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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嬗变

杨玉龙

　 　 内容提要　 １９２３ 年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后ꎬ 凯末尔政府实施了自上而下

的国家女性主义改革ꎬ 而自下而上的民间妇女运动亦同时兴起ꎬ 由此出现了

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ꎬ 妇女的平等权利得到一定

保障ꎮ 经历妇女运动低潮期后ꎬ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伴随着土耳其政治、 经

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ꎬ 该国女性主义思潮分化ꎬ 以世俗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

性主义、 库尔德女性主义等为代表的女性社会思潮ꎬ 通过各类女性组织开展

维护女性权益的社会运动ꎬ 有力推进了土耳其妇女事业的进步ꎮ 其中ꎬ 宗教

与世俗、 族群等因素成为女性主义思潮分化的主导因素ꎮ ２１ 世纪初正发党执

政后ꎬ 正发党政府一方面延续了国家女性主义精神ꎬ 促进了两性平等关系的

发展ꎻ 另一方面ꎬ 正发党政府与激进世俗女性主义者、 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

斯兰女性主义者、 库尔德女性主义者与世俗女性主义者之间ꎬ 在涉及妇女地

位、 权利、 义务等方面仍有不少分歧ꎬ 使女性主义思潮的论争日益激化ꎬ 加

剧了土耳其女性运动发展的复杂性ꎮ 如何进一步提升妇女地位、 实现妇女教

育、 就业、 参政等方面的平等ꎬ 仍是未来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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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又被称为女权主义ꎬ 是指力图消除对女性的性别

歧视、 批判男权社会的父权制、 促进两性平等的社会思潮及其社会运动ꎮ 女

性主义自诞生于近代西方社会以来ꎬ 对于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维护妇女权利

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ꎮ １９ 世纪末期ꎬ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东地区的传

统伊斯兰社会ꎬ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坦齐马特西化改革进程中已经萌生了最初

的土耳其妇女运动思潮与实践ꎬ 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精英阶层西化妇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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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活方式ꎬ 不过其影响非常有限ꎮ 自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至今近

百年间ꎬ 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经历了从萌发到持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ꎮ 总

体而言ꎬ 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实践对于土耳其政治、 社会、 宗教、 民

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关于土耳其女性主义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ꎬ 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 ４ 个研究

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ꎮ 其一是关于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的研究ꎮ «土耳

其妇女地位初探» 等文总结了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的积极影响和存在的弊

端ꎮ① 其二是关于土耳其民间女性主义运动的研究ꎮ 纳克特希尔曼 (Ｎüｋｈｅｔ
Ｓｉｒｍａｎ) 等分析了民间女性主义组织发展困境与前景ꎻ② «探析土耳其现代化

进程中女权运动的嬗变» 分析了土耳其民间女性主义兴起的积极影响ꎮ③ 其三

是伊斯兰教与女性主义研究ꎮ 古尔阿尔迪卡提马歇尔 (Ｇｕｌ Ａｌｄｉｋａｃｔ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认为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合法性与前景在土耳其面临着严峻挑战ꎻ④

穆斯林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重建穆斯林妇女的社会身份认同ꎮ⑤ «试论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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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嬗变　

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等文肯定了伊斯兰复兴客观上对促进女性

权利发展和扩大女性权利意识的积极影响ꎬ① 认为性别问题将持续性影响土耳

其国家与社会ꎮ② 其四是正发党政府妇女政策及其实践研究ꎮ 阿伊塞居内

斯阿亚塔 (Ａｙşｅ Ｇｕｎｅｓ Ａｙａｔａ) 等学者论述了正发党执政后推行的妇女改革

政策、 实践ꎮ③ 此外ꎬ 国外学界还研究了库尔德女性主义、 当代土耳其女性主

义发展困境等新问题ꎮ④ 总体而论ꎬ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已有了较为丰富

和深度的研究积累ꎬ 但也需要进一步从宏观视野加强对土耳其女性主义整体

性研究ꎬ 尤其需要进行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思考ꎮ 鉴此ꎬ 本文将尝试从

纵向历史视角厘清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逻辑ꎮ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ꎬ 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出现了双向互动ꎮ

一方面ꎬ 凯末尔政府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女性主义改革ꎻ 另一方面ꎬ 自下

而上的民间妇女运动兴起ꎮ 上述两大力量共同推动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ꎮ
(一) 土耳其国家女性主义的政策取向

国家女性主义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是指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凯末尔政

府对旨在解放土耳其妇女的一系列妇女改革政策的总称ꎮ 由于这一时期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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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国家妇女政策的推行ꎬ 故被学术界称为

“国家女性主义”ꎮ
国家女性主义的形成是凯末尔改革的积极结果ꎬ 与凯末尔试图建构的现

代土耳其民族国家计划有密切关系ꎬ 土耳其妇女群体的社会解放和现代化是

凯末尔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ꎮ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ꎬ 凯末尔总统

对土耳其社会推行了全方位改革ꎬ 其改革目标是通过现代化、 城市化和西方

化将土耳其社会型塑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ꎬ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司法、 教育等多个层面ꎮ

第一ꎬ 土耳其政府通过立法形式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ꎬ 赋予了妇女平等

公民权利ꎮ １９２６ 年ꎬ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颁

布了 «土耳其民法典»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ꎬ «土耳其民法典» 充分体现了凯

末尔改革的世俗性和现代性ꎬ 土耳其研究学者认为它是凯末尔改革最具有革

命性的举措之一ꎮ① «土耳其民法典» 废止了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兰教法ꎬ 消除

了许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男女不平等现象ꎮ 其一ꎬ «土耳其民法典» 赋予了妇

女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ꎬ 女性可以遵从自我意志选择与男性离婚ꎬ 继承家庭

财产ꎬ 享有子女监护权ꎻ 其二ꎬ 废除了 «伊斯兰家庭法»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ꎬ 革除了一夫多妻制度ꎬ② 这是土耳其妇女解放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ꎮ
其三ꎬ 保障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利ꎬ 受教育女性可以投身于就业市场和公共服

务事业ꎮ
第二ꎬ 土耳其妇女角色定位从家庭扩展至社会领域ꎮ 在现代土耳其民族

国家建设进程中ꎬ 妇女问题适时地进入公共领域ꎬ 其中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扮

演的角色问题是当时社会讨论的妇女问题核心议题之一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初期ꎬ 凯末尔政府对土耳其妇女的定位包括家庭角色和公共角色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政府强调妇女家庭角色的重要性和传统性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

其妇女的家庭角色主要是 “母亲” 和 “主妇”ꎬ 其核心责任是抚养家庭子女ꎬ
传统的妇女家庭角色价值观被国家作为主流社会价值观广泛地推广和宣传ꎮ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政府赋予了妇女群体一定的社会公共角色ꎬ 允许妇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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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领域ꎬ 接受义务性公立教育ꎬ 从事社会性工作ꎮ① 改变土耳其妇女传

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ꎬ 既是为了满足土耳其社会现代化和西化改革的需要ꎬ
也是基于土耳其妇女运动提出的诉求ꎬ 此举打破了妇女被束缚于传统家庭空

