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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电影《瓦嘉达》为背景，用性别文化的视角来解读阿拉伯妇女的生活样态，使

读者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尤其对对于女性的各种要求的风俗习惯，有个正面、整体的了解。
同时阐明日常行为当中的风俗习惯并不能全部与伊斯兰教法划等号的观点。宗教法存而不

变，风俗习惯在社会的流变中一直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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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瓦嘉达》（Wadjda，又名《骑单车的女孩》），是沙特年轻女导演哈依法·曼苏尔 （Haifaa Al-

Mansour）的处女作，是由她编剧，阿卜杜拉、穆罕默德、高哈尼等人主演的一部以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近郊生活

为主要场景的电影。电影由沙特阿拉伯和德国两国合作完成，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映。虽然影片只有 98 分

钟的剧情，而且讲述的故事也不过是一个 12 岁女孩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几件事情，但是影片所表现的内

容为我们了解阿拉伯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该电影自上映后逐渐变得火热，离不开剧情内容的新颖和特别。
本文将根据导演的初衷，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进行解读。

一、社会性别的理论阐释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将其起源彻底隐藏起来的构成物，不能说它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

它不严格地隶属于任何特别的身体类型。①社会性别是一种获得的地位，这一地位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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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构建。①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概念分析电影《瓦嘉达》，需要从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习性形成过程中的制

度性、结构性和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着手。从制度、社会构成和社会文化几个方面来探究性别不平等形成的

动力，通过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之行为来探讨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怎样塑造性别文化和与性别相关的社

会制度。探究在公共领域如学校教育、社会交往中，性别文化对于女性的要求，父权制背景下的家庭环境又如

何通过家庭教育联系社会要求而对女性的行为举止进行限制。父权制是一个社会体系，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

是，男性高于女性，女性需要被男性控制，她们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②父权制的明显特征是男性对公私两个

领域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女性本身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认为男性管住女性理所当然，女性必须从内心接受男

性主管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把这一套思路当作文化传统之后，女性往往会主导这一观念而帮助男性来制约、
管理女性，例如家庭妇女长辈对女子的要求和约束，学校女教师对女学生的管束。通过以上的理论探讨，我们

将理论作为依据和分析工具，来对《瓦嘉达》电影中展示的情节作出具体分析。

二、电影中的主体化叙事

《瓦嘉达》是一部故事情节比较简单的电影，从头至尾，以一位 12 岁的女孩瓦嘉达想要一辆单车的愿望

为主题，讲述她为实现这个愿望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影片不仅讲述了这个女孩如何努力实现她的愿望，最终

梦想成真，更重要的是将阿拉伯文化惯例与伊斯兰法中对女性的教育、宗教要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糅合在一

起。
影片一开始，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双语字幕使习惯了单一字幕的观众有了期待：这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电

影呢？是一种阿拉伯人导演的自我表述吗？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在欧美电影中早有表达，但由于编导是

欧美人，其表述的语言是英语，这些影片中的阿拉伯文化只不过是他者眼中的故事编辑，其中的文化内涵均

来自西方人对阿拉伯文化的他者的想象和主观建构，因此，西方影片中的阿拉伯文化是没有主体地位的。相

比之下，这部由沙特女导演编导且使用双语字幕的影片，则更多表达出一种自我话语的符号表征和意义传

递。由于是自我表述，自然不会有他者的形塑，或者被他者任意操纵的嫌疑。所以，在尚未进入序幕的阶段，观

众就有了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期待这种主体性的表达，能够本真地传递地方性社会的特点和本土文化的意

义，而且这种解读应该是自我声音的传递。有了这样的期待，当然就不会被他者话语长期操控所形成的扭曲

形象———欧美电影中常以阿拉伯人为恐怖分子的形象———混淆视听，自我发声，其声音必然不偏不倚。
影片以一种主体话语讲述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一讲述方式有点像是一位经历过世间风雨万象且处事

不惊的长者极为平静地拉家常，画面没有添加某种疑虑，也没有通过跌宕起伏的序幕立刻揪住观众。而恰恰

是这种平淡的开场，表现出影片制作者不卑不亢的文化立场。在影片开端，一位老师，几个学生，都身着黑色

长衫，在一起学唱歌。这样的开场，让观众误以为是基督教修女在唱诗班里训练，其实这是阿拉伯女孩们在老

师的引导下学习伊斯兰的赞主赞圣曲。可能尚在懵懂的女孩们还没有达到对宗教的严肃虔敬，从老师的严声

厉呵，足见虽然是课堂中的练唱，也容不得半点的亵渎。不过除此之外，电影还向观众传递出，男性社会话语

控制下的女性，往往并非由男性寸步不离地监督而进行规训，而是她们在习惯性地接受之后，把一种管理女

性的话语看作必须遵循的一部分，从而习以为常地当作一种文化践行。③所以在女孩成长过程中，往往是女

孩的老师、母亲或者其她女性长辈在一丝不苟地坚守着所谓女性需要遵守的规约，否则就会把超越规训边界

的行为看作是大逆不道。

① West，Candance；Zimmerman，Don H． “Doing Gener”，in Myers，Kristen A，ed．，Gender on the
Move． 1998．p．167．

