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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靈魂爭奪戰
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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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在2016年2月藏歷新年期間，大量中國軍人
在甘肅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爭爆發。
(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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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伊斯蘭教
迫害嚴重程度:

主要調查結果
1 復興與發展：伊斯蘭教在中國有2100萬信徒，在過去10年有

回族穆斯林

低
維吾爾穆斯林

非常高

了明顯的發展。回族穆斯林新建了數以千計清真寺，而很多
維吾爾人通過宗教活動來表明自己不同於占人口多數漢人的
獨立身份認同。伊斯蘭教中極端保守的薩拉非派的影響力也
有所擴大，甚至吸引了少數漢人皈依。

2 分而治之：中國政府對穆斯林的待遇，隨著不同民族和地理

迫害變動趨勢: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維吾爾穆斯林
增加

位置有著明顯的差異。回族穆斯林在實踐伊斯蘭信仰的核心
內容上，比維吾爾人要享有更大的餘地，比如一日五禱、齋
戒月齋戒、去麥加朝聖或是佩戴頭巾等等。從事這些活動的
維吾爾人則很可能丟掉工作，遭到罰款，甚至被捕入獄。

3 習近平統治下的伊斯蘭教：自習近平2012年11月成為中共

領導人之後，回族和維吾爾人都面對越發嚴格的限制和伊斯
蘭恐懼症，政府管控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尤其變得更加深入
和廣泛。過去一些在新疆的非正式和地方性的限制措施—比
如在宗教服飾和兒童教育問題上—已經變成了整個地區和全
國性的法律規定，當局還開展新的運動來更加嚴格地監控智
慧手機的使用和強制商家賣酒。

4 日益增加的暴力活動：政府對宗教活動的限制和粗暴的執行

措施，與日益增多的暴力衝突和維吾爾人預謀發動的襲擊事
件有著密切關聯，這些襲擊行動目標針對員警、親北京的宗
教領袖和平民。中央政府一直以來把“維穩”放在首要位
置，並開展了一場“嚴打”運動，給更多員警配備了武裝，
對即便是和平的宗教活動也採取嚴厲懲罰。安全部隊向維吾
爾平民開槍的事件變得更加普遍。

5 經濟獎懲：在某些情況下，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的優先利益導

致更加嚴厲的鎮壓，但同時也鼓勵了部分政府部門在一些項
目上，投入資金推廣伊斯蘭教或有關貨物的出口。 新疆的政
府當局大量利用經濟獎懲手段以強化宗教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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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臨夏一座回穆斯
林清真寺。臨夏有“小
麥加”之稱，那裡對伊
斯蘭的限制比新疆要寬
鬆得多。

圖片來源：維基媒體

6 調適與抗爭：回族穆斯林有調整他們的宗教活動以適應漢人

思想，並通過現存的政治體制來影響政策制定的傳統。面對
更加限制性的環境，很多維吾爾人選擇暗自躲避官方管控，
獲取未經認可的宗教出版物，私下堅守他們的信仰，或是拒
絕參加官方的慶祝活動。還有些人採取更具反抗性的舉動，
比如蓄鬍子、在禁止佩戴頭巾的場所佩戴頭巾，或是當員警
試圖執行這些粗暴的規定時，與之對抗。

“2009年以後，一切都變
了。現在的規矩是，如果我
去你家一起讀《古蘭經》，
一起祈禱，政府發現了，你
就得進監獄。”
—巴娜，來自新疆的維吾爾婦女，現
居美國，2015年 1

“這一（回族小女孩背誦《
古蘭經》的）視頻引起了廣
大網友一片譁然……甘肅省
教育廳強烈譴責這種危害青
少年身心健康的行徑，要求
各級教育部門……嚴禁各種
宗教活動進校園。”
—甘肅省教育廳，2016年5月