间的窠臼ꎮ
(二) 民间女性主义的早期实践

凯末尔当政时期ꎬ 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有力推动了土耳其妇女解放事业

的发展ꎮ 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发展促成了 １９２４ 年 “土耳其妇女联盟”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ＷＵ) 的建立ꎬ 形成了该国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组织ꎮ 土耳其

妇女联盟的创建群体主要来自于伊斯坦布尔精英妇女阶层ꎬ 包括作家、 医生、
律师、 教师等ꎬ 旨在实现妇女社会地位变革等目标ꎬ 且追求妇女平等的政治

参与权利ꎮ 但是ꎬ 土耳其妇女联盟追求妇女参政权利的诉求遭到土耳其政府

的批评ꎬ 土耳其妇女联盟遂将工作重点转向妇女参与公共生活ꎬ 主要侧重教

育事业、 社会慈善等方面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妇女联盟积极向社会贫穷妇女

和儿童提供慈善援助ꎬ 为女性提供教育培训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妇女联盟仍

锲而不舍地追求妇女平等的参政权利ꎬ 为妇女取得地方选举权利和全国选举

权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土耳其妇女联盟还与国际妇女组织加强联系ꎬ 第一次实现了土耳其妇女

运动国际化的尝试ꎮ 土耳其妇女联盟建立后ꎬ 采取积极行动ꎬ 寻求加入 “国
际妇女同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ꎬ ＩＡＷ)ꎬ 实现土耳其妇女运动

的国际化ꎮ １９２６ 年ꎬ 土耳其妇女联盟的部分领导人参加了国际妇女同盟巴黎

会议ꎬ 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际妇女同盟ꎬ 建立了土耳其妇女运动与国际妇女

组织的初步联系ꎮ 在土耳其妇女联盟的积极运作下ꎬ １９３５ 年国际妇女同盟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 ２０ 次全会ꎬ 实现了土耳其妇女运动国际化的重要

一步ꎬ 其重要性还表现在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伊斯兰国家召开的国际妇

女会议ꎮ 国际妇女同盟伊斯坦布尔全会以 “妇女自由” 和 “世界和平” 为会

议主题ꎬ 与会者包括了欧美国家代表和来自土耳其、 叙利亚、 埃及、 巴勒斯

坦等中东国家代表ꎮ 此次会议主题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妇女问题ꎬ 将议题延

展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国际社会面临的 “战争与和平” 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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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土耳其妇女运动实现了国际化的历史跨越ꎬ 却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

来自男性群体的批评ꎮ 部分土耳其男性精英认为ꎬ 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事

务ꎬ 女性角色应当以家庭事务为中心ꎬ 而男性参与政治治理是自然权利ꎮ 这

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占优势地位的父权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ꎬ 妇女

运动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诉求及其实践对男性社会规范的挑战引发了土耳其男

性精英的忧虑和不满ꎮ
无论是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还是民间女性主义在土耳其建国初期的发展ꎬ

解放了被父权制和封建制束缚和压迫的土耳其女性ꎬ 推进了土耳其妇女解放

运动的发展ꎮ 国家女性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对土耳其妇女群体推行了革命性

的国家妇女政策ꎬ 以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革实现了土耳其妇女解放ꎬ 赋

予了土耳其妇女众多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平等地位ꎬ 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ꎮ
国家女性主义改革使土耳其社会妇女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利首次得以确认ꎮ 土

耳其妇女要求取得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始于二三十年代的妇女运动ꎬ
女性主义领导们要求国家给予妇女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ꎬ 妇女政治参与权利

诉求主要包含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ꎮ 当时部分土耳其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甚至

提出了建立妇女政党ꎬ 以政党运动形式获取合法政治权利的要求ꎮ 土耳其政

府为了推进妇女地位改革进程ꎬ １９３０ 年正式赋予了妇女参与地方选举的权利ꎬ
１９３４ 年从地方扩大至全国选举ꎬ 土耳其妇女政治权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ꎮ
１９３５ 年ꎬ 土耳其议会选举产生了第一批女性议员ꎬ 女性议员占议员总数的

４ ５％ ꎮ① 从区域比较角度而论ꎬ 土耳其妇女社会与政治权利的改善甚至早于

当时大部分南欧地区国家ꎮ②

但是ꎬ 囿于时代局限性和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观念的延续性ꎬ 这一时期土

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局限性ꎮ 其一ꎬ 虽然土耳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破除

了奥斯曼时代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 童婚等封建陋习ꎬ 给予了妇女法律意

义的平等地位ꎬ 但其改革实效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ꎬ 而安

纳托利亚等东部地区及乡村仍保留了大量不平等的妇女社会习俗和观念ꎬ 土

耳其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至今仍在许多地区盛行ꎮ 父权制结构的延续

性来自于千百年来形成的父权道德文化体系ꎬ 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维系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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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社会的性别关系ꎮ① 以 １９２６ 年 «土耳其民法典» 为例ꎬ 尽管它革命性地

改善了土耳其妇女的社会地位ꎬ 但也遗留了许多男女性别不平等的法律条款ꎮ
«土耳其民法典» 明确规定了男性作为家庭核心角色的地位ꎬ 实际上将妇女归

类为家庭的二等地位ꎻ «土耳其民法典» 在家庭财产所有权方面ꎬ 规定结婚男

性的婚后财产全部归于男性个人名下ꎬ 剥夺了已婚妇女分享家庭共同财产的

权利ꎬ② 该条款实质上否定了妇女家庭劳动的付出和成果ꎬ 没有给予妇女家庭

劳动与男性社会劳动平等的劳动价值承认ꎮ 其二ꎬ 土耳其政府虽认同妇女问

题和妇女运动的必要性ꎬ 但对于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则保持警惕心理ꎬ 认为

这些妇女组织可能威胁土耳其国家利益③ꎬ 甚至引起政治稳定问题ꎬ 进而否认

了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存在合法性ꎬ 采取冻结式的行政手段迫使土耳其妇女

运动陷入停滞ꎮ 土耳其妇女联盟被迫于 １９３５ 年解散ꎬ 妇女运动进入历史低潮

期ꎮ 妇女问题沉默了数十年ꎬ 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领域ꎬ
引起土耳其社会广泛关注ꎮ 其三ꎬ 土耳其女性主义发展的受益者多为精英阶

层女性ꎮ 精英阶层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ꎬ 形成了土耳其

社会妇女地位改善的整体图景④ꎬ 而中下社会阶层女性仍生活于传统父权制社

会环境ꎬ 法律文本的变革未能从整体上改变妇女群体的境况ꎬ 这也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妇女运动的觉醒提供了现实基础ꎮ

新社会运动视野下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分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土耳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创造了自由和宽容的社

会环境ꎬ 独立于国家女性主义的民间妇女运动觉醒ꎬ 以新社会运动形式建立

了数量众多的妇女组织ꎮ 历经长期的政治动荡后ꎬ 土耳其政府力推新自由主

义改革ꎬ 构建多党制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系ꎬ 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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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ｓｉｍ Ａｒａｔꎬ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３６

Ｙｅｓｉｍ Ａｒａｔꎬ “Ｆｒｏｍ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０７ － １２３

Ｂｅｒｎａ Ｔｕｒａｍ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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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社会环境为土耳其妇女运动觉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ꎮ 至 ８０ 年代中

