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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黑人妇女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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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通过将白人与其他种族在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分隔开，来维护白人统治阶

级的既得利益和种族特权，免受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反抗和威胁。这一时期的南非黑人妇女遭受着殖民统治、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多重压迫，造成了她们边缘化和屈从的社会地位。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南非黑人妇女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组织开展了多次影响巨大的反抗运动，将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让位于民族解放事业，并通

过建立妇女组织，为广大黑人妇女争取利益，有力地促进了南非妇女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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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南非妇女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但在主要斗争中却很少获得领导者地位［1］，进

而导致她们的贡献容易被社会和历史所忽略。当人

们在盛赞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等反种

族隔离英雄时，不应该忘记在背后还有默默支持他

们的妻子以及众多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作出杰出贡献

的黑人妇女们。正因为有妇女在家里生火烧饭、照
顾孩子，甚至有时为养家糊口劳碌奔波，男人才能没

有负担，投身解放运动［2］。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

黑人妇女长期遭受着殖民、种族、性别等多重压迫，

在社会中处于屈从和边缘地位。面对压迫，很多黑

人妇女除了默默支持和辛勤付出，还亲自参与到反

抗斗争中。她们经常站在抗争的第一线，是斗争中

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3］。
目前，国内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研究已经比

较成熟和完善，但专门研究南非妇女对民族解放运

动所作贡献的文章却很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集

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洪永红在《1913 年南非布隆

方丹妇女运动初探》和《从两次反通行证法看南非

妇女运动》中主要探讨了南非妇女解放运动的特

点［3 － 4］。张象在《彩虹之邦新南非》一书中对南非

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为反种族隔离制度所作贡献进

行了相对详尽的阐述［5］。除此之外，暂未发现该领

域其他研究成果。本文聚焦南非黑人妇女对在南非

反种族隔离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贡献进行初步探

讨，希望能够丰富国内在该领域研究。

2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种族隔离( Apartheid) 引自南非荷兰语，意为区

分、隔离。南非种族隔离是指在 1948—1994 年由白

人执政党主导，在南非实行的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

离、种族压迫和剥削的体制。根本目的是将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同占人口少数的

白人在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分隔

开，以维护白人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免受黑人及其他

有色人种反抗的威胁［6］。该制度最早在荷兰统治

时就已经开始，［7］并在 1948 年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

下来，开始在南非全国正式实施。
政府首先将居民分为四个种族: 黑人、白人、有

色人和印度人，并通过法律实施种族分离，强迫人们

根据种族居住到不同的地方。1960—1963 年，350
万非白人被驱离家园，其中占总人口 70% 的黑人被

迫迁移到 10 个仅占国土面积 13% 的“班图家园”
( Bantustan) ，这些地区互不相连，土地贫瘠且经济

落后。这也是人类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驱离行动之

一。白人政府和官员坚称这些保留区是“黑人渴望

复兴的传统部落王国的重生”［8］。然而，他们真正

的意图是将黑人逐步“赶出南非”，将两个半世纪以

来的掠夺成果进一步合法化和永久化［9］。随后，政

府又通过立法，开始在政治、教育、医疗、住房、交通

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1910—
1971 年，南非政府共颁布了近百项种族隔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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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限制黑人人口流动，禁止不同种族间恋爱

和联姻，禁止黑人在城市定居，禁止不同种族混用医

院、学校和大学等公共设施，甚至过街天桥、公园长

凳、冲浪海滩和公共汽车等都“黑白分明”。其中，

政府在 1953 年颁布的《班图人教育法》意在为黑人

单独设立一套教育体系，让他们永远成为社会底层

或工薪阶层［10］。
种族隔离制度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南非黑人的

不断反抗。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影响，早期的反抗

运动多以和平请愿、游行示威和抵制抗议为主。二

战结束后，在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下，南非黑

人以及有色人、印度人纷纷提出民族解放的要求，争

取自由平等的政治运动日益兴起。尤其是 1963 年

沙佩维尔惨案①爆发后，以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 为首的黑人政党开

始成立军事分支，原本的非暴力抗争也逐步走向暴

力和武装抗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社会通

过贸易制裁和武器禁运等方式不断向南非政府施

压。南非国内经济也开始面临困境，白人政府被迫

实施改革。1989 年，弗雷德里克·戴克拉克( Fred-
erik de Klerk) 当选南非总统，开始逐步废止种族隔

离制度相关法令，并在 1990 年释放了曼德拉及其他

政治犯。1994 年，南非举行了首次不分种族的全国

大选，非国大胜出，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这次多民族选举也被认为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