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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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在中國：過去與現在
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不久後，伊斯蘭教便於唐代（618-907）隨著穆斯林商人通過絲綢之
路，最初傳入中國。在元代（1271-1368），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和穆斯林人數在中國得以擴
大，部分元朝領導人本身也信奉伊斯蘭教，尤其在維吾爾人居住的地區。3 中共在1949年執
政之後，中國的穆斯林被納入於1953年成立的“愛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IAC）管理。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清真寺遭到毀壞，任何人公開表示自己的信仰都會受到殘酷鎮壓
和懲罰。4
毛澤東死後，宗教活動重新得到許可，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也得以恢復，清真寺和穆斯林聖地的
重建得到批准。根據1982年指導宗教政策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第19號文件，當時中國有1000萬
穆斯林。5 到目前，這個數字已經增加了一倍多。
中國現有的2100至2300萬穆斯林人口，超過了很多中東國家的人口，而且呈現很強的民族多
樣性。6 大約有一半的中國穆斯林（1050至1100萬）是回族，7 他們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後
裔，已經融入了中國社會與文化。他們的相貌特徵非常接近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在寧
夏、甘肅和雲南等省區的部分地區都集中了大量回族人口，還有很多回族已經在中國其他地區
定居。第二大穆斯林群體是維吾爾人，一支突厥語系的少數民族，人口大約1000萬，他們有自
己的語言、風俗和歐亞人種的外貌，主要集中在位於西北部地區的新疆。8
中國其他的穆斯林人口屬於若干不同的中亞民族—包括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和塔吉克人—或
是居住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來自中東和非洲國家的移民。9
中國有3.5萬座清真寺，其中半數位於新疆，有4.5萬名伊瑪目（阿訇）分散於多個省份。10 有
若干重要的朝聖地分佈在喀什、吐魯番，以及甘肅省臨夏市等地。臨夏是一個回族穆斯林高度
集中的城市，經常被稱作“小麥加”。11
民族和地理分佈的多樣性也反映在伊斯蘭教宗教活動上。絕大多數中國穆斯林屬於遜尼派
（Sunni），有一些維吾爾人屬於蘇菲派（Sufi）。有些宗教活動是為中國所有穆斯林普遍接
受的，例如禁食豬肉和慶祝齋戒月（Ramadan），但是一日五禱、定期去清真寺參加主麻日
（星期五）禮拜，則因信徒個人而異。另外，有些作為維吾爾人文化傳統一部分與婚喪儀式相
關的宗教活動，在維吾爾地區很普遍，但在其他穆斯林社群則沒有。同時，回族穆斯林宗教活
動中一個獨特之處是女性伊瑪目（阿訇）領導的婦女專用清真寺。12 儘管有些清真寺提供女性
專用禮拜場所，維吾爾婦女一般不會和男人一起參加清真寺禮拜活動，而代之以聚集在彼此家
中祈禱、讀《古蘭經》和進行社交活動。13 中國穆斯林宗教活動的多元性非常豐富，甚至在同一
個族群和省份中，其伊斯蘭身份認同的方式也存在明顯差異。14
和中國其他宗教一樣，在過去十年裡伊斯蘭教也經歷了一場復興。對於很多維吾爾人而言，提
高宗教虔誠度、佩戴宗教標誌和服飾，都是他們聲張自己獨立身份認同的方式，以區別於占人
口多數的漢族。在回族，人們時常在一個商業化和物質化的社會中尋求精神和道德引領，近年
來致富的穆斯林企業家擁有更多資源可以貢獻於宗教機構。這場復興的一個明顯標誌是越來越
多新建清真寺和蘇菲派殿堂，尤其是在甘肅省部分地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甚至在一些小村莊
也舉目可見，這一地區有時被稱作“《古蘭經》帶”。15
有一小部分漢族人或是出於宗教原因，或則是為了與一名回族配偶成婚，皈依伊斯蘭教 。但是
那些變得更為虔誠的人絕大多數是由於他們重新認知自身的伊斯蘭傳統。政府統計不見得提供
中國穆斯林信徒的準確數量，因為這些資料主要是按照少數民族人口進行計算，其中暗含一個
假設，即所有的回族或維吾爾族人都是穆斯林，以及所有穆斯林皆非漢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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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復興，比如越來越多的宗教書籍從阿拉伯文翻譯為中
文，分享宗教內容的社交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來自中東和南亞地區達瓦伊斯蘭傳教人員。17
分而治之的政策與實施
各個群體穆斯林和中國政府之間關係的特性有著很大差異。相比維吾爾族穆斯林，非維吾爾族
的信眾在宗教活動、服飾和媒體使用方面遇到的政府限制要明顯少得多。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
斯林宗教活動在回族人當中相當常見，但是在維吾爾人中就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甚至遭到非法
化，其中包括清真寺使用擴音喇叭召喚穆斯林參加主麻日禮拜，信徒在齋戒月封齋，青少年在
伊斯蘭學校學習，兒童跟隨父母參加祈禱，個人觀看有關伊斯蘭教義的教學影片，或者是男人
蓄鬍子和女人戴頭巾等等。
另外，政府中的回族雇員—包括公務員、教師、員警和國有企業的工人—可以公開表達他們的
信仰和佩戴頭巾，而在維吾爾公務員當中，這些活動則遭到嚴厲禁止。前往麥加朝聖是一項核
心的伊斯蘭教徒義務，非維吾爾穆斯林較易申請到護照並獲准前往，而維吾爾人完成這項義務
的機會則日益艱難 。
類似地，新疆南疆地區人口中維吾爾人占絕大多數，政府對南疆地區（如阿
克蘇、和田和喀什）的限制更趨嚴格、打壓更加暴力，使南疆比北疆（烏魯
木齊可能是個例外）存在更多的暴力衝突和襲擊事件。
1980年代新疆經歷了一段相對開放期和宗教復甦，然而，新的限制宗教
活動的法規在1990年代出臺，而維吾爾居民與中國當局之間也出現暴力衝
突。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後，中國當局加速收緊宗教管理以及
給非法化和平宗教活動。中共很快從聚焦於分裂主義的維吾爾國安威脅論，
擴展為一場反對“三股勢力”的運動—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
義。18 迄今，“宗教極端主義”的定義依然含混不清，大量有完整記錄的案
件證明一些維吾爾人看上去只是在從事一些無害的宗教或教育活動，卻被政
府武斷地貼上“極端分子”的標籤，並受到嚴厲懲處。

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
斯林宗教活動在回族
人當中相當常見，但
是在維吾爾人中就受
到非常嚴格的限制甚
至遭到非法化。