期ꎬ 土耳其出现了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伊斯兰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女性主义、 阿拉维文化运动 (Ａｌｅｖ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环境主

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等多种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思潮ꎬ① 相较于六七十年代

土耳其国内意识形态纷争ꎬ 新社会运动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行为主体、 价值观

念、 动员形式和思潮内涵ꎮ
(一) 世俗女性主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思潮及

运动的核心是追求男女平等权利ꎮ 这一时期土耳其妇女运动存在多种组织形

式和动员方式ꎬ 独立性和多元性的妇女运动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ꎮ 第

一ꎬ 土耳其妇女运动产生了不同以往的集体行动方式ꎮ １９８７ 年ꎬ ３ ０００ 名伊斯

坦布尔女性以集体动员方式参与了集会游行ꎬ 表达了对土耳其妇女受暴力现

象的愤怒和集体抗争的意愿ꎮ② 此次集体抗争事件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它是

土耳其妇女第一次以集体抗争表达对妇女权利的诉求ꎬ 标志着土耳其妇女运

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ꎻ 标志着土耳其妇女运动由个人权利诉求转向为集体权

利诉求ꎬ 妇女问题不再是个人或家庭内部事务ꎬ 而是土耳其社会妇女的集体

诉求ꎮ 受土耳其妇女运动和女性政治家的影响ꎬ １９９０ 年ꎬ 土耳其劳动与社会

安全部组建了 “妇女地位与问题总局”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③ꎬ 以制度化形式推进了土耳其妇女事业的发展ꎮ

第二ꎬ 土耳其妇女集体发起 “紫针运动” (Ｐｕｒｐｌｅ Ｎｅｅｄｌ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ꎬ 以

期通过社会运动方式消除部分歧视女性的不平等社会政策或现象ꎮ “紫针运

动” 主要针对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的在公共交通运行中的性骚扰女性现象ꎬ
该运动从伊斯坦布尔、 伊兹密尔和安卡拉等大中城市中逐渐发展壮大ꎮ 参与

者进而要求土耳其政府和民众正视妇女受暴力和受歧视的社会现象ꎬ 她们通

过递交请愿书、 举行集会游行、 召开记者招待会、 开展国会游说等多种途径ꎬ
试图改变土耳其法律和法庭对妇女的歧视现象ꎮ 在 “紫针运动” 影响下ꎬ 土

耳其于 １９９０ 年废除了妇女就业需经丈夫批准的父权霸权等法律规定ꎬ １９９７ 年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Ｓｅｆａ Ｆｉｉｍｆｉｅｋꎬ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０ ”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１２

Ｃａｇｌａ Ｄｉｎｅｒ ａｎｄ Şｕｌｅ Ｔｏｋｔａş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５
Ｓｅｆａ Ｆｉｉｍｆｉｅｋ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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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了已婚女性保留姓氏的相关法律权利ꎬ １９９８ 年废除了女性婚外情为刑事

犯罪的法律条文ꎬ 还给予警察部门合法干预女性受家庭暴力的法律权利ꎮ①

第三ꎬ 这一时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妇女组织ꎬ 妇女组织以多种方式推进

妇女事业的进步ꎬ 积极保护妇女权益ꎬ 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ꎮ 其一ꎬ 推动

妇女事业的社会宣传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伊斯坦布尔妇女组织建立 “妇女图书馆”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推动土耳其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ꎬ 宣传妇女运动和妇女

问题ꎮ 其二ꎬ 土耳其妇女组织建立了许多机制化的咨询中心和妇女庇护所ꎬ
保护受暴力困扰的女性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土耳其妇女组织建立 “紫色屋顶基金会”
(Ｐｕｒｐｌｅ Ｒｏ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设立热线电话ꎬ 向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免费的医疗

服务、 法律咨询和妇女庇护所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末ꎬ 土耳其妇女组织数量由 ６４ 个增加至 ３５０ 多个ꎮ②

土耳其妇女运动再觉醒后ꎬ 要求修改 «土耳其民法典» 的呼声日渐高涨ꎮ
８０ 年代ꎬ 土耳其妇女组织中的 “土耳其妇女法学家协会”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Ｊｕｒｉｓｔｓ) 提出 “废止 «土耳其民法典» 部分条款的修改和部分

条款”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的草案ꎬ③ 其要义是坚持女性和男性在婚姻中具有平等权利的原

则ꎮ 此外ꎬ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妇女研究中心” “妇女图书馆” “紫色屋顶基

金会” 等妇女组织及妇女专家学者ꎬ 共同发起和参与了民法修正案的请愿运动ꎬ
要求实现土耳其的性别平等ꎬ 消除性别歧视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 共计 １１ ９００ 份签名

被递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ꎻ １９９５ 年ꎬ 在 “ «土耳其民法典» 纪念仪式” 等活

动中ꎬ 土耳其妇女组织打出了 “平等权利 －平等参与” “家庭民主 －社会民主”
“公民国家 －公民法” 等旗帜ꎮ

土耳其妇女组织相关社会运动ꎬ 促使土耳其司法委员会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中期开始制定修正案ꎬ 推进了民法修正案的发展进程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土耳

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对 １９２６ 年 «土耳其民法典» 的修正案ꎬ 使土耳其在

消除性别歧视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ꎮ 其一ꎬ ２００１ 年民法

３４１

①

②
③

当时ꎬ 土耳其法律和法庭判例对妇女歧视的内容包括: 女性需经过丈夫同意方可就业工作ꎻ
女性必须使用丈夫姓氏作为自己的姓氏ꎻ 男性是家庭权威等ꎮ Ｙｅｓｉｍ Ａｒａｔ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ａｚａｒｔｅｓｉ ”ꎬ Ｗｏｍｅｎ ’ 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２

Ｃａｇｌａ Ｄｉｎｅｒ ａｎｄ Şｕｌｅ Ｔｏｋｔａş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７
Ｙｅｓｉｍ Ａｒａｔꎬ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ꎬ ｐ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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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取消了男性在家庭核心地位的角色规定ꎬ 从法律文本层面历史性突破

了土耳其社会父权制观念的传统ꎬ 给予了土耳其男女家庭地位平等的合法性

依据ꎮ 其二ꎬ 此次民法修正案给予了土耳其已婚妇女共享夫妻共同财产的权

利ꎬ 承认了已婚妇女家庭劳动价值和男性社会劳动价值的平等性ꎮ 土耳其妇

女离婚后可分配结婚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ꎮ 该法条的修订给予了离异妇女法

律文本和物质层面的保护ꎬ 有效提高了妇女的自主独立性和婚姻自决性ꎮ
(二) 伊斯兰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性主义是新社会运动产生后与世俗女性主义有相当差异和部分

对立观念的宗教类型女性主义思潮ꎬ 其产生与土耳其社会深厚的伊斯兰文化

传统有根本性的逻辑联系ꎬ 而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公共化和政治化ꎬ 是头巾禁

令的世俗主义政治引发的直接后果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就内涵而论ꎬ 其核心思

想是穆斯林妇女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不是伊斯兰文化创造的结果ꎻ 伊斯兰文化

内涵包括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概念ꎬ “穆斯林妇女问题源于乌来玛 (伊斯兰

学者) 对 «古兰经» 和圣训的父权式解释ꎬ 以及伊斯兰社会长期的父权制实

践ꎮ 该思潮致力于对 «古兰经» 和圣训重新解释ꎬ 追求建构一个更平等和更

公正的伊斯兰社会ꎮ”①

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萌发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宗教虔诚派妇女进入公共

