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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伊斯兰布卡运动 20年 
— — 政教分离传统下的本土治理和移民文化的纷争 

陈 振 铎 

内容提要 本：丈以法国穆斯林移民社区的布卡运动为研究对象，梳理较有影响力的 

公共事件，分析法 政府禁止穿戴伊斯兰遮面头巾的原因以及布卡运动的根源，呈现法国 

社会目前对于外来伊斯兰文明的矛盾心态及其尚未找到解决之道的困境，以及各社群尝 

试合力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以期为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现实之困的民族国家，从政策和社 

会层面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穆斯林 伊斯兰 布卡运动 法国 政教分离 

布卡运动是指法国穆斯林移民社群在公共空间争取女性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权利，为此而在法 

国社会各界、政府等公共部门展开的辩论、运动以及立法等社会进程。从 1989年在法国出现第一 

例关于是否允许妇女在 共场合穿戴遮面头巾的争论以来，纷争逾20年的布卡运动，以2010年法 

国国民议会通过禁止在 共场合穿戴遮面头巾的法案为标志暂时划上句号。 

纵观布卡运动涉及的各个方面，移民社群的诉求是这场运动的主因，运动本身又以法国国民教 

育机构和穆斯林移民的冲突和争论为主。本文首先从穆斯林移民和法国社会的关系人手，梳理其 

历史关联以及主要争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布卡运动背后的原因。 

一

、布卡运动如何成为公共问题 

l9世纪的法国是殖民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得以建立的原因之一就是 1830年凭借对阿尔及 

利亚的人侵增强了自己的国家实力，在1883年爆发中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在亚洲的势力得 

到巩固，随后，法国开始加强对非洲的侵略，并先后在北非、中非和西非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 

其所有殖民疆域中，尤其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殖民较为深入，这些地区除了为法国本 

土源源不断地输入自然资源，还为 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本土的城市化提供了基本劳动力。 

二战以后，虽然法匡i失去了大部分殖民地，但是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治一直延 

续到2O世纪60年代，战后建设的高潮又促进了对阿尔及利亚劳动力的需求。各个时期输入的北 

非劳工移民在法国工作之后，大部分就留在法国，成为法国公民。法国目前的马格里布移民主要就 

是这些劳动力的后代。移民进入法国本土，也把自己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带人法国，随着这些移民以 

及移民后代的不断增多，伊斯兰教信仰群体也不断扩大。 

1．问题的出现及辩论。在法国三十年繁荣期(Les Trente Glorieuses)过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加上法国传统的公共政策强调移民的整合而不是多元化，移民社群和法国传统社会的冲突开始凸 

本文是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专项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城市移民与融合问题研究——法国伊斯兰‘布卡运动’的变迁与政策” 

(项目号：2012csx1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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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中以1983年在法国里昂郊区芒盖特(Minguettes)出现的要求法律和司法公正的游行作为标 

志。①这时，头巾并没有作为单独的运动符号出现。 

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问题在法国社会成为公共问题，初现于 1989年。1989年6月 13日，《巴 

黎13报》(已于1996年 l2月14日停刊)记者吉斯莱里 ·奥本海默(Ghislaine Ottenheimer)发表了题 

为《移民归化问题》的特别报道，报道了法国东部洛林(Lorraine)省艾皮那(6pina1)市镇有关教育管 

理者和学生家长围绕关于是否允许女学生在学校中穿戴传统头巾的争论。学校校长指出，这些戴 

头巾的女学生是移民后代，认为她们戴头巾是宗教行为，而根据法国政教分离原则，教育机构是世 

俗的社会化场所，不允许在这些场所出现宗教行为。女学生和她们的父母拒绝学校的建议，其中一 

位女生的父亲米卢 ·艾基哈(Miloud E1．Kiha1)，时任孚13山地区穆斯林文化协会主席及当地穆斯 

林学院院长，将这次事件付诸公共舆论进行讨论。当时法国没有任何政党敢对政教分离的原则提 

出反对意见，最后官方以这件事涉及“教育责任”为由支持学校校长主张，从而禁止这位女生在校 

园内佩戴头 巾。 

这个报道在法国社会引起反响之后，有关是否允许学生在校园穿戴头巾的事件在法国舆论中 

陆续出现。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1989年9月法国几家媒体报道的法国皮卡迪(Picardie)省的瓦尔兹 