中國政府和維吾爾穆斯林關係的第二個分水嶺出現在2009年7月。7月5日，員警強力鎮壓了維
吾爾人在烏魯木齊舉行的一次和平示威。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在中國南方的一家工廠，幾名維吾
爾工人在與漢族員工的鬥毆中喪生。19 這導致維吾爾人示威以表達對政府未進行徹底調查的失
望。警方行動—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報導， 使用包括催淚瓦斯和橡
皮子彈對付和平抗議者—導致維吾爾和漢族民眾之間的暴力衝突。20
中國國家媒體報導有197人在事件中喪生，但是由於政府控制資訊和恐嚇目擊者，當天事件的具
體細節無法得到充分證實。“7.5”衝突之後的嚴厲鎮壓還包括大批維吾爾人被“失蹤”、監禁
和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被處決，這個地區的網際網路通訊幾乎被徹底切斷了10個月。21 時過七
年，依然有數百名被拘押的維吾爾青年下落不明。22
習近平統治下的伊斯蘭教
習近平2012年執掌中共時，維吾爾人和平進行宗教活動和其他表明維吾爾穆斯林身份認同的自
由空間自2009年以來已經大為收縮。然而，回族穆斯林在實踐自己宗教信仰的核心內容方面，
仍明顯享有較大的餘地。儘管回族和維吾爾人受到的待遇依然相去甚遠，但是在習近平統治
下，這兩個穆斯林民族所受到的限制，都在日益增強。
2012年以來這一段時期的特徵是由維吾爾人發起的針對員警（政府權威的象徵）、那些被認為
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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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勾結的維吾爾人（包括一些宗教領袖）和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有所增加。多起事件發生
在新疆地區之外，最受關注的是2014年3月發生在雲南昆明火車站的持刀襲擊事件，造成至少
29人喪生。23
在新疆地區制定法規、強化控制
國家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宗教活動的管控自2009年以來大幅度增加，這個趨勢在習近平治下只是
變得更加深化和擴大。有大量原本許可的例常、和平的宗教儀式，現在也被武斷地貼上了“非
法宗教活動”或“宗教極端主義”的標籤。
這種模式的一個關鍵特點是向法規化的轉變。2012年11月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新的法律和
法規，從而將一些限制和懲處宗教行為的地方性措施正規化。這一轉變與習近平推行“依法治
國”的努力一致。新措施包括2016年一月生效的《國家反恐法》24 、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25 和2015年2月實施的《烏魯木齊市公共場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
的規定》。26
從理論上講，用成文的法律替代不正規的指令應該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但是實際上這種趨勢問
題重重。這些法規含混的措辭基本上不能約束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
義”等語彙的濫用和擴大化解讀。它們在自治區和全國範圍的實施擴大了原來一些相當地方化
的規定。同時，更加嚴厲的法律環境和2014年5月開展的一場“嚴打”運動，也迫使地方官員落
實那些他們原本會寬鬆執行的壓制性規則條例。27
這些新的立法和額外的非正式指令已經影響到維吾爾人宗教活動的方方面面：

在齋戒月期間，政府還
舉辦各種節目，要求人
們去參加跳舞或是其他
一些耗費體力的活動從
而阻止人們封齋。

1. 宗教服飾和外貌的限制：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阻止維吾爾婦女遮住面孔
甚至頭部、男人（尤其年輕男子）蓄長鬍子的運動更加強化和擴大化，而且
變得更加正式化。過去，有關宗教服飾的禁令沒有法律基礎，是通過地方性
指令因地而異實施。28 而今，公共場所如醫院、圖書館、銀行張貼通告，明
確拒絕為戴面罩的婦女和蓄鬍子的男人提供服務。2014年8月，克拉瑪依市
政府宣佈，在為期14天的一場運動會期間，此類人士禁止乘坐公交。29 2015
年1月，烏魯木齊市政府頒佈了一項針對“穿戴蒙面罩袍”的禁令。30 無視禁
令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大學生面臨被解雇或開除的風險。

員警越來越多地要求婦女遵守禁令，他們根據線人舉報搜查房屋並對違反禁令者處以罰
款。在至少一個案例中，一名喀什男子因拒絕修面被判入獄6年，而他妻子因繼續配戴面
紗被判2年。31 就各種限制（即便有成文法規）的含混不清來說，學者詹姆斯·萊堡德
（James Liebold）和提摩西·格羅斯（Timothy Grose）表示，儘管法規似乎涵蓋了
從一般的頭巾到更加保守的罩袍（burqa），但到底什麼樣的服飾是被禁止的依然不明
確。32 在2009到2013年間，戴頭巾和蓄鬍較為常見，但是隨著法規的執行，用這種方式表
達他們宗教認同的維吾爾人似乎少了很多。
2. 齋戒月（拉瑪丹）：對維吾爾人在齋戒月期間封齋的限制並非新現象，但是自2012年以
來，這種限制變得更加系統化。33 餐館必須開門，員警會監控那些在黎明前開著燈的房
屋，學生被要求當著老師的面進食，而且參加禮拜的機會也受到限制。有些政府公務員和
教師據報遭強制簽署保證書誓言不會封齋，有些人還被安全部門“請去喝茶”以確認他們
是否封齋。34 政府還舉辦各種節目，要求人們去參加跳舞或是其他一些耗費體力的活動從
而阻止人們封齋。35 這些超越法律禁止範圍強迫人們去從事某些活動的措施，說明政府極
56

自由之家

端粗暴的宗教管控。
3. 非正式禱告：和其他穆斯林一起在清真寺外進行禱告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是危險
的。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宣稱，宗教活動只能在已經註
冊登記的場所進行，而在政府辦公場所、公立學校、商業場所和“其他場所”，這些活動
都是被禁止的。36 2015年9月，阿克蘇地區一個村子的一個伊瑪目（阿訇）和八個農民因
為在戶外禱告被判處7到9年徒刑。其中一位農民的妻子在庭審時說，“我從未聽說這八個
人做什麼違法的事情，他們只不過是在政府指定的清真寺外禱告。全村對他們被捕都感到
很震驚。”37
針對非正式禱告的限制對於維吾爾婦女影響尤其嚴重，她們通常不會在
清真寺禱告而是傳統上聚集在各自的家中進行禱告和閱讀《古蘭經》。
此類聚會現在則會導致拘捕。38 一般信徒進行的非正式佈道和其他各種
維吾爾宗教傳統活動，例如聖殿節日或是與婚喪嫁娶相關的宗教儀式，
也受到比過去更加嚴格的禁止。39