空间和现代教育系统ꎮ ５０ 年代土耳其一党制解体后ꎬ 民主化和政治生态自由

化促使多党制和非政府组织发展ꎬ 宗教组织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领域ꎬ 共和国

早期著名的宗教学者赛义德努尔西 ( Ｓａｉｄ Ｎｕｒｓｉ) 和苏莱曼图纳汗

(Ｓüｌｅｙｍａｎ Ｔｕｎａｈａｎ) 的追随者建立了伊斯兰色彩的非政府组织 “努尔库”
(Ｎｕｒｃｕｓ) 和 “苏莱曼齐” (Ｓｕｌｅｙｍａｎｃıｓ)ꎮ 努尔库等宗教组织受到土耳其现代

化的影响ꎬ 提倡现代科学和教育ꎬ 主张伊斯兰框架内的性别平等ꎬ 鼓励土耳

其妇女接受现代科学教育ꎮ② 这一时期ꎬ 许多宗教虔诚派妇女进入土耳其现代

世俗教育学校上学ꎬ 虽然土耳其共和国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妇女穿戴头巾进

入学校ꎬ 实际上宗教虔诚派女学生佩戴头巾进入学校受到了教育系统和国家

机构的限制和反对ꎮ ７０ 年代土耳其政治动荡时期ꎬ 头巾问题日益成为凯末尔

４４１

①
②

范若兰: «伊斯兰女性主义研究»ꎬ 载 «宗教社会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辑ꎬ 第 ３４８ 页ꎮ
Öｍｅｒ Çａｈａ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ꎬ

２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ｐ 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ｒｉｖｅ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ｆｉｌｅ /
ｄ / ０Ｂ００ － ｖＨｋＥｆＳｔｉＵｊｄＶｅＥＮＵＶＦＮ０ｂＴｇ / ｅｄｉｔ? ｕｓｐ ＝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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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认为ꎬ 头巾问

题不属于政治争议范畴ꎬ 更不会破坏土耳其世俗主义国家原则ꎻ 相反ꎬ 头巾

禁令的解除有益于宗教虔诚派妇女群体进入公共空间ꎬ 接受世俗化教育ꎬ 服

务于国家ꎬ 弥合土耳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ꎮ
由于土耳其政府头巾禁令的推行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逐渐在公共领域

被具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政党所关注ꎮ 至 ９０ 年代中期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已

成为土耳其繁荣党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ａｒｔｙꎬ ＲＰ) 的选票群体基础ꎮ 头巾问题的争议政

治化ꎬ 使伊斯兰女性主义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土耳其世俗政治与伊斯兰政治

的意识形态冲突ꎮ
９０ 年代后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先后建立了多个民间妇女组织ꎬ 以妇女

组织的社会运动形式争取头巾禁令的解除和宗教虔诚派妇女合法权利ꎬ 呈现

出高度组织化的发展趋势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妇女组织的主要代表为 “妇女反

歧视 权 利 协 会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ＷＲＤ)、 “首都妇女平台” (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Ｗｏｍｅｎ’ 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和 “彩虹妇

女协会”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等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以妇女组织形式表达了自身的妇女权利诉求ꎬ 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ꎬ 强调妇女在信仰方面的虔诚性以及社会生活、 价

值观方面的传统性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大多坚持虔诚的伊斯兰信仰ꎬ 按时完

成宗教礼拜ꎬ 以传统方式实践社会和个人生活ꎬ 家庭观念表现为传统倾向ꎮ
由此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以宗教角度将自身与世俗女性主义划分了界限ꎬ 强调

其与世俗女性主义和自由女性主义的区别ꎬ 形成了伊斯兰女性主义话语体系ꎮ
其二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主张性别平等ꎬ 反对以伊斯兰教义为名ꎬ 行性别歧视

之实ꎬ 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ꎬ 也鼓励妇女参与社会角色和公共生活ꎬ 反对家

庭暴力ꎮ① 伊斯兰女性主义也赞同世俗和自由女性主义提出的父权制的男性霸

权思想ꎬ 主张突破传统父权制对妇女的束缚和歧视ꎬ 消除男权主义观念ꎮ 其

三ꎬ 伊斯兰女性主义认为穆斯林女性属于第三世界女性ꎬ 不同于西方文明体

系的女性主义思潮ꎬ 对于人权、 文化、 性别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和立场ꎮ 在

伊斯兰女性主义看来ꎬ 土耳其头巾仅仅代表着传统文化饰物含义ꎬ 与世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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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没有违背之处ꎬ 从自由主义和人权角度而论ꎬ 土耳其妇女是否佩戴头巾也

是依托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自由选择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ＮＳＣ) 授权军方以 “后现代政变” (Ｐｏｓｔ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ｕｐ) 形式停止了联合政府

的存在ꎬ 解散了执政的土耳其繁荣党ꎬ 随即颁布了土耳其历史上最为严厉的

头巾禁令ꎬ 大学和中学教育系统中数万名女性学生被迫离开学校ꎮ 严格的头

巾禁令使原本宗教象征的头巾宗教文化传统演变为了世俗主义原则与政治伊

斯兰之间的矛盾焦点ꎬ 在国家机构和教育系统佩戴伊斯兰头巾都被视为是对

国家世俗主义宪法原则的对抗ꎮ① １９９７ 年头巾禁令的严格推行不仅加剧了土

耳其国内世俗派和政治伊斯兰势力之间的矛盾ꎬ 也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女性主

义的平等诉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初之后ꎬ 头巾禁令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倾向政党参

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对象ꎬ 围绕着是否应解除头巾禁令引发了

女性主义者内部日益激烈的争论ꎮ
(三) 库尔德女性主义

族群民族主义因素是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演进的

另一个重要变量ꎮ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土耳其妇女运动兴起后ꎬ 妇女运动一直

被认为是无族群差别的社会运动ꎬ 没有体现土耳其不同民族、 宗教、 文化、
阶层妇女群体社会地位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ꎮ② 凯末尔时期试图构建以 “一族

一国” 为经典模式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ꎬ 忽视了土耳其国家多元族群、 文

化、 宗教等复杂性社会结构ꎮ 传统意义上的土耳其妇女运动以土耳其民族、
中上社会阶层、 西式教育背景、 城市化的妇女群体为主体ꎬ 虽然她们在国家

女性主义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耳其妇女运动中启蒙了妇女群体的权利意识ꎬ
提高了土耳其妇女的社会地位ꎬ 改善了妇女受教育水平ꎬ 却忽略了土耳其其

他族群妇女群体的声音ꎮ
库尔德妇女运动的产生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会库尔德族群妇女面临的边

缘化地位和不平等歧视等历史性和现实性社会背景ꎮ 第一ꎬ 库尔德妇女运动

的兴起源于库尔德女性在土耳其社会面对的父权制传统的压迫ꎮ 土耳其库尔

德民族运动实质是库尔德男性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实践ꎬ 库尔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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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昝涛: «延续与变迁: 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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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顽固的父权制文化排斥和抗拒库尔德女性对平等社会地位的追求ꎬ 库尔德