(Oise)市克莱尔初中(Coll~ge Gabriel—Havez de Creil)的“克莱尔事件”。据媒体报道，该校生源以 

穆斯林移民后代为主，时任校长埃内斯特 ·谢尼埃(Ernest Ch6ni~re)在写给学生家长的公开信中阐 

明了头巾是宗教标志，在校园内穿戴并不合适，他在信中认为必须限制任何具有文化或宗教特殊属 

性的符号在学校出现，因而请家长尊重学校的政教分离原则。由于这个规定，9月 16日早上20个 

学生因此不能进入学校上课，因为老师们认为必须尊重政教分离原则。而戴头巾的女学生父母不 

愿意让学生摘去头巾，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 

这件事随后引起法国舆论的震动，法国防范种族主义救援中心(SOS Racisme)副主任马莱 

克 ·布提(Malek Boutih)认为这是一场丑闻，是政教分离这个公权力对大众私生活的干涉。②而法 

国全国中学教师工会于当年 1O月5日发表的声明认为，可以为学生有关宗教信仰的修习提供便 

利，因为他们一直为解决教育机构中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的对立提供灵活的操作方法，但是 

否定政教分离的意见不予采纳。当时的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利昂内尔 ·若斯潘(Lionel Jospin)在不 

同的讨论场合强调必须尊重在学校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学校倡导宽容，但是不允许在学校中出现 

过度招摇的、代表宗教意义的符号，他坚持认为学校是为普通学生而设，因而不会开特例允许戴头 

巾。最终，这件事以学校和家长达成妥协收场，这些女学生进入学校必须摘除头巾，而离开学校时 

则可以根据本人意愿穿戴头巾。在克莱尔事件之后，在马赛(Marseille)、阿维尼翁(Avignon)等城 

市也相继出现类似事件。③法国促进人民友谊和防范种族主义运动联盟(MRAP)以及各派政党掌 

握的媒体也围绕自己的核心立场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公共辩论。 

2．行政、立法与家长的博弈。洛林事件引起法国政府和社会首次针对头巾问题展开一系列公 

共辩论，1989年 12月 12 13，若斯潘在对中学校长及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共和国的宪 

法原则‘政教分离’是公共学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中学和其他学校中，个人的宗教信仰是 

个人自由。但是，中学是以平等对待所有青少年、实践自由意识以及尊重多样化和公共服务中立化 

为基础，保护教育社区共同体在所有意识形态和宗教压力中能够生存”。④而这些学生的家长则认 

① KOUSSENS，David，and Olivier ROY，Quand la burqa passe a l’Ouest：e， Othiques，politiques et juridiques，PUR，2014，P．101 

② Justine Brabant，“Avant la burqa，vingt ans de d6bats m6diatiques stir le voile”，30 juillet 2009，Le Monde，7 oct．1989． 

③ Riposte La'l'que，Les dessous du voile：1989-2009：vingt。m dbffensive islamique contre la rOpublique la'utue，2009． 

④ Dounia Bouzar and Lylia Bo~ar，La o“la burqa：les services publicsface a 1’islam砌却以 ，Albin Michel，2010，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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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头巾的性质是有区别的，只要不是炫耀性(ostentatoire)或者诉求性(revendicatif)的佩戴，不适 

用于政教分离原则。 

此后，若斯潘将该事件提交至国家议会讨论。经过一系列公共辩论，1989年当年，关于是否允 

许学生在校园中穿戴头巾的争论进入立法机构视野。国家议会对保护 自由的原则进行阐述时，认 

为信仰自由意味着保护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保护炫耀性或者请求性特征群体的信仰 自由。① 

法国国家议会认同若斯潘此前的言论，认为头巾是宗教表达的一部分，如果在学校穿戴头巾， 

不适用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学校有权拒绝学生入学或者开除学生。他们认为这会给学校秩序造成 

威胁，会影响老师正常授课。②但同时，国家议会要求对所有案例逐一进行甄别，不能一概而论，主 

要是对炫耀性的穿戴行为进行严格禁止。随后，法国国民教育部发布了一个通知，授权教师有责任 

接受或拒绝戴头巾学生上课。 

1990年1月，法国诺瓦永(Noyon)市镇的一所中学又发生类似事件，一位学生家长又向该原则 

发起挑战，这次事件引起另外一所中学的教师发动了反对伊斯兰头巾进入校园的罢工游行。法国 

国民教育部不得不再次发布通知，强调在国立中学中尊重政教分离原则的必要性。1994年，法国 

国民教育部时任部长弗朗瓦 ·贝鲁(Franqois Bayrou)签发了带有法定意义的通告《贝鲁通告》 

(Circulaire Bayrou)，明确将佩戴头巾这一符号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审慎(discret)的符号，一种 

是炫耀性的符号。③并且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穿戴头巾动机进行区别对待，允许前面一种动机的穿 

戴行为在校园内出现，而后面一种动机的行为则被禁止。同年 l0月，芒拉美市镇(Mantes—la—Jolie) 