② Lamla Bhasin． 1993．What is patriarchy？ New Delhi：Kan for Women，p．5．
③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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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阿拉伯文化妇女生活样态

影片的主角瓦嘉达在课堂上向两位认识的女孩示意打个招呼，便被老师抽查单独咏唱，还没有唱会的

她，被体罚到炎炎烈日下进行自我反思。里面歌声四起，外面的她皱着眉头，眯着眼睛，万般无奈。这样的方

式，给观众一种回归教育传统的感觉，因为用体罚方式来进行教育规训的个案现在并不常见。主角就这样被

呈现出来。可能导演有意这样安排，场景也没有过度渲染，对不同角色也没有急着去交待，给观众一种不痛不

痒的娱乐感。影片让观众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身边的孩子，这个孩子就这样被罚站了。老师和学生的相貌、着
装也没有刻意刻画为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或者宽松的长袍。

接着，观众被引入一种完全不同的场景当中，时间放在早晨。瓦嘉达的家里，在她上学和母亲上班之前的

准备当中，场景却被喧嚣的欧美流行音乐所笼罩。瓦嘉达坐在桌子前，脚放到桌沿边上系鞋带，穿的是时下发

达国家女孩中意的平板鞋和牛仔裤。她的母亲正在拿着电烫板收拾她的大波浪头发，脸上化着浓妆，身着现

代女性的低胸衫和紧身裤。这样的呈现，使观众立刻有了一种视觉错位，完全不会把她们与阿拉伯妇女联系

起来。母女俩的行为举止在不知不觉中留给观众一种疑问，她们这是一种在家的自然行为，还是对阿拉伯妇

女文化的一种悖逆？在这样的疑问下，导演又把瓦嘉达妈妈家庭妇女和上班族的双重身份，通过外面等待接

送上班的车和在家准备早餐与烧水的忙碌表达出来，这是现代阿拉伯妇女生活样态的一个片段。炎热的天

气，几位蒙着面纱的妇女互不言语，在燥热中等瓦嘉达母亲出来。车上几位妇女的不言语，则表达了阿拉伯妇

女在公共场合的矜持，而在屋内，瓦嘉达的母亲则换上了长袍，蒙上了头发和眼睛，在门口和在屋内判若两

人。这样的片段给观众传递了阿拉伯妇女在公私两个空间的不同行为，即在自己家中的随遇而安和在外面的

矜持与自我保护。爱美之心是没有边界的，只是美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①阿拉伯妇女在公共场合的着装何

时定为全黑的长袍和蒙面头巾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外显的形貌已经使观众立刻有了新的理解，原来阿拉伯妇

女在家里和在外面的穿着是不一样的。瓦嘉达也是一样，母亲的上班离去，似乎给了她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

空间，爱美看镜子、自己做手链、从抽屉里取钱、自己整理作业等等行为，也在为后面的故事作铺垫。
这样的叙事方式，把文化的意境和社会的场景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几个镜头呈现出来了。接着导演开

始用“瓦嘉达的上学路上”这样一个情节通过深描的方式讲述故事，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社会环境和瓦嘉达

的梦想。炎热干旱的利雅得近郊，草干树枯，没有绿色生命的衬托，黄色灰蒙和烈日曝晒是常见的图景。邻家

小孩阿卜杜拉头戴白帽，身着白色长衫，面带微笑进入瓦嘉达的视线，接着是调皮的阿卜杜拉抢走了她的三

明治早餐，不示弱的瓦嘉达奋力夺回。本以为阿卜杜拉会认输，悻悻而去，谁料他骑着自行车来拽下瓦嘉达的

头巾，丢在地上，然后骑车快速逃去，气呼呼的瓦嘉达无奈地喊着，等有一天自己有了自行车一定超过阿卜杜

拉。阿卜杜拉虽然年幼，但是他知道阿拉伯人的生活常识，女孩子是不允许骑自行车的这一事实他不仅知道，

还可以作为藐视瓦嘉达的话语，所以他轻蔑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女孩子不允许这样做。虽然只是一个短