文化的男权至上思想根深蒂固ꎬ 因而库尔德民族运动使库尔德妇女群体处于

边缘化态势ꎮ 虽然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改革给予了土耳其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ꎬ
但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库尔德妇女群体仍处于传统社会父权结构的束缚中ꎬ 法

律层面的妇女解放并未解决现实性的库尔德妇女问题ꎮ 土耳其东部库尔德人

聚居区的传统父权制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部落性和宗教性ꎬ① 库尔德妇女的实际

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发达地区妇女群体ꎬ 其女性权利并未得到实际保障ꎬ 该地

区库尔德妇女面临着诸如童婚、 荣誉谋杀、 家庭暴力、 教育匮乏等困境ꎮ
第二ꎬ 凯末尔时代现代化改革进程使库尔德妇女在土耳其社会日益边缘

化ꎮ 相比于土耳其族裔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ꎬ 库尔德妇女在社会边缘化中受

到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是库尔德妇女的民族认同危机ꎬ 二是相对贫困

的社会生活及受教育低水平ꎮ② 由此ꎬ 库尔德妇女群体日益被禁锢于社会下层

甚至底层ꎬ 还面临着丧失民族性的认同危机ꎮ 以受教育水平为例ꎬ 根据 １９９３
至 １９９８ 年 “土耳其人口与健康调查” (Ｔｕｋｒｉｓｈ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ＴＤＨＳ) 显示ꎬ 超过 ７０％的土耳其库尔德女性未能完成初等教育学业ꎬ 而土耳

其族裔女性相应的未完成比例仅为 ２２％ ꎻ 土耳其库尔德女性完成中等以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仅为 ０ ５％ ꎬ 相应情况的土耳其族裔女性为 ５％ ꎮ③

第三ꎬ 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土耳其族群特征使土耳其妇女运动拒绝承

认库尔德妇女的少数族群特性ꎬ 库尔德群体妇女既不能融入土耳其妇女运动

的主流ꎬ 也得不到土耳其主流妇女运动对其特殊的妇女权利诉求的承认ꎮ 因

此ꎬ 双重歧视和女性、 族群的复杂性身份认同促使土耳其库尔德妇女群体迈

向了独立性新社会运动ꎬ 既不同于传统妇女运动ꎬ 也异于传统民族主义路径

的政治运动ꎮ
第四ꎬ 库尔德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当时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存在密切关系ꎮ

其一ꎬ 部分库尔德妇女积极参与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７０ 年代土耳其社会左翼运动ꎬ
使库尔德妇女积累了社会运动经验ꎬ 由于当时左翼运动以男性为主导ꎬ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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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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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库尔德妇女的性别特征被忽视了ꎮ 其二ꎬ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的土耳其库尔德民族

运动提升了库尔德妇女参与政治活动、 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和参与度ꎮ 在土耳

其库尔德人为自身民族权利而广泛地进行政治活动期间ꎬ 部分库尔德妇女产

生了从民族运动转向为妇女权利运动的思想转型ꎮ 其三ꎬ ８０ 年代后土耳其妇

女运动的再觉醒唤起了库尔德妇女沉睡的性别认同意识ꎬ 使库尔德妇女将利

益诉求从狭窄的族群或意识形态领域延展至性别认同领域ꎬ 库尔德妇女性别

认同意识觉醒促生了库尔德妇女运动和组织的形成ꎮ
虽然土耳其妇女运动促进了库尔德妇女性别认同意识的觉醒ꎬ 在族群界

限的差异和民族问题的不同立场等因素作用下ꎬ 库尔德妇女形成了有别于传

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独立性组织和妇女运动模式ꎮ １９８９ 年前后ꎬ 库尔德妇女

群体多次通过集体抗争形式向公共领域和土耳其妇女组织表达了库尔德民族

语言权利的诉求ꎬ 而土耳其妇女组织不仅忽视了库尔德妇女群体民族语言权

利的要求ꎬ 还指责库尔德妇女的民族主义立场ꎮ 由此ꎬ 库尔德妇女群体与土

耳其民族背景的妇女组织产生了组织分化ꎬ １９９０ 年建立了第一个独立性的库

尔德妇女组织 “库尔德妇女团体”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ＫＷＧ)ꎻ １９９１ 年建

立了 “爱国妇女联盟”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ＷＵ)ꎮ “库尔德妇女团体”
和 “爱国妇女联盟” 标识了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双重认同特征的不同趋向:
“库尔德妇女团体” 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性别认同ꎬ “爱国妇女联盟” 突出其

对库尔德运动的民族诉求ꎮ 但是ꎬ 库尔德妇女运动的组织化运作被土耳其政

府多次取缔和监控ꎬ 被迫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转入地下运行和频繁更名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的女性诉求与库尔德问题引发的武

装冲突后果紧密相关ꎮ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ＫＫ)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使许多库尔德妇女卷入政治斗争ꎮ 一方面ꎬ
因家人被捕或失去生命的库尔德女性积极参与了库尔德妇女运动ꎬ 以母亲或

妻子的家庭成员角色参与妇女权利斗争ꎻ 另一方面ꎬ 许多库尔德妇女受到政

治紧张化和社会冲突的影响ꎬ 转而投身于支持库工党的库尔德运动ꎻ 部分库

尔德妇女加入 “人民民主党”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ＤＰ)ꎬ 以参与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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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式争取库尔德女性权利ꎮ
９０ 年代后ꎬ 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逐渐与旅欧库尔德社群产生联系ꎬ 并

与西方国家的妇女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ꎮ 当时ꎬ 土耳其库尔德女性主义者创

建了许多妇女问题杂志ꎬ 宣传对于土耳其国家女性主义的批判ꎬ 部分旅欧库

尔德女性主义者在伦敦和柏林等城市建立了旅欧库尔德妇女组织ꎬ 如伦敦库

尔德社群的 “罗贾妇女协会” (Ｒｏｊ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等ꎮ 跨国库尔德妇

女组织还与西方左翼、 少数族群和黑人妇女等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ꎬ 发起

“妇女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停止荣誉谋杀” (Ｓｔｏｐ Ｈｏｎｏｕ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等

妇女运动ꎮ①

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兴起于土耳其社会的公共领域ꎬ 打破了传统意义

上的妇女运动ꎬ 具有双重的社会意义ꎮ 首先ꎬ 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向传统

库尔德社会文化中的父权制提出了批判ꎬ 要求打破库尔德父权制传统对库尔

德妇女权利的限制与束缚ꎬ 改善库尔德妇女的社会地位ꎮ 其次ꎬ 库尔德妇女

运动对传统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提出了质疑ꎬ 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土耳

其女性主义忽视了库尔德问题以及库尔德妇女问题ꎮ 库尔德妇女运动打破了

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话语霸权ꎬ 指出了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土耳其族群、
城市背景、 中上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ꎮ 因此ꎬ 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实质上

突破了传统妇女运动的局限性ꎬ 从族群身份认同角度阐释了库尔德妇女权利

诉求ꎬ 批判了传统妇女运动对少数族群妇女权利的忽视ꎬ 将土耳其妇女运动

上升到族群意义层面ꎬ 使土耳其妇女运动从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进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 其他不同族群背景的土耳其女性