的一所高中的学生举行 游行，支持在上课时允许穿戴头巾的通告。④然而同年 11月，在同一所 

高中以及法国里尔(Lille)地区的一所高中，有 24名穿戴头巾的女学生被驱逐。在《贝鲁通告》颁 

布后的 10年之间(1994--2003年)，在法国国立初中和高中里，有 100名女学生因为穿戴头巾被驱 

逐，但是其中大约一半的决定，被法院判定为无效。⑤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03年 7月 3日，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成立了由法国国家调停人 

(M6diateur de la R6publique)贝尔纳 ·斯塔西(Bernard Stasi)负责指导的一个委员会，准备以政教 

分离的名义颁布一项法律，完全禁止任何穿戴头巾的宗教行为。该委员会由2O名成员组成，教师、 

研究员、法官、政府以及学校负责人，在 3个多月的调查中，听取了100多位法国公民、政党以及国 

家宗教法院代表的意见，主题主要是调查是否有必要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颁布专门的法律禁止在 

校园穿戴头巾。希拉克希望执行政教分离原则，在工作场所、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公共场所等公共空 

间完全禁止穿戴头巾。 

然而，当时法国的舆论，允许穿戴伊斯兰头巾的言论占上风，不少媒体对希拉克的主张提出了 

反对意见。当年12月 1】13，斯塔西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根据法国历史上形成的“国家中立”原 

则，要求法国政府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出生地和种族地平等对待一切公民，最终形成一个 

关键意见： 

意识自由，法律平等和政治中立，应适用于所有人，不论他们选择哪种精神。但是无 

论如何，这和重申国家严格的规则也有关，这使得我们得以安心地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社 

会。今天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原则，巩固和确保公共服务精神尊重多 

Dounia Bouzar and Lylia t~)uzar，La唧ublique Oft la btl~qa：les services publicsface a l’islam manipu~，Albin Michel，2010，PP．25-27． 

Avis n。346．893，Assenlbl6e g6n6rale(section de 1’int6rieur)，27 novembre，1989． 

Bulletin offieiel de 1’6ducation nationale，29 sept．，1994，no．35． 

L’affaire du voile：rep@res，Confluences Mdditerrande，4／2006，no．59，P．31． 

Justine Brabant，Avant la burqa，vingt口 de d~bats nv~diatiques SlUr le voile，30 July，2009，http：／／www．arretsurimag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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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为此，政府需要认清行政服务的责任，取消对公众的歧视性做法，并且基于政教分 

离基础，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制定清晰和有力的规则。 

该报告还对学校、医院、法庭、监狱以及公共机构提出了基于政教分离原则但不违反平等原则 

以及种族歧视的各类案例处理建议。2004年，该报告的影响力上升到立法层面，当年3月15日，法 

国议会投票通过了《伊斯兰头巾法案》(La loi du 15 mars 2004)，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任何炫耀性的 

宗教符号意味的头巾。该法案除了禁止女性穿戴宗教诉求性的头巾外，也禁止穿戴诉求性的宗教 

小圆帽(kippa)以及大十字架。该法案允许因为信仰等审慎性动机穿戴各类头巾、小十字架等。该 

法案不仅仅适用于伊斯兰教，还包括了在法国存在的各种宗教。至此，法国国内头巾之争暂时停 

息。在这之后的3年时问之内，除一些小型事件外，法国社会舆论没有再将伊斯兰头巾问题作为大 

型公共辩论展开讨论，这三年，法国政府主要围绕政教分离原则对一些法案进行了修改。比如 

2006年 1月29日，法国移民归化高等委员会(Haut Conseil a]int6gration)修改了政教分离宪章，强 

调公共服务机构要严格遵守中立原则。此外，2006年9月，《罗西诺报告》(Rapport Rossinot)认为 

今日对身份的区别，主要是通过个体出现于公众面前的符号问题，尤其是服饰问题进行甄别。② 

3．萨科奇执政期间主导的改革。2008年 9月23日，法国右翼人民民主阵线联盟(Union pour 

HI1 mouvement populaire，简称 UMP)参议员雅克 ·米亚德(Jacques Myard)提交议案，提出要向损害 

妇女地位的一些宗教习俗宣战，其中第一条就写道：不管是基于哪种文化，都不允许在公共场合穿 

戴将脸包住的头巾，所有在法国领土上流动的人口，必须使 自己的脸部不为东西所遮盖，从而能让 

大家轻易认出其身份。⑧ 

萨科奇在担任内政部部长时，于2003年4月 19日的一次会议中就提出在制作国民身份证时， 

必须要求保持头部无遮盖物遮挡，强制要求破除部分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用头巾完全遮盖住头 