在和田地區的一個城鎮
對25人進行了公開審
判，這些人或是給當地
兒童講授宗教課程，或
是參加了有關課程。

4. 兒童參加宗教活動：中國當局長期以來就不允許年少維吾爾人接受宗教
教育，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樣，穆斯林也要遵從政府試圖限制18歲以下中
國公民接觸宗教的規定。儘管如此，2015年新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
教事務條例》包含了迄今最為明確和廣泛的措辭。按照《條例》的第37條規定，“未成年
人不得參與宗教活動”，違反規定者會受到嚴懲。2015年3月，在和田地區的一個城鎮對25
人進行了公開審判，這些人或是給當地兒童講授宗教課程，或是參加了有關課程。除了四
名教師之外，在1.5萬名群眾面前受到審判的人包括了年僅6歲的學生和一位送她的孫輩參
加宗教課程的60歲婦女。40 而那一對在家主辦課程的夫婦的住宅也已遭到強拆。41
上述種種對宗教活動的限制早已有目共睹，只是在近些年來有所加強。還有四種在過去相當罕
見的打壓形式，自2012年以來屢屢發生。
1. 推廣煙酒銷售：2015年，在和田地區一個村子出現公告，要求餐廳和超市出售“五種不同
品牌的煙酒”，並且要“擺放在醒目位置”來推銷這些產品。42 一名當地的中共幹部說，
這是淡化當地宗教色彩的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對那些自2012年以來已經停止銷售煙酒的商
家的一種回應——當地很多居民由於他們的穆斯林信仰而戒煙戒酒。2015年6月，在南疆
的一個村子舉行啤酒節和喝酒比賽，官方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報導，其旨在“擠壓非法宗
教傳播空間”。43
2. 因使用媒體而遭到監禁：維吾爾人長久以來就因為發佈或流傳有關宗教事務或侵犯人權的
資訊而飽受牢獄之災。然而，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包括青少年——僅僅
因為流覽被禁止的宗教內容而受到嚴懲，有時他們根本不知道那些是違禁內容。44 有一起
案例反映了對維吾爾人和回族人迥然不同的待遇，一些維吾爾人因為觀看一些由回族穆斯
林在中國製作的有關伊斯蘭教的影片而被拘留。隨著智慧型手機數量激增，官方對於網路
內容更廣泛的敏感度在此類事件中可見一斑。對民眾的手機進行安全檢查已經越發普遍，45
對於像和田這樣的敏感地區的社交媒體進行全面干擾也有見於報導，46 而新版的《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已經包含了有關數位媒體的內容。47
3. 警方過度使用致命性武力：2012年11月以來的若干起事件，警方在與抗議者的衝突中和
進行入戶搜查時對維吾爾平民開槍，其使用真槍實彈已經導致了旁觀群眾的死傷，包括兒
童。48 警方在衝突初起時，或是在一些如果發生在漢族地區不會如此重手回應，但是針對
維吾爾人，警方卻使用致命性武力。49 此類事件所造成的當地緊張形勢和更進一步的鎮壓
時常持續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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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象徵性的羞辱：很多清真寺被要求在他們的房屋建築上懸掛中國國旗，這一政府行動讓維
吾爾穆斯林深感羞辱。在至少一起事件中，政府官員將國旗放置在麥加方向，造成信眾們
看上去是在向著國旗禮拜。50 類似的還有，維吾爾男人被禁止在禱告之後進行傳統形式的
集體宗教舞蹈，而伊瑪目（阿訇）卻被強迫參加由政府主辦的世俗舞蹈表演。51 在政府支
持的劇院演出中，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員時常穿著宗教服飾、並蓄長鬍。52
總而言之，所有這些管控措施及其實施代表了國家對新疆各地維吾爾人的宗教活動和日常生活的
粗暴干涉，上升到了一個新的等級。對宗教服飾的禁令、入戶搜查、商業干預和嚴密監控等手段
的實施範圍越發擴大，幾乎無人可以置身其外。
其結果是在維吾爾人中產生了對中國政府越來越強烈的怨恨與憤怒，有時還導致了針對政府代表
和甚至平民的暴力行為。隨著政府在2014年5月開展新一輪“嚴打”運動，此類暴力事件在2014
年下半年有所增加。53 有些暴力事件似乎是由於民眾的懊惱失望或是試圖保護其他維吾爾同胞免
遭抓捕或侮辱而爆發的自發行動。2014年7月在喀什附近的莎車縣發生的致命衝突似乎就屬於此
類。據報導，由於政府對齋戒月的限制，以及安全部隊在篩查婦女頭巾的挨戶搜查一爭吵中，殺
害一家五口人，引發了維吾爾人的憤怒，繼而導致了暴亂和隨後的鎮壓行動。54 其他還有一些明
顯有預謀的刑事犯罪。一位政府認可的伊瑪目在表達了支持政府在莎車暴力事件中的鎮壓行為之
後不久被暗殺，他所領導的位於喀什的清真寺是全國最大的清真寺之一。55
中國當局認為，他們對待維吾爾穆斯林的政策是反對“三股邪惡勢力”鬥爭的必要組成部分，
而新疆暴力事件的增加說明其對安全方面的擔心是正當的。除此之外，一些民主國家早已或打
算採用其中部分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蒙面。但是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步驟遠遠超出了實現安全目
的所需要的門檻，而且未能區別對待暴力襲擊和和平宗教活動。
事實上，自2012年以來，還有其他一些考量似乎也推動和強化了對明顯非暴力宗教活動的
限制：
•  中央政府強調穩定勝於發展：雖然有些新規章似乎是地方官員的實驗性措施，而其他一些
則明顯是由中央或自治區當局主動提出的。中央還發出了明顯的信號從而間接影響了地方
當局的作為。在習近平統治下，“維穩”顯然已經成為這一地區的頭等要務，意味著甚至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只能屈居第二。這代表了從胡錦濤時代到習近平時代的一個轉變，
這種轉變可以從2010年和2014年5月的兩次新疆工作會議論調的對比，以及習近平自己的講
話中可以明顯看出。56 此外，政府的資源配置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新疆地區的公共安全預
算從2011年的75.7億元人民幣（合11.6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07.2億人民幣（合16億美