还产生了跨族群意识的普遍性妇女问题共识ꎬ 不同族群、 信仰、 阶层的妇女

群体逐渐形成了超越狭隘身份认同的组织、 运动和观念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土耳其迪

亚巴克尔 (Ｄｉｙａｒｂａｋｉｒ) 建立了跨族群的妇女组织——— “支持妇女候选人协

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ꎮ 目前ꎬ “支持妇女候选人协

会” 在土耳其东南部和东部等地域 ２３ 个省份共建有分支机构共 ４０ 余个ꎮ②

“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 不强调自身意识形态归属ꎬ 突出跨族群、 跨阶层、 跨

９４１

①

②

Ｎａｄｊｅ Ａｌ － Ａｌｉ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ｆ Ｔａｓꎬ “Ｃｌａｓｈｅｓꎬ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ｎｄ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５２３

Ｎａｄｊｅ Ａｌ － Ａｌｉ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ｆ Ｔａ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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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特质ꎬ 致力于解决性别暴力问题ꎬ 为土耳其社会解决妇女问题和争取

妇女权利而奋斗ꎮ
综上ꎬ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土耳其女性主义进入了历史性的大发展时期ꎬ

各种女性主义思潮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开展社会运动ꎬ 取得了积极成果ꎬ 对于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维护妇女权利作出了贡献ꎬ 充分体现了民主化、 多元化

时代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和性别平等化趋势ꎬ 有力推进了土耳

其妇女解放事业的进步ꎮ 这一时期也是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的分化阶段ꎬ 宗

教与世俗、 族群边界等因素成为女性主义思潮不同流派分化的主导性因素ꎮ

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女性主义的激烈论争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将解决

妇女问题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ꎬ 尤其聚焦妇女参政问题ꎮ 这引

起女性主义者与政府及其内部派别的矛盾加深ꎬ 围绕女性主义问题的争论日

趋激烈ꎮ
(一) 正发党政府对妇女问题的传统观念

研究和分析土耳其正发党时代的妇女问题ꎬ 需要以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和

执政理念作为切入点ꎬ 这是影响当代土耳其妇女问题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ꎮ
２００１ 年建立的土耳其正发党ꎬ 秉持 “保守民主”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理

念ꎬ 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土耳其社会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协调ꎬ 注重土耳其传

统社会与现代性的中间路线ꎬ 批判革命意识形态和激进改革对土耳其社会传

统价值观念体系的破坏ꎮ 因此ꎬ 土耳其正发党的社会观侧重推行渐进式社会

变革ꎬ 充分汲取和保护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遗产、 价值观念体系ꎮ 正发党认

为土耳其社会传统存在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ꎬ 分别是 “家庭” “伊斯兰教”
和 “道德观”ꎮ

第一ꎬ 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民主理念突出将家庭观念作为土耳其传统社会

的核心ꎮ 正发党认为家庭和家庭观念是保守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ꎬ 而作为社

会机制的家庭是维持土耳其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主要载体ꎮ 家庭观念

的弱化将成为威胁和破坏土耳其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根源ꎬ 因此ꎬ 正

发党的政策取向体现为致力于推进土耳其社会的家庭观念建构和保护ꎬ 反对

土耳其社会和家庭观念的全盘西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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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正发党充分肯定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文明遗产ꎬ 强调土耳其认同中

的伊斯兰文化ꎬ 转变了凯末尔时代确立的世俗主义和西方文化认同倾向ꎬ 重

回土耳其传统文化认同观念ꎮ 虽然正发党强调伊斯兰文化认同ꎬ 但反对宗教

文化认同的制度化ꎬ 拒绝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性ꎬ 而是把传统宗教文化作为构

建正发党保守民主理念的文化认同资源ꎬ 促进土耳其的社会秩序稳固和传统

价值观念体系的恒定性ꎮ
第三ꎬ 正发党强调道德观念对社会传统维持的构建功能ꎬ 即在土耳其建

设 “道德正统社会”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道德正统社会以伊斯兰道德文

化观念为基础ꎮ 正发党认为妇女在土耳其建设道德正统社会进程中扮演核心

角色ꎬ 母亲这个角色通过家庭为土耳其下一代传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ꎮ
由此ꎬ 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将家庭、 妇女、 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等

传统作为施政之重点ꎬ 正视妇女问题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是践行社会传统价

值观的重要体现ꎮ 除此之外ꎬ 在土耳其ꎬ 还有两方面因素促使正发党执政府

推动妇女问题改革ꎮ 一是虽然土耳其妇女政治参与的意识并不十分强烈ꎬ 但

正发党无论是参与地方选举或国家选举ꎬ 女性选民都是其政治动员的对象ꎻ
正发党女性党员占有相当大比例ꎬ 也是其主动参与妇女问题改革的动力之一ꎮ
二是正发党执政后恰逢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启动之时ꎬ 入欧进程的关键之一

即要求土耳其改善国内妇女权利状况ꎮ
(二) 正发党政府的妇女权益改革举措

首先ꎬ 在法律层面调整涉及妇女问题的相关规定ꎮ 其一ꎬ 正发党执政后

积极推行宪法修正案ꎬ 旨在促进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ꎮ 通过修宪提案之后ꎬ
土耳其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妇女赋有保护责任ꎬ① 强调土耳其女性享

有平等的公民权利ꎮ 宪法第 ９０ 条的修改使土耳其正式接纳了保护妇女权利的

国际公约ꎬ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ꎬ ＣＥＤＡＷ) 正式被纳入土耳其国家

认可的法律体系规范之中ꎮ 其二ꎬ 正发党政府设立 “家庭法庭”ꎬ 以处理与

«土耳其家庭法» 相关的妇女问题ꎬ 延长妇女带薪产假时间ꎬ 保护妇女权利ꎮ
其三ꎬ 正发党政府废除了 «土耳其刑法» 存在激烈争议的强奸嫌犯赦免条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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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强奸女性的男性即使与受害者结婚ꎬ 依然要被判处刑罚ꎮ
其次ꎬ 正发党内部建立 “正发党妇女部” (Ｗｏｍｅｎ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ＷＢＪＤＰ)ꎬ 用于推进土耳其妇女问题的改革ꎮ “正发党

妇女部” 组建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在国内 ８１ 个省份有下属分支机构ꎬ 垂直组织

体系可延伸至县级行政单位①ꎬ 每月在首都安卡拉召开妇女部全国会议ꎬ 商讨

相关妇女问题ꎮ 由此ꎬ 正发党妇女部在土耳其国内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妇女群众

基础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ꎬ 突出体现在社会援助方面ꎮ 妇女部工作人员深入

土耳其社会基层ꎬ 援助贫穷、 年迈和残疾人妇女群体ꎬ 她们向困难妇女群体提

供免费餐食、 各类咨询ꎬ 对生活困难的妇女家庭子女提供教育援助资金ꎮ
再次ꎬ 在行政机构层面专设 “地方政府部”(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推动妇女参政议政ꎮ 正发党的 “地方政府部” 职责之一是推动土耳其妇女参