的标志。

3 多重压迫下的南非黑人妇女

南非是传统的父权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女性

一直被当作男性的“补充”，她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

角色也是围绕着男性和家庭，这也是社会对她们的

期望。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非白人妇女，尤其是黑

人妇女长期遭受着殖民统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等多重压迫，这也造成了她们边缘化的屈从地位。
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斗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

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 主教曾这样描述他的

黑人妻子:“她遭受着双重歧视———作为黑人，也作

为妇 女。她 甚 至 享 受 不 到 黑 人 男 性 那 点 可 怜 的

权利。”［11］

20 世纪初，南非的工业化经济还是以男性为中

心。随着南非工业化的发展，黑人男性大多离开保

留区，进入城市或者矿区寻找工作。妇女们则留在

保留区，养育子嗣、照顾老人和从事农业生产，承担

起家庭的所有责任。流动劳工制度导致无数黑人家

庭分离。妇女被迫与丈夫分开，忍受独自养儿育女

的绝望，遭受精神和情感双重伤害。由于男性长期

在外，导致了很多黑人夫妻关系破裂，家庭分崩离

析。此外，留守的黑人妇女们还会受到以部落酋长

或族长为代表的，来自“父权制”传统价值体系的歧

视，这使得她们被更加边缘化。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黑人妇女开始前往城

市，有的为了寻求丈夫，家庭团聚; 有的为了寻找工

作，解决生计。少部分黑人妇女进入了工厂，但工资

很低。剩余大多数只能从事洗衣、家佣、酿酒或烧炭

工作，还有一些被迫沦落为妓女。1952 年，受通行

证制度影响，黑人妇女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很多人被

迫返回保留区，留下来的也不得不每天面对警察的

盘问、勒索和随时被遣返的风险。
在政治上，南非黑人妇女在 1994 年之前一直没

有投票权，也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即使在非国

大内部，也并没有承认妇女的成员身份，妇女成员也

多被定义为“由所属分支成员的妻子和其他黑人妇

女组成……她们的职责就是为大会的代表提供食

宿。”［12］直到 1943 年，即非国大成立 31 年后，妇女

才被允许成为正式成员。

4 黑人妇女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表现

4． 1 组织开展多次反种族隔离运动

4． 1． 1 保护寮屋运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

作，到 20 世纪中期，南非几个主要城市的黑人人口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根据 1946 年统计的数据，

南非全国住在城市的黑人有 179． 4 万人，且以男性

为主［13］。大量流入的黑人导致市区住房需求增加，

但由于政府禁止黑人在城市永久居住，因此他们开

始在市郊建造寮屋②、临时营地等非正式定居点。
与此同时，随着保留地愈发贫困，大量黑人妇女也来

到这里。由于她们的工资低于其他工人，所以黑人

女工的数量也在短期内剧增［13］。找不到工作的黑

人妇女更多地在寮屋居住区内从事洗衣、酿酒和烧

炭等工作。
1947 年，当政府开始准备取缔寮屋时，黑人妇

女最先发起抵抗。她们知道政府的行为将影响了她

们的生计，赶跑了她们的顾客。在西开普省，黑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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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60 年 3 月 21 日，为抗议南非政府实施《通行证法》，大

批黑人聚集在沙佩维尔镇一处警察局前，举行示威游

行，并于警方发生对峙。南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使用

了喷气式飞机、装甲车、机关枪和催泪弹等镇压示威群

众，致使 72 名非洲人被枪杀，240 多名被打伤，造成了震

惊世界的“沙佩维尔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
寮屋，多为非法占地而建的临时居所，建筑简陋，大多以