小的故事，但是从中可以窥视出瓦嘉达虽为女孩，面对男性的欺负，绝不接受，即使小孩子的戏耍，也不接受。
等受了欺负，她更是不顾性别差异和地方生活禁忌，要用与男孩同样的权利来表达她的愤怒。

身为汽车修理工的瓦嘉达父亲也是很自然地出现在镜头中的，一块陨石和几句交谈，使观众知道了瓦嘉

达父亲可能与她母亲的不和，抑或事务忙碌而数日不归家。不过从后面她父母的交谈中得知，瓦嘉达的父亲

因为想要个儿子而正在寻觅二房，母亲也因为不愿再生而与父亲有了隔阂，最终还是因为彼此的赌气，父亲

不再回家，留下无助的母女。就这一条线，我们可以从中推断阿拉伯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妇女因为地方文化习

俗，在承担着家务的同时，忍受丈夫不归的孤独，还得面临和承受随时失去丈夫的危机。在这方面，女导演哈

依法一定是不满的，她把妇女的苦楚和艰难通过瓦嘉达父母的微妙婚姻关系给表达出来。女子担心失去丈

① Shusterman，Richard． Aesthetic Experience．“From Analysis to Eros．”The Journal and Criticism． 64：2．
Spri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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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但是又不失自己的尊严。瓦嘉达的母亲通过精细的自我打扮，希望在婚宴聚会时打消其她女人觊觎自己

丈夫的念头，她带着女儿买红色裙装的情节就是在表达阿拉伯妇女并非单纯的黑色长袍加蒙着头部的黑色

面纱，她们也在追求时尚并通过打扮自己以守护婚姻和家庭。不过她们并不因为担心失去丈夫而任其摆布。
可能也是这样的母亲和家庭状况，塑造了具有叛逆思想和行为的瓦嘉达。学校生活就是要表达瓦嘉达的这一

面。
在学校里，瓦嘉达和其她女孩一样，在接受着书本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宗教知识、宗教文化和日常

生活知识的熏陶。童年的娱乐在全球都有共通性，导演用“跳方格”这样古老的游戏来传递人们在孩童时的天

真无邪和烂漫。不过几位工人在校园外面的楼顶窥探她们玩耍的行为，在其他文化习惯中，可能会被认为无

所谓，看看无妨，然而在阿拉伯文化中，这对于女孩来说是一种禁忌。文化规约使男女之间因为陌生而保持着

刻板的距离，即使远眺也觉得是一种亵渎和不敬。女性无奈，不能仰首辱骂，让他们停止窥探，相反，她们通过

躲让避开的方式忍受这种“侵略”和干扰。一般女性如此，就是代表有权力的女性，校长也对此无可奈何。在其

他女孩避开远离的时候，我行我素的瓦嘉达并没有立刻跟她们走开，即使只有她一个人，她还是自信地跳着

方格，直到校长出来喊停。校长的转身一看和喊着让瓦嘉达赶紧进教室的做法，也在传递一个意思，在这里，

妇女即使有权利，也有声音，她们还是得忍让，得逆来顺受。让他们看去，自己走开不就得了。
瓦嘉达为了能够实现自己购买自行车的愿望，尝试着自己能够做到的办法。她辛辛苦苦地在家里做手

链，然后卖给同学，通过给校园内外恋爱的男女送纸条赚点“信息费”和“跑路费”，还帮人录制被阿拉伯人认

为有伤风俗的流行歌曲磁带。这些在学校教育的规训中都是违禁的做法，因此得到校长的批评，校长甚至告

知家庭，让她的母亲成为“帮凶”而共同规约以瓦嘉达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

四、权力、反抗与社会性别：公私领域中的女性规训

女性主义认为，从性别角度来分析社会制度和人之文化，并非从女性的角度来作出判断或给出答案，而

是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提供一个视角，即女性如何被形塑而成为男性话语的适应者、接受者、遵守者和执行者。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如果把男性话语作为中心，女性话语则自然处在边缘。女性的成长过程，是男性针对女

性话语的一个形塑过程。男性本身在此过程中，并不是真正的形塑过程的执行者，而是女性自己在不遗余力

地监督和执行这一话语。这一点从瓦嘉达所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和瓦嘉达母亲对待女儿的方式可见一斑。针对

女性的话语得以制造之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以顺从接受的方式，浑然不觉地习得，其后开始在自己的女儿