与地方政府事务ꎬ 鼓励正发党女性党员参选市长和省县级议会代表ꎮ “推广与

媒体事务部”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通过现代媒体向土耳

其妇女宣传正发党的妇女观和妇女问题政策ꎬ 组织会议和公共讨论ꎬ 发布妇

女问题的宣传手册ꎻ “组织事务部”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负责全

面落实土耳其各省、 县级的 “正发党妇女部” 分支组织建设工作ꎮ 因此ꎬ 正

发党鼓励和支持妇女群体践行土耳其法律赋予女性的合法参政权利ꎬ 由此提

高了土耳其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ꎻ 另一方面也因此取得了妇女群

体对正发党的选举支持ꎮ 正发党的妇女政策是该党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占据土耳其

政坛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此外ꎬ 正发党政府在土耳其全国 ５ 万人以上的城镇全面建立保护妇女与

儿童的庇护中心ꎬ 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网ꎬ 保护受暴力威胁的妇女儿童ꎮ
(三) 正发党妇女问题改革的社会反响

虽然正发党执政后积极改善妇女地位ꎬ 调整了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

和政策ꎬ 但其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中右派倾向及保守民主理念促使其复归

于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体系ꎬ 在一些相关妇女问题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方

面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内部的激烈争论ꎮ
第一ꎬ 政府与民间女性组织对保障妇女人身权利和妇女参政权存在争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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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 在维护妇女个体权利问题上ꎬ 以土耳其刑法中的通奸罪修改为例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正发党政府在刑法修正案中恢复了土耳其刑法中的通奸罪条款ꎬ
宣布通奸罪重新适用于有通奸行为的男性和女性ꎬ 将通奸行为重新从民法纳

入刑法体系ꎮ① 正发党政府宣称刑法通奸罪修正案是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

体系的体现ꎬ 尊重了男女性别平等的现代性理念ꎮ 然而ꎬ 刑法通奸罪修正案

引起了土耳其社会许多独立性妇女组织的强烈抗议ꎬ 而欧盟在土耳其加入欧

盟进程的谈判和考察阶段ꎬ 也对土耳其刑法修正案提出了批评ꎮ
其二ꎬ 正发党政府与土耳其妇女组织的另一个关键性争论是 “性别配额

制” (Ｇｅｎｄｅｒ Ｑｕｏｔａ)ꎮ 以 “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为代表的妇女组织认为ꎬ 土耳其妇女缺乏政治参与的根源

不是妇女对政治生活的漠视或受累于家庭ꎬ 男性政治霸权是女性远离土耳其

政治的主要障碍ꎮ② 因此ꎬ 妇女组织要求在土耳其推行性别配额制ꎬ 给予土耳

其女性在政党政治、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分别拥有 ３０％比例的政治权利配

额③ꎬ 以此打破土耳其男性对政治决策和运行体制的性别垄断地位ꎮ 但是ꎬ 正

发党政府并不支持在土耳其推行 “性别配额制”ꎬ 而是主张通过妇女部或其他

社会组织加强对土耳其妇女的民主政治教育ꎬ 启蒙土耳其女性的参政意识ꎮ
当代土耳其妇女运动提出的性别配额制诉求ꎬ 实质上是涉及土耳其政治

结构变革的重大政治体制问题ꎮ 一般意义上的土耳其妇女运动斗争目标主要

是以性别平等为核心ꎬ 促进妇女社会地位之改善ꎬ 提高妇女参与社会政治事

务的意识和权利ꎬ 改变家庭和社会中存在的传统父权制观念ꎮ 相较而言ꎬ “性
别配额制” 的提议试图改造土耳其各群体的政治结构ꎬ 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

思潮ꎬ 是对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的挑战ꎮ
其三ꎬ 头巾禁令的论争是当代土耳其社会国家与妇女组织、 女性主义组

织内部之间争议最为激烈的难题ꎮ 与伊斯兰女性将头巾视为宗教文化习俗不

同ꎬ 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头巾服饰文化集中体现了政治伊斯兰的文化

象征ꎬ 与土耳其国家世俗主义原则和人权原则不符ꎮ 这造成土耳其社会内部

的激烈争论ꎬ 这一论争深刻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宗教、 世俗和女性主义思潮不

同派别间的尖锐矛盾和对立观念ꎮ 对此ꎬ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后ꎬ 试图通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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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消头巾禁令ꎬ 曾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反世俗主义原则而驳回ꎬ 但是正发党

尝试推动取消头巾禁令的进程并没有停止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ꎬ 正发党推动议会取

消了大学头巾禁令ꎬ 结束了土耳其教育系统对头巾服饰着装的严厉限制ꎬ① 宗

教虔诚倾向的土耳其女性群体得以回归校园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正发党推动议会

取消了国家公务员系统的头巾禁令ꎬ 行政、 立法等国家机构女性公职人员可

佩戴头巾工作②ꎻ 土耳其议会 ４ 名女性议员佩戴头巾出席了安卡拉议会活动ꎬ
标志着土耳其议会机构头巾禁令的历史终结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正发党政府推

动议会解除了土耳其军队中女性军官、 女性士兵的头巾禁令ꎬ 这也标志着土

耳其所有国家部门系统解除了头巾禁令ꎮ④ 正发党政府历时多年冲破了土耳其

世俗主义体制下的头巾禁令ꎬ 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ꎬ 也

是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分水岭ꎬ 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ꎮ
第二ꎬ 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对于性别平等、 家庭等观念

和女权运动方式持不同观点ꎮ 其一ꎬ 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在

“性别平等” 观念上存在显著的分歧ꎮ 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土耳其社会现存

的男女性别角色、 责任和权利的差异源于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ꎬ 这些差

异并非是性别不同而是历史惯性ꎮ⑤ 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男性和女

性存在先天的性别差异ꎬ 因而形成了不同性别的角色、 责任和权利ꎻ 虽然男、
女性别差异存在ꎬ 但性别父权等级制并非现实ꎮ

其二ꎬ 对于正发党倡导的传统家庭观及妇女在其中的角色ꎬ 世俗女性主

义者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存在差异ꎮ 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传统家庭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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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角色束缚了女性自由ꎬ 不能强制让女性从事家务劳动ꎬ 女性成为

“妻子” 和 “母亲” 不应当是妇女必须履行的社会角色ꎬ 女性应当拥有性自

由和婚姻自由ꎮ 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家庭观念非常接近于正发党保守民主主义

思想ꎬ 强调和鼓励女性接纳婚姻和生子ꎬ 并视之为妇女天然的责任ꎮ 当然ꎬ
无论是世俗女性主义者ꎬ 还是伊斯兰女性主义者ꎬ 都提倡两性平等ꎬ 反对家

庭暴力等侵犯妇女权利的社会现象ꎮ
其三ꎬ 对于妇女权利改善方式ꎬ 世俗女性主义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表现为

积极与保守的不同趋向ꎮ 世俗女性主义者是当代土耳其新社会运动核心力量

之一ꎬ 她们主张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推动土耳其社会的性别平等化ꎮ 与之相反ꎬ
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希冀通过温和、 渐进的方式ꎬ 促进妇女权利与社

会地位之改善ꎮ
第三ꎬ 鉴于库尔德问题关涉土耳其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ꎬ 库尔德女性组