铁皮及木板等搭建而成，又俗称铁皮屋。



女发起了“十字路口妇女运动”( Women of Cross-
roads Movement) ，抵制政府拆迁。在约翰内斯堡著

名的黑人聚集区———亚历桑德拉( Alexandra) ，黑人

妇女成立了亚历桑德拉妇女理事会，积极参与与寮

屋运动有关活动。1947 年，亚历桑德拉妇女理事会

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想要驱赶寮屋居民的原住民事

务委员会。经过不懈斗争，很多寮屋聚集区被保留

了下来。
4． 1． 2 布隆方丹抵制运动

1912 年 1 月 8 日，非国大的前身———南非土著

人国民大会( SANNC) 在南非自由省布隆方丹宣告

成立，并设立了妇女部。夏洛特·玛格塞克( Char-
lotte Maxeke) 还当选为大会首位女性理事。1913 年

3 月，在夏洛特的领导下，SANNC 妇女部成员开展

了反对妇女通行证的抗议活动。她们成功收集了 5
000 名黑人妇女( 含少量有色妇女) 的签名［15］。带

有签名的请愿书被送交给时任总理路易斯·博塔，

但没有得到回应。随后，她们派遣了由 6 名黑人妇

女组成的请愿团前往开普敦，向联邦政府请愿，但同

样遭到政府无视。忍无可忍的黑人妇女们从 5 月开

始在布隆方丹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她们痛斥

政府当局和通行证制度，宣称“即使坐牢也在所不

惜”。最后，黑人妇女们在市政厅前销毁了她们的

通行证。随后，抗议活动逐渐蔓延至其他城镇，许多

妇女被捕入狱。由于她们拒交罚款和保释，布隆方

丹的监狱一时人满为患。最终，政府当局迫于压力，

表示将暂停妇女通行证制度的实施，并开展调查。
至此，这次由黑人妇女主导，历时数年的反通行证运

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获得了非国大和广大黑人

的积极认同。黑人妇女们成功地发出了她们的声

音，这无疑也鼓舞了她们的未来。
4． 1． 3 比勒陀利亚妇女大游行

1955 年 9 月，南非当局宣布将开始再次对黑人

妇女实施通行证制度，此举立即遭到了她们的强烈

反对，并引发抗议活动。1956 年 8 月 9 日，在非国

大妇女联盟( ANCWL) 和南非总工会( SACTU) 的支

持下，南非妇女联合会( FSAW) 组织两万多名黑人

妇女在比勒陀利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黑人妇女

们身穿部落传统服饰，高唱着专为游行活动谱写的

歌曲《感谢妇女》，向联邦政府总统府进发。到达总

统府后，她们把带有两万多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送

到了总理办公室。随后，她们在总统府广场上顶着

烈日静站了 30 分钟后和平离去。虽然她们的请愿

书最终被当局拒绝，但这次抗议活动“可能是当时

发起的所有抵抗运动中最成功、最鼓舞人心的一

次”［16］。1994 年，新南非政府将 8 月 9 日定为“南非

妇女节”，以此向为反种族隔离做出杰出贡献的广

大妇女致敬。
4． 2 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让位于民族解放事业

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妇女从属于男性，为男性

主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提供支持和服务。在当时的

南非，民族解放问题高于性别平等问题，民族意识高

于女性意识。这使黑人妇女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

更多具有的是种族意识而非性别意识［17］。她们全

身心投入到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没有提出性别平等

的要求，将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让位于民族解放事业。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南

非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在全球女性主义浪潮的推动

下，南非妇女开始积极寻求自身的解放，通过开展平

权运动，推动新南非建立性别平等的政策保障与国

家机制。
4． 3 黑人妇女政治组织

4． 3． 1 班图妇女联盟

1918 年，在玛格塞克等黑人妇女的组织下，以

反对通 行 证 制 度 为 主 要 目 的 的 首 个 黑 人 妇 女 组

织———班图妇女联盟( Bantu Women＇s League) 宣告

成立，玛格塞克担任首任主席。1918 年，当南非当

局威胁在自由州和其他省份再次对黑人妇女实施通

行证法后，班图妇女联盟立即组织黑人妇女进行游

行示威，玛格塞克亲自前往总理办公室，抗议通行证

制度，当时的非国大还没有接纳妇女入会，但班图妇

女联盟的成立以及黑人妇女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

表现，让非国大和广大人民意识到黑人妇女正变得

越来越自信和政治化。1919 年，班图妇女联盟成为

非国大的分支机构之一。
4． 3． 2 非国大妇女联盟

1948 年，非国大妇女联盟( African National Con-
gress Women’s League) 成立，取代了之前的班图妇

女联盟。此时的妇女联盟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各种

反种族隔离运动中。非国大妇女联盟在 1952 年抗

法运动( Defiance Campaign) 中表现积极并发挥了带

头作用。在东开普省进行的抗议活动中，非国大妇

女联盟地区负责人弗洛伦斯·马托梅拉 ( Florence
Matomela) 站在游行队伍前列并高喊口号。在政府

逮捕的 2 529 名抗议者中，1 067 名是黑人妇女。
1960 年，随着非国大被政府取缔，妇女联盟活动也

转入地下。此后，一些妇女联盟成员秘密成立了更

加专注于地方和基层问题的区域性妇女组织，如德

兰士瓦妇女联合会、纳塔尔妇女联盟和联合妇女大

会等。
4． 3． 3 南非妇女联合会

1954 年 4 月 17 日，164 名来自非国大妇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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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南非共产党和南非总工会的妇女代表在约翰内