元），四年內增長了41%。57
•  官僚體系誘因和人事變動：地方官員有強烈誘因使得他們寧可錯罰那些和平的信徒，也不
願意冒險讓一個潛在的暴力分子成為漏網之魚。尤其在類似2014年5月開展的“嚴打”運動
期間，地方官員都通常會被分配指標，規定他們必須抓捕的“分裂分子”、“恐怖分子”
和“宗教極端分子”的人數。58 另外兩個變化也造成了近年來治安狀況惡化和警方使用致
命武力的趨勢。2009年的暴亂和鎮壓之後，據報導有很多維吾爾族員警出於道德考量而辭
職。而據說一些人品不端的人接替了他們的職位，其中包括一些曾經因暴力犯罪被判過刑
的人。59 另外，隨著針對員警的暴力襲擊事件在2013年有所上升，有更多員警配備槍支，
但他們不必然都受過充分的訓練。60
•  盡力削弱維吾爾人的團結和公共生活：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之外，像齋戒月、聖殿節這樣的
節日以及非正式的女性禱告聚會都是維吾爾人進行社交活動和強化共同身份認同的機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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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將這種團結看做是對國家統一的威脅。齋戒月期間，很多穆斯林習慣上會去幫
助他們社群中有生活困難的家庭，這些往往是家中有孩子或丈夫被捕入獄的家庭。但中國
當局則將對這些人的訪視與幫助視作他們表達反政府情緒。62 齋戒月由於其時間點而在政治
上變得敏感—近些年的齋戒月大體上恰逢2009年7月抗議和鎮壓的周年紀念。類似地，宗教
服飾和外貌作為維吾爾人團結與抗爭的標記，也獲得了新的涵義。當維吾爾人看到他人戴
面紗或是蓄鬍，其團結意識會因而增強。63 而地方當局則希望通過降低宗教信仰可見度，來
向上級展示他們反對“三股勢力”的運動已經取得了成效。
•  削弱未來世代“宗教意識”的運動：中國當局禁止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參加宗教活動和接
受宗教教育，並且嚴格限制在校大學生參與宗教活動。這些限令是一個旨在系統化地降低
年輕人宗教虔誠度和維吾爾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針對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
人。64 政府這一嘗試的其他方面還包括在學校教科書中積極推廣無神論，管控那些可能對年
輕人產生影響的虔誠成年信徒，比如學校教師或大學教授。65 隨著限制措施的加強，虔誠的
伊斯蘭教徒已經無法獲得教職，這也讓維吾爾年輕人失去了同時作為虔誠的穆斯林和受尊
重的守法國家雇員的人生榜樣。66
生活在中國其他地方的維吾爾穆斯林沒有受到他們在新疆的同胞同樣的打壓，但是他們經常受
到的歧視、監視或管控（尤其在大學裡）則是其他穆斯林民族所未曾遭遇的。那些採取更加積
極的態度反對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在宗教或其他方面進行限制的人，面臨潛在的嚴厲懲罰。一
個突出的事例就是住在北京的學者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他和他的幾名學生因為
運作一個旨在推進維漢民族理解的網站而被捕入獄，並於2014年9月被判處無期徒刑。67
籠罩在陰影下的回族穆斯林的相對自由
在新疆地區日益強化的限制和像伊力哈木·吐赫提這樣的個案，擴大了回族和維吾爾穆斯林之
間的不同體驗。但與此同時，由於習近平上臺以後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控，或是官方和大眾因
伊斯蘭教的傳播以及受伊斯蘭啟發的暴力威脅所產生的與日俱增的焦慮，使得回族穆斯林也沒
能完全置身事外。
2014年昆明持刀襲擊事件之後，有關當局在昆明附近箇舊市沙甸鎮對薩拉菲派回族穆斯林進行
了鎮壓，包括拘捕了一位著名的伊瑪目。68 2015年齋戒月期間，北京各個清真寺都明顯地部署
了員警。69 2016年5月，青海當局開展了一項旨在遏制穆斯林、清真食品以及宗教標誌擴散的
運動，70 而甘肅政府則一再重申禁止在學校講授宗教內容。71
2016年9月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當中，針對包括回族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管控措施
明顯有很大的擴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變化之一是“宗教院校”被加進了各類宗教場所的名
單，而要接受《草案》共74條中16項有關條款的管控。72 同時，習近平在2016年7月視察寧夏
期間，在當地清真寺會見了穆斯林領袖，號召“堅決抵制非法宗教滲透”。一些觀察人士將習
近平的視察解讀為一種信號，象徵中共領導人愈加關注宗教極端主義在回族和維吾爾人當中的
傳播。73
有若干因素似乎促進了中央對回族穆斯林態度的轉變，並可能導致更加嚴格的限制政策：
•  薩拉菲派的傳播：這個極端保守主義派別是伊斯蘭教遜尼派的一個變體，不論其真實本質
為何，薩拉菲派經常被同暴力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這個派別近年來在中國迅速的傳播，
加強了中國政府的焦慮感，同時也引起一些回族穆斯林領袖們的關切。據學者德魯·格拉
德尼（Dru Gladney）說，薩拉菲派在過去五年甚至吸引了一些漢族人皈依。74 薩拉菲派
信徒在中國的人數依然不確切，估計人數在數千至數萬不等，只占穆斯林人口很小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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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是，他們在一些特定的社區獲得了影響力，比如雲南箇舊市沙甸鎮，甚至在甘肅臨
夏州的一些穆斯林聚居的鄉鎮中，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清真寺和宗教學校。這些事態發展已
經提高了中國穆斯林與國外相同教派的個人和組織之間互動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與沙烏
地阿拉伯。

