授所言ꎬ “普特科夫斯基和伊莎活跃地参与了重塑我们这个时代

以色列犹太信仰和实践的轮廓和实质内容的过程ꎬ 她们认为自己担负延续犹

太性和犹太精神的责任ꎬ 她们和其他人 (女性主义者) 一道正在开启当代以

９５１

①

②

Ｍａｌｋａ Ｐｕｔｅｒｋｏｖｓｋｙ ＆ Ｍｅｈａｌｅｃｈｅｔ Ｂｅｄａｒｋａ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ｅｒ Ｏｗｎ Ｐａｔｈ － Ｌｉｆ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ａｌａｃｈ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Ｙｅｄｉｏｔ Ａｈｒｏｎｏｔ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４

Ｒｏｎｉｔ Ｉｒｓｈａｉ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Ｌａｗ: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色列犹太教富有活力和令人激动的新愿景ꎮ”① 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注

定会对以色列社会发展继续产生进一步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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