斯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南非妇女联合会 ( Federa-
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 。作为非国大联盟③下

属协调机构之一，南非妇女联合会的成立，也标志着

妇女尤其是黑人妇女政治参与的提高。南非妇女联

合会有别于非国大妇女联盟等组织，它在组织妇女

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十分关注妇女问题。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妇女联合会活动转为地下，直到

90 年代初才逐渐恢复活动，并将重点放在关心和解

决妇女所面临的暴力、不平等和贫困等问题。
4． 3． 4 黑人妇女联盟

沙佩维尔惨案爆发后，南非政府对内实施高压

政策，反种族隔离组织要么被破坏，要么被迫转入地

下，南非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低潮，并开始开展一些

缓解妇女日常负担的活动，如组织黑人妇女自救协

会，建立儿童日托中心和实施喂养计划等。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黑人觉醒运动④的兴起，来自 40 多

个组织的 210 多名妇女代表在德班成立黑人妇女联

盟( Black Women’s Federation) ，法蒂玛·米尔( Fa-
tima Meer) 担任首任主席。联盟提出要激励和团结

黑人妇女，统一申诉，改变她们以及南非的现状。黑

人妇女联盟通过深入城市底层和偏远农村开展活

动，解决实际问题。她们印刷法律手册，告知黑人妇

女她们的权利; 开办学习班，提高黑人妇女文化知

识; 建立小型棉花厂等，解决黑人妇女就业。

5 结 语

南非黑人妇女在种族隔离时期，面对多重压迫，

表现出了“英雄”式的反抗。她们在反种族隔离斗

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策略、理智和容忍，这

都让男同胞们刮目相看［18］。长期以来，有关南非种

族隔离制度和反隔离斗士的研究很多，但大部分研

究都以男性英雄人物或特定解放运动为主。同样参

与并作出巨大贡献的南非妇女，尤其是黑人妇女却

未能得到关注和研究。本文将南非黑人妇女作为研

究主体，聚焦她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表现，力求全面

展示她们为南非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希望对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妇女领域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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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非国大联盟( ANC Alliance) 是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
非民主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和南非工会

大会组 成 的 反 种 族 隔 离 政 治 联 盟，非 国 大 居 于 领 导

地位。
南非黑人觉醒运动(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斯蒂文比科

( Stephen Biko) 所发起。运动以黑人学生为中坚力量，

强调黑人自豪感、自力更生和寻求精神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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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新思路

程锦秀
宿州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摘要: 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针对当前思政教育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思政课程结合渗透不够、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有待改进等问题，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有效渗透到思政课课程教学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教师队伍、改革教学方式、加强文

化建设、加强实践育人、充分利用新媒体和其他社会资源等对策，以期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 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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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的不同

文化相互交融，人们正生活在一个多元化、复杂化、
各种理念和意识相互碰撞的环境中。这样的局面对

于一直生活在校园中，没有经历过社会洗礼的大学

生来说充满诱惑，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
为了提高高校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辨别能力，帮助他

们在主流和非主流文化、本土和外来文化、现代和传

统文化交织的大环境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人生观，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和培养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

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使命”［1］。
“办好高等教育，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不懈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依据，对培养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切实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改革，高

校的思政教学内容、教学理念也逐渐与时俱进，逐步

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高校教学队伍越来越年轻

化，教师资历也在不断提高，大部分高校的思政课教

学模式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改变，教学效果有了明显

的提升。但是，仍然有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学理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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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Black Wome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WANG Juanj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34000，China

Abstract: The apartheid system in South Africa maintains 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ethnic privileges of the white rul-
ing class by separating whites from other races in all areas of political，economic，geographic and social life，and is
immune from the resistance and threats of blacks and other colored people． The black African women of this period
suffered from multiple oppressions such as colonialdomination，racism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which led to their
marginalization and subjugat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South Africa＇s black women played a very impor-
tant role． They organized a number of rebellious movements，gave their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to the cause of na-
tional liberation and kept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interes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women＇s organizations，pro-
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n women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effectively．
Key Words: South Africa; Black Woman; Apartheid; Anti-pass Campaign ( 责任编辑: 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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