新疆地區暴力事件的
增加、維吾爾人在中
國其他地方發起的襲
擊以及國家媒體煽動
性的報導，都推動了
近年來漢族民眾當中
反伊斯蘭情緒的增長。

•  中共內部有關民族政策的權力鬥爭：中共有關民族政策的幕後爭論由來
已久，但據學者詹姆斯·萊堡德（James Liebold）表示，最近那些主張推
行更多民族同化措施的官員佔據了優勢。來自寧夏的回族官員王正偉在2016
年5月突然被解除職務，他曾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為建造清真寺和伊斯蘭教其
他各方面的復興爭取政治空間。75 王正偉還曾經積極推動通過有關清真食品
管理的國家立法，若該法案通過，將會有助於發展中的清真食品出口產業，
以及減少人們對誤貼標籤的擔心，但這項立法於2016年4月被訴諸高閣。76

•  漢族民眾當中日益增長的反伊斯蘭情緒：新疆地區暴力事件的增加、維吾
爾人在中國其他地方發起的襲擊以及國家媒體煽動性的報導，都推動了近年
來漢族民眾當中反伊斯蘭情緒的增長，而那些相關的民眾往往對不同的穆斯
林民族不分青紅皂白。這在社交媒體的討論中尤其明顯。在2016年的4月和5
月，大量有關中國“穆斯林化”和“阿拉伯化”的謠言和陰謀論在網上廣為
流傳，而並未遭遇新聞審查。而前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的一些言論更是推波助瀾，
他斷言“伊斯蘭泛化的後面，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威脅”。77 2014年的一段有關一個小女孩身
著傳統伊斯蘭服裝背誦《古蘭經》的影片，在2016年5月在網上重新出現，該影片引發了漢
族網民對回族博主的譴責和網路霸淩，並導致甘肅省恢復對學校宗教活動的禁令。78

政治管控的主要手段
中國當局採用了若干主要策略來影響伊斯蘭教的發展和減少在政府監控範圍之外進行宗教活動
的機會：
1. 控制宗教領袖：和對待中國其他宗教一樣，中共試圖控制伊斯蘭教活動的一個核心手段就
是伊瑪目的錄用、培養和任命。想成為伊瑪目的穆斯林必須在10座國家認可的伊斯蘭學院
之一學習。79 據報導，學院課程除了伊斯蘭教課本，還包括很多政治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理
論課。即便是在學習《古蘭經》上，通常重點也是在背誦和記憶，而不是內容闡釋。80 對
於回族穆斯林，政府允許有些清真寺舉辦一些非官方的更加注重綜合性宗教學習的研習
班，但是那些想要對公眾講道的學生通常還要完成在官方講習的培訓。81 學生畢業、通過
了伊斯蘭教協會和宗教局的政審以後，受分派到各個清真寺，但他依然需要定期參加政治
學習。82
尤其在新疆，伊瑪目們都在安全人員和便衣線人的密切監控之下。那些被認為違反了官方
規章條例和指示的人—無論是帶領非正式宗教集會、提供私下的宗教教導、允許其他鄉鎮
的穆斯林來自己管轄的清真寺禮拜，或者是未能在公共輿論中對政府政策表達充分支援—
都會面臨被解職、罰款和遭到監禁的風險。
2. 詮釋伊斯蘭教經典：中國政府下了大功夫去影響穆斯林信徒們可能接觸到的宗教訊息和經
典。講經佈道的內容取決於政府定期發佈的小冊子，宣講過程也受到嚴密監控。伊斯蘭教
協會和國家宗教局解析伊斯蘭教法（Sharia），試圖找尋支持中共統治和中國民族主義的
面向，並且更改《古蘭經》維文譯本中的某些段落，使之更加符合中國官方論述。83 據報
導在2013年，官員們向新疆的各個清真寺散發了政府規定的伊斯蘭教義彙編。去年，伊斯
蘭教協會向全國各個伊斯蘭教團體散發了一系列講座資料。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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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嚴格管理麥加朝覲：在過去20年，中國政府每年批准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去沙烏地阿拉伯
參加麥加朝覲，根據官方數字，2015年有1.45萬人前往。85 然而，有關當局一直嚴格控制
批准程式。只允許穆斯林參加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的團隊前往朝覲，這些朝覲團往往耗資不
菲，甚至有時還要收取賄賂。2006年以來，根據與中國政府的一項協議，沙特當局只向參
加官方朝覲團的穆斯林頒發簽證，進一步減少了信徒們獨自朝覲的可能性。
參加朝覲的條件是需要得到當地宗教局的批准，並完成“愛國主義教育”學習。86 各省有
年度名額分配，名額強烈優先提供給50歲以上的穆斯林。伊斯蘭教協會的朝覲名額主要提
供給回族穆斯林，不過他們一直抱怨需要等上很多年才能拿到護照或是在官方的朝覲團獲
得一個空缺。維吾爾人獲得和持有護照則極為困難，極少有人能滿足參加伊斯蘭教協會朝
覲團苛刻的政治條件。結果是，有些維吾爾人試圖使用假護照經過土耳其前往沙烏地阿拉
伯。2016年，一群98名維吾爾人在伊斯坦堡機場被截留，並可能已經被遣返回中國。87
4. 無處不在的監控：中國當局在新疆地區對穆斯林信眾實施了嚴密監控。2009年以來，安全
部隊在新疆各地部署顯著增加，持槍員警甚至在一些小村莊也已成為尋常風景，裝甲車輛
定期在街上巡邏。88 2016年在兩個月內，光是烏魯木齊就建造了949個“便民警務站”，
據稱是為了創造一個“嚴密的安全網”。89
種種粗暴干預措施—諸如挨戶搜查以及要求村民簽署保證書揭發鄰裡中的“宗教極端主
義”事例等等—成為普遍現象。政府似乎還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計畫，構建一個所謂的“
宗教家庭”資料庫，以追蹤那些蓄鬍、戴面紗或是經常禱告的新疆居民。90 對個人的監視
還輔以電子監控的手段，包括安裝在清真寺裡的閉路電視系統、烏魯木齊火車站的人臉部
識別掃描，91 以及裝有攝影鏡頭的流動派出所等等。其結果是維吾爾人越來越難以在他們
覺得合適的地方進行宗教活動，甚至包括在他們私人住宅裡。對回族穆斯林或是在北京那
樣穆斯林社群更加分散的大城市，監控則明顯寬鬆很多。92
5. 司法訴訟、“被失蹤”和暴力鎮壓：在新疆施行宗教管控的過程中，中
國當局大量採取拘押、訴訟和監禁等措施——甚至只是為了懲治一些似
乎微不足道的違法行為。2012年11月以來，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人包括
了從十幾歲的青少年到中年伊瑪目和年邁的婦女。由於法庭判案缺少透
明度，新疆地區涉及宗教犯罪的準確人數尚不清楚。但是，大批維吾爾
人因違反安全規定或刑事法規而遭到拘押或起訴，當中有些可能只是參
與了和平的宗教活動。