和身边的女性当中，竭尽全力地实践。话语内容只不过从被动的顺从转变为主动的学习，从男性话语变为文

化习惯中的一部分之后，女性则用这样的文化习惯来制约女性，譬如女儿和儿媳等。女性觉得习以为常，执行

过程中用“为了女孩的好”来推动制度的执行。电影一个片段中，校长监督女孩戴头巾的故事向观众表明，女

性到了一定年龄必须戴头巾，否则有伤大雅，有违家族传统。男性不以为然，女性却在不顾一切地这样要求同

性。按照常理，女性应该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要求，但是担任执行和监督的成人女性，扮演着男性话语执行者的

角色。话语内容是，女人出门不戴头巾，会被人说三道四，会被当作不规矩的女人，不规矩的女人将使整个家

庭，甚至整个家族蒙羞。所以说，女性不戴头巾本来只是个体的行为，却被上纲上线为家庭和家族问题。这样

的女人必然不会被制度严明的家庭所接受。女性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有个好的归宿，就要制约她们的这种行

为。这种做法貌似在为女儿着想，实则是对女性话语权力的一种执行，甚至为话语制造者服务。这是女性的集

体遗忘还是制度转化为文化习俗（habitus）并印入脑际而形成的一种必须遵守的规约？就长袍和头巾本身而

言，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绝对。男性如何限制女性，本来那只是一个生活习惯，上升为宗教制度之

后，再回归传统，其执行力和意义都不一样了。
为了限制女学生的自由恋爱，学校采取严格的跟踪和惩罚措施。电影中，瓦嘉达本以为送纸条行为严密，

却还是被校长发现，说明监督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女孩遭惩罚不说，瓦嘉达也因此而被校长看作是不听

话的坏女孩。两个女孩涂了指甲油，也被校长知道，说明在整个学校制度体系里，教学人员、宗教警察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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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学生（她们皆为女性），共同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校长为何这样做？除了学校的安定之外，还有风俗习

惯的话语使她情愿为此付出努力。电影中就女性戴头巾、穿长袍的事情，也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不同

而给出解释，即在家庭和唯有女性在一起的环境里，女性不需要那么多累赘，完全可以摘掉，但是在公共领

域，则一定要严格遵守约定俗成的惯例，因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要求，而且已经是法律

的要求，否则不只是单纯的个人毁誉，而且要在遭受非议的同时，还要遭受宗教法的惩罚。
面对来自男性话语的压迫和制裁，女性表面上言听计从，实则用弱者的身份作出反抗。瓦嘉达在被要求

穿上和大家一样的鞋子时，她并没有换掉自己的平板鞋，而是继续穿平板鞋，只是将其涂染成与学校要求的

鞋一样的颜色。校长要瓦嘉达穿上长大了的女孩子的长袍，戴蒙住面容的围巾，瓦嘉达不置可否，回家后却用

母亲的头巾遮住给母亲看，并把校长和“小偷”在家里约会的事情讲给母亲听。这种说闲话和故意揶揄的方式

也是一种另类的反抗，反抗校长对瓦嘉达本人的规训。瓦嘉达的母亲大声呵斥女儿不要说三道四。在女儿提

出购买自行车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女儿的请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瓦嘉达的母亲也是从希望女儿

过好，将来有个好归宿的角度来严格要求女儿的。在故事当中，瓦嘉达的母亲也扮演着反抗与顺从的双重角

色。她本身就有着“叛逆”行为，譬如反对丈夫再娶老婆，不顾丈夫反对在外找自己喜欢的工作等。她的行为，

从表面上看只是反对丈夫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传统阿拉伯文化当中妇女容忍丈夫娶几个妻子，女人不能驾车

和不能随便外出工作的反抗。但是在电影结尾部分，她对女儿瓦嘉达购买自行车愿望的支持，甚至省下买裙

子的钱而直接给女儿买了自行车的行为，就是一种自己态度的表达，也是对阿拉伯文化当中对于妇女种种要

求的挑战。
电影中，导演用瓦嘉达这样一个女孩，从各个方面来表达阿拉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诉求。在家里，

因为母亲生了她———一个女孩，父亲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再物色妻子为他生儿子。而这个后面的支持者不是别

人，却是瓦嘉达的奶奶。前文已经述及，传统观念的维护和践行者往往是女性。单个的人看似只是为了家庭，为

了让家庭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习俗下有个儿子，其实这是一个群体的文化习惯，因此也使瓦嘉达要像男孩一样

做事。在看到家庭谱系树上只要男性的名字时，她专门写了自己的名字贴在父亲的后面，以表达男女应该被一

样看待的想法。但是她的母亲在她上学之后，把她的名字取了下来，从中也看出她的母亲也在笃行这样的观

念：女人是不能算在家族之内的，嫁出去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一员。瓦嘉达看到这些之后，表现出无奈和矛盾。