织的参政行为面临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者的严重质疑ꎮ 虽然库尔德妇女运动

与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群体之间存在女性主义的共同观念ꎬ 但库尔德族群身

份认同和库尔德问题的民族诉求成为两个不同族群之间女性主义者建立合作

机制和形成共识的主要障碍ꎮ 如前文述及ꎬ 库尔德妇女运动批判世俗女性主

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倾向和对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ꎻ 土耳其世俗女性主

义者则认为ꎬ 库尔德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和诉求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性别平等议

题ꎬ 以族群身份认同取代了性别认同ꎬ 导致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分裂ꎮ 世俗

女性主义组织 “妇女联盟” (Ｗｏｍｅ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的代表曾坦言ꎬ “虽然库尔德

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有一定契合之处ꎬ 但实际上库尔德妇女运动自我定

义的关键点是不同于女性主义的ꎮ”① 甚至部分世俗土耳其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库尔德妇女运动实质上不属于女性主义范畴ꎮ 不论世俗女性主义对库尔德妇

女运动性质的评价是否准确ꎬ 土耳其社会中存在的民族偏见与族群边界加深

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群体的分化趋势和边界意识ꎬ 阻碍着不同族群、 不同背景

的女性主义者建立更广泛和牢固的合作基础ꎮ
总之ꎬ 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妇女政策和改革举措已部分冲击了凯末尔时代

确立的国家女性主义政策ꎬ 头巾禁令的全面取消促使伊斯兰文化符号象征复

归于公共领域ꎬ 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无疑是正发党保守民主主义妇女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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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受益者ꎮ 当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者ꎬ 依据不同派别、 身份背景或意识形态ꎬ
对于女性相关问题缺乏可以相互包容理解的共识ꎮ 派别化和分散化的女性组

织ꎬ 尽管体现了其多元性ꎬ 却使维护女性共同权益的事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ꎮ

结　 论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近百年来ꎬ 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先后经历

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ꎬ 与土耳其政治发展存在密切关系ꎮ
凯末尔改革时代是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时期ꎬ 政治现代化与

社会世俗化为土耳其女性解放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改革动力ꎮ 一方

面ꎬ 这一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ꎬ 自上而下的凯末尔国家女性主

义改革使土耳其女性从法律、 政治方面获得了平等地位ꎬ 妇女在法律、 政治

层面的地位变化和社会现实权利的改善来自于国家主导的全面改革运动ꎻ 另

一方面ꎬ 这一时期政治威权主义极大地限制了独立自主的民间女性主义自由

发展ꎬ 因而较多保留了土耳其性别关系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父权社会结构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束了土耳其左右翼冲突等动荡的政治生

态ꎬ 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为民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条件ꎮ 民

间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兴起及其组织化、 专业化、 身份化突破了数十

年妇女群体的沉默状态ꎬ 将土耳其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指向了男性霸权和

父权社会的本质特征ꎬ 并且批判和质疑了国家女性主义对于改善妇女问题的

现实功能及其偏狭传统的女性观ꎻ 同时ꎬ 女性主义组织不仅在公共领域推动

妇女问题的改革ꎬ 在私人家庭领域要求反家庭暴力和不平等家庭关系ꎬ 拓展

了女性主义发展空间ꎮ 这一时期的民间女性主义还体现在多元化身份的女性

群体方面ꎬ 库尔德女性主义和伊斯兰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ꎬ 将身份问题引

入女性主义场域ꎬ 不同身份背景女性群体的权利诉求既是边缘化群体的觉醒

标志ꎬ 也是土耳其女性主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标识ꎮ 正发党执政后ꎬ 依据其

执政理念、 保守意识形态和传统社会家庭观念对土耳其既有的妇女政策作了

相应调整ꎬ 并继续在法律、 机制建设等方面推进妇女事业的改革步伐ꎬ 推进

了妇女权利发展的进步ꎮ 与此同时ꎬ 正发党的妇女政策在部分领域引起更为

剧烈的争议ꎮ 虽然头巾禁令已经解除ꎬ 但正发党政府与激进世俗女性主义者、
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 库尔德女性主义者与世俗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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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ꎬ 在涉及妇女地位、 权利、 义务等方面仍有不少矛盾点ꎬ 加剧了土耳其

女性运动发展的复杂性ꎮ 多方影响下的当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ꎬ 相较于 ２０
世纪更趋均衡与多元ꎬ 提升了妇女在土耳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度与影

响力ꎮ
同时ꎬ 我们应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想应遵循本土化方向ꎬ 充分汲取西方女性主义不同流派思

想的积极内涵ꎬ 但也要避免过度西化和绝对化等现象ꎮ 现代女性主义思潮起

源于美国ꎬ 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ꎮ 而作为发展中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ꎬ
既不同于西方中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环境ꎬ 也处于差异化的社会发展阶

段ꎮ 虽然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ꎬ 但其社会文化和思想

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仍属于伊斯兰文化范畴ꎬ 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部分性别

观、 平等观、 权利观、 社会理念以及政治理念等内容ꎬ 需要适应土耳其本土

国情和社会文化传统ꎬ 因而需要土耳其女性主义团体调适、 兼容其思想观念

和社会政治主张ꎻ 同时ꎬ 对于部分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绝对化倾向①ꎬ 也需要

土耳其女性主义群体加以甄别ꎬ 它无助于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ꎮ
另则ꎬ 土耳其存在世俗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性主义、 库尔德女性主义等多种

社会思潮ꎬ 各派别之间宜求同存异ꎬ 跨越宗教、 族群等界线ꎬ 共同推动土耳

其妇女权益与国家治理的协调发展ꎮ
当前ꎬ 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ꎬ 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ꎬ 政治和社会发展压

力增大ꎬ 部分妇女权益与发展问题仍十分突出ꎮ 从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 针对土耳其

妇女的谋杀案件有一定上升趋势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土耳其被谋杀女性达到大约 ４４０
人ꎬ 比 ２００２ 年增加了 ６ 倍ꎬ② 其中包括荣誉谋杀、 家庭暴力等致死因素ꎮ 一

些土耳其妇女仍深受家庭暴力的伤害ꎬ 据统计ꎬ ４１ ３％ 的土耳其妇女遭受过

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ꎮ③ 在社会就业、 受教育、 政治参与等方面ꎬ 土耳其妇女

仍面临着多重社会不平等ꎮ 总之ꎬ 推动土耳其妇女受保护的生存与发展权利ꎬ

７５１

①

②

③

田雨: «女权主义的划界、 反思与超越»ꎬ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９７ ~
１０１ 页ꎮ

Ｚｅｙｎｅｐ Ｂｉｌｇｅｈａｎꎬ “４４０ Ｗｏ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８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４４０ － ｗｏｍｅｎ － ｗｅｒｅ － ｋｉｌｌｅｄ － ｉｎ － ２０１８ －
ｉｎ － ｔｕｒｋｅｙ － ｗｏｍｅｎｓ － ｒｉｇｈｔｓ － ｇｒｏｕｐ － １４１４６４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８

Ｆａｔｍａ Ｂａｓａｒ ａｎｄ Ｎｕｒｄａｎ Ｄｅｍｉｒｃｉ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 ３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６６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降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现象ꎬ 实现妇女教育、 就业、 参政等方面的平等ꎬ 仍

是未来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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