2012年11月以來，
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
人包括了從十幾歲的
青少年到中年伊瑪目
和年邁的婦女。

根據“對話基金會”（Duihua Foundation）所引述的官方資料，2013-2014年，有592
名維吾爾人因危害安全罪名受到審判。93 此外，在這兩年期間新疆有大約1.2萬起審判是針
對那些被指控危害社會秩序的人，這一指控經常被用來懲處那些散佈禁聞、參與和平抗議
或是挑戰政府有關宗教活動禁令的人。據報導在有些社區有多達三分之一的家庭有親屬被
拘禁。94
不管涉嫌什麼罪名（包括違反宗教禁令）的維吾爾人，一旦被拘禁就極有可能遭遇酷刑和死
亡的嚴重危險。一名被拘禁14年並於2011年獲釋的前政治犯，描述了他所在的烏魯木齊監
獄裡，例行毆打和長期佩戴鐐銬。據稱，他還目睹了多人被毆打致死，以及因獄中惡劣的衛
生條件而產生的高患病風險和其他健康問題。95 當監獄當局對他們進行“考驗”時，暴力和
惡劣待遇有時會特別施加在那些堅持自己伊斯蘭教信仰的維吾爾囚犯身上。96
很多家庭—或許有數百個—有親屬在2009年7月衝突和隨後的鎮壓中被安全部隊帶走，這些
www.freedomhouse.org

61

特別報告: 中國靈魂爭奪戰

人在數年之後依然下落不明。甚至輕微的違法行為也逐漸可能遭致極端嚴厲的懲罰，已在
維吾爾人當中造成了人心惶惶，也同時讓他們懷恨在心。反之，如此嚴苛的待遇在回族穆
斯林當中是極為罕見的，甚至一位薩拉菲派伊瑪目於2015年在雲南被拘留，其在被拘押27
天後也被無罪釋放 。97
經濟投資、誘因及報復
中國政府把經濟放在優先地位在有些狀況下，導致對伊斯蘭採取更加嚴厲的打壓，但有時也使
有關政府部門在一些宣傳伊斯蘭教的項目上投入資金。在新疆，經濟發展方案涉及價值400億
美元的“一帶一路”專案，其旨在與其他歐亞大陸地區構建交通和基礎設施紐帶，加上新疆地
區寶貴的自然資源，提高了在這個地區包括宗教活動方面“維穩”的重要性 。
新疆當局已經採取措施把這個地區最神聖的穆斯林聖地阿巴和加麻紮（Apakh Khoja Mazar
Mausoleum）和其他規模較小的聖地作為旅遊點進行推廣。一些學者和維吾爾觀察人士已經
對此表示關切，他們擔心這些方案加上那些對傳統聖地節日的禁令，冒著伊斯蘭教商品化的風
險並且會給民族緊張關係火上澆油。98 在若干事例中，一些聖地的管理權已經交給了漢族人開
辦的旅遊公司。據學者亞歷山大·帕帕斯（Alexandre Papas）說，“（新疆的）很多聖地現
在都收取大多數當地人付不起的門票費用。”99
新疆的政府當局廣泛使用經濟的獎懲手段來加強對宗教的管控。那些向政府當局提供維吾爾同
胞宗教活動資訊的人通常都會得到金錢獎勵。2014年4月，阿克蘇地區的政府網站上貼出了一
則通告，說明向政府舉報當地居民從事違禁行為的告發人能獲得最高5萬元
（8千美元）的獎勵。這些違禁行為共有53種，其中有18項行為涉及宗教活
據學者亞歷山大 ·帕 動，比如地下傳道、公共場所禱告、舉行伊斯蘭傳統婚禮、或是某些特定類
別的公民（包括學生和公務員）在齋戒月封齋等等。100

帕斯（Alexandre
Papas）說，“（新疆
的）很多聖地現在都收
取大多數當地人付不起
的門票費用 。”

經濟懲罰措施包括可能失去社會福利、丟掉工作、被大學開除和罰款等等。
有些案例中，支付社會福利的附加條件是接受者要簽字保證不帶面紗。101 若
干最近施行的有關禁止穿著宗教服飾和蓄鬍的管理規則規定，對違反或是
那些被認為拒不改變外貌的人，處以上至5000元（800美元）的罰款。102 而
2015年，新疆地區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300元（530美元），絕大多數維吾
爾人的收入，尤其在農村地區，比該數字要更低。103