五、文化传统与伊斯兰教制度：日常生活的实践

电影中试图把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的日常生活实践分开来解读。文化和风俗习惯可以因人而不被遵

守甚至可以被挑战。女子年幼出嫁的阿拉伯人婚姻习俗可以因为个人情况的不同而表现迥异。在学校里，十

几岁的女孩可能已经为人妻，而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的校长和教师还没有婚姻。其实在阿拉伯文化当中，

早婚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变化，所以瓦嘉达的母亲在女儿不听话或者表现叛逆时，常用找个婆家嫁

出去的说法来吓唬女儿。在伊斯兰教制度方面，则不容半点越界。电影中数次出现瓦嘉达母亲带着女儿一起

礼拜的镜头，也有学校老师带学生集体礼拜的镜头，另外还有集体学习《古兰经》的片段。对于《古兰经》的尊

重与保护，也通过细节来展现。已婚妇女在接触经典时，不能用手直接接触，要用纸巾或者手绢隔开诵读。另

外，瓦嘉达母亲的行为举止也在表现这方面的内容。“遮住羞体头发和面容，而不去随便被其他男人看，或者

去招惹其他男人”的宗教制度，她是谨守不悖的。她的朋友介绍她一个工作，当她见到朋友因为工作而摘掉头

巾的做法时，她立刻表现出不能接受的态度而带着瓦嘉达离开，宁愿不要工作，也不违背宗教制度。这一点也

表明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法律之间的泾渭分明。文化中的传统风俗习惯可以超越，但是伊斯兰法的边界线不

容触碰。
为了表达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和对《古兰经》经典内容的谨守学习，学校每年举行《古兰经》知识和诵读比

赛。这个活动的 1000 里亚尔的奖金使急于实现梦想的瓦嘉达有了希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这些

奖金，然后去买心仪已久的自行车。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用积攒已久的 62 里亚尔买了学习《古兰经》诵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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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基本知识的题库光盘。功夫不负有心人，瓦嘉达最终获得第一。但是她如实说出自己要用奖金买自行车

的想法时，奖金却被校长强行捐献给巴勒斯坦的苦难民众，而且她也被校长冠以“不听话叛逆的坏女孩”的头

衔。可怜的瓦嘉达欲哭无泪，她可以用语言来反抗校长，但是对于“女孩不能骑自行车”的规矩不能破，最终瓦

嘉达失望而归。故事的转折点在于，瓦嘉达母亲因为丈夫再找妻子而不要她和女儿，选择不再顺从规矩，她用

给女儿买自行车，让女儿实现梦想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制度的不满。
当然，电影当中还有一些阿拉伯世界正在改变的信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的过

程中，也在亦步亦趋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青年一代对时尚的追求比如穿牛仔裤、听流行歌曲等，在传统守

护者看来是一种违背传统的做法，不过这些守护者也在试着接受和欣赏美的东西，瓦嘉达给店铺老板送流行

歌曲磁带就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店铺老板按照传统，是不可以把自行车卖给女孩的，但是他还是信守承诺，

把自行车留给瓦嘉达。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表达一个观念，挑战传统，个体的行为还是在动态变化的社会中

不会遭受立刻的阻止。当瓦嘉达骑着自行车在街头与阿卜杜拉比赛时，路人看到，并没有感到惊讶，表现出对

一个女孩的小事何必大惊小怪的态度。

六、结语

总之，女导演哈依法以瓦嘉达一个孩子的生活故事为背景，讲述了当下社会阿拉伯妇女在传统制度下的

生活样态。日常生活的表述，是后现代电影的一个新视角，用简简单单的故事讲述一个大道理，应该说哈依法

导演做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的流变中如何在守护传统的同时寻找新的生活之路，怎样建构她们自由却又守

护宗教信仰的生活，对于阿拉伯妇女来说，还是一个不能立刻给出答案的问题。本文通过性别文化的视角来

解读这部电影，使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尤其对于各种要求女性的风俗习惯，有个正面、整体的了解，同

时阐明日常行为当中的风俗习惯并不能全部与伊斯兰教法划等号。宗教法存而不变，风俗习惯在社会的流变

中一直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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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Resistance and Gender: Understanding Women in
Arabia Culture from the Movie Wadjda

Tao Rui Zhou Jing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aut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vie Wadjda, make
an analysis on Arabian women of their everyday lives, which will present a holistic picture for understanding by
embodying cultures of Arabic world and customs of women in particular. Meanwhile, the authors probe into the
customs of everyday life to prove that custom is not equivalent to Islamic Sharih law for the law is not being
changed, while the custom is dynamic and being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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