回族地區的情況迥然不同。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當地政府投資數十億美元讓該城市對
外國穆斯林遊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來自中東地區的遊客。他們在路牌上添加了阿拉伯
文，2016年5月阿聯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首次由杜拜直飛銀川。104 當地建造了一座
奢華“中華回鄉文化園”，以及一條“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包括一座在2005年落成、有
著使人印象深刻的金色穹頂清真寺，不過這座清真寺更像一個少有人光顧的旅遊景點，而非敬
拜場所。105 在像臨夏這樣的城市，當地官員們還創立了專門生產“穆斯林產品”的產業園區，
給回族企業家們提供廉價土地和稅收優惠。有不少回族企業從這些政策中獲利而成為部分出口
產品的全球領導者，如廉價的伊斯蘭頭飾。106
社會反響與抗爭
面對同化的壓力，回族穆斯林向來會調整他們的宗教形式以適應漢人思想，甚至已有些人身居
要職。近來，回族代表們也通過政治管道推動了對其有利的立法，譬如清真食品議題。很多回
族宗教領袖也採取防禦型措施來避免招致官方打壓，包括同薩拉菲派伊瑪目們保持距離，以及
不接受國外捐贈，而在自己社群內部集資興建清真寺。與此同時，他們也採取積極措施來規避
官方限制。例如，很多回族人無視針對兒童宗教教育的限令，開辦了大量的伊斯蘭學校，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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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幼童背誦《古蘭經》。
於維吾爾人而言，由於新疆比中國其他地區更加政治化的司法環境，他們無
法積極透過法律管道達成行動目標。公開的抗爭，比如街頭抗議或是向國際
社會曝光其所遭受的虐待，都會遭遇嚴厲打壓。地下宗教學校和其他更加私
人的活動也會引來暴力鎮壓。有些維吾爾人繼續公開無視官方禁令，例如在
公共場所佩戴頭巾並寧願支付罰款。其他很多人則轉而採取更加細緻的抗爭
形式：

很多回族人無視針對
兒童宗教教育的限令，
開辦了大量的伊斯蘭
學校，甚至教幼童背
誦《古蘭經》。

•  私下違抗官方禁令：儘管一旦被抓獲將會受到懲處，很多公務員、教師和學生採取不同方
式試圖去清真寺禮拜、在齋戒月期間封齋或是進行一日五禱。107 人們白天回到家中私下進
行祈禱，或是把食物藏在包裡以便在日落後食用，或是擋住他們屋子的窗戶從而可以在不
為人知的情況下在日出前進餐。那些被要求在齋戒月期間開門營業的餐廳，會提前把食物
做好，而且只保留最少量的員工。父母們私下裡教他們的孩子閱讀《古蘭經》。108
•  以戒絕規避作抗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戒煙或者戒酒，並且盡可能避免參加官
方舉辦的各種慶祝活動。109 一位接受採訪的人解釋說，有些家庭已經選擇在像婚禮這樣的
私人活動中也不再跳舞，解釋是“發生了這些讓人痛心的事情，我們心情很悲傷。人們覺
得這個時候不應該慶祝。”110 有些維吾爾人決定將某些官方文件看做是“違反伊斯蘭教法
的”（haram），以致2014年阿克蘇地區的政府通告中列舉的法律禁止行為包括拒絕使用
人民幣、拒絕或毀壞其他政府文件、不向政府申領結婚證等等。111
•  獲取被查禁的資訊：很多維吾爾穆斯林積極通過非官方管道尋求有關伊斯蘭教和當地新聞事
件的資訊。這可能包括：一名寄宿學校的學生會搜索一個未經刪節的維文版《古蘭經》，一
家人聚集在一起觀看一部講述先知穆罕默德從麥加去往麥迪那關鍵之旅的電影，112 或是據稱
有越來越多的人繞過網路封鎖在手機上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113
這些事例強調，中國當局在試圖撲滅新疆穆斯林和平與日常的宗教活動，以
及消除維吾爾人的個人和共同信仰中，所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多的官員認為
維吾爾人的這些反應中暗藏政治反對意見，他們於是採取了更加匪夷所思的
限制措施，比如抓捕那些不去參加葬禮的人，114 或是在那些有很多人戒酒的
地方強迫商店賣酒。
針對無害宗教活動日趨頻繁的嚴厲懲處，也使得那些維族村幹部、員警和其
他為政府工作的人深陷窘境。在2012年以來的一些海外媒體採訪中，這些官
員一再表示，他們對於政府公然過度處罰也感到震驚和不解。2016年6月，
阿克蘇地區的一名農民因與家人一起觀看一部有關穆斯林遷徙的影片而被判
7年徒刑，村治保主任對自由亞洲電臺說：“很難向村裡人解釋為什麼會發
生這樣的事情，這根本說不通，非常不公平。”115

只要中國當局繼續將
恐怖主義的暴力行動
與和平宗教活動混為
一談，這個地區的緊
張形勢和暴力循環就
將更加惡化。

未來展望
幾乎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和中共有任何意願改變目前對待中國穆斯林的政策走向。反之，2016
年下半年的一些事態發展—包括前西藏書記調任新疆，以及據說計畫在烏魯木齊以外建造更多
監獄—都預示著政府會更加擴展強硬手段。然而，只要中國當局繼續將恐怖主義的暴力行動與
和平宗教活動混為一談，這個地區的緊張形勢和暴力循環就將更加惡化。在這些條件下，官方
以及廣大群眾的反穆斯林情緒也有可能增長。這將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回族穆斯林，並將逐漸
侵蝕他們與維吾爾穆斯林之間的差別待遇。
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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