部和脸部的习俗。 

萨科奇就任总统后，其政府就不遗余力地推行“禁巾运动”，除上述其所在阵线参议员提出的 

议案外，2009年6月 18日法国58名参议员(其中43名是法国右翼人民民主阵线联盟成员)联合 

提出另一个议案，要求政府成立委员会研究解决伊斯兰头巾问题，要为女性平等和个人自由而战。 

随后，6月22日，萨科奇宣布将成立调查委员会，更准确地说是信息调查组，调查摸底法国穿戴伊 

斯兰头巾的情况。在7月 1日向国民议会提交的报告中，萨科奇政府还提出“法国领土将不欢迎布 

卡”。⑤7月30日，隶属于法国政府内政部的“通用信息指导服务”(Direction g6h6rale de la S6curit6 

int6rieure，简称SDIG)公布的报告指出，保守估计在法国领土内有 367名妇女穿戴完全覆盖头部和 

脸部的头巾，而《费加罗报》根据一条内部消息宣称，法国领土至少有2000名妇女穿戴这种头巾。，＼6j 

尽管此后反对党及女权组织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质疑，萨科奇政府仍旧继续推动立法的进程， 

为消除公众的质疑，在2010年3月24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萨科奇认为全覆盖类型头巾降低了妇 

女地位，必须禁止。此后法国各党派和关联利益群体，通过各类媒体，围绕是否该立法禁止此类头 

①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报告：《委员会关于如何应用共和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思考》(Commission de r6flexion sur l’ap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Ycit6 dans la R6publique：rapport fdu Pr6sident de la R6publique)，第 66贞，2003年 12月 1 1 日，载 http：／／www． 

|adocmnentationfrancaise．if／rapports—puhlics／034000725／index．shtm1． 

② Olivier Roy，La la~eitgface a f’islam，Stock，2005． 

③ Jacques MYARD，《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第 1121号立法建议》(Proposition de loi，N。1l21)，2008年9月 23日提交，载 http：／／ 

www．assemblee—nationale．fr／13／propositions／pionl 121．asp． 

④ Franqoise Lorcerie，La politisation du voile en France，en Europe et dans le monde arabe，Editions L’Harmattan，2005． 

⑤ 《必须阻止布卡的癖好》(I1 faut stopper la propension de la burqa)，载《邮报》(Le Post)，2009年6月 18 13报道。 

⑥ C6cilia Gabizon，“Deux mille femmes portent la burqa en France”，Le Figaro，09 sep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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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进行多次公共讨论和大型公共辩论。最终于2010年7月 13日法国国民议会批准通过了该法 

案。2010年9月，宪法法院对法案的是否合宪进行审查，最终通过了该法案。2010年 10月 11日， 

法国正式公布了《关于禁止在公共空间穿戴全遮面头巾的法案》(La loi n。2010—1192 du ll 

octobre 2010)o 

4．执法期的情况及问题。经过6个月的宣传教育期之后，从2011年4月 11开始，法国政府开 

始正式执行该法律，禁止在街道、车站和商店等公共空间穿戴全遮面头巾。此后也有零星的违抗该 

法律的个案出现，较有名的是2012年6月 11日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的事件，当天边防警察禁止来 

自多哈方向的航班上 3名穿戴遮面头巾的妇女人境。①另外，马赛、南特和巴黎等城市的警察对零 

星的穿戴遮面头巾的案例进行了执法。这些事件中，2013年7月 19日发生在巴黎市郊小镇特拉 

普(Trappes)的事件影响较大。该事件中，一名穿戴遮面头巾妇女的丈夫违抗警察的命令，后造成 

了几百人围攻警局和示威游行的事件。②这些事件表明穿戴头巾本身在法国仍旧存在着诱发公共 

事件的可能性。 

此外，在奥朗德和他的左翼政府执政后，大学对执行该法令的模糊处理招致了争议。法令禁止 

在公共空间穿戴遮面头巾，但对于不遮面的头巾如何处理没有严格的规定。国民教育机构一般采 

用其他规定，禁止学生在课堂上穿戴帽子、头巾等遮盖物；但由于法国大学自治，尊重学生的自由， 

部分穆斯林学生穿戴头巾进入大学课堂，招致了老师及其他学生的不满，直到 2013年移民整合高 

等委员会 (Haut Consei!a l int6gration)把政教分离事务 的权力移交给政教分离观察中心 

(Observatoire de la lai'cit0)，后者的新任领导人有在国民教育部管理该事务的经验，才考虑把在国民 

教育机构中的相关操作条例运用到大学。③ 

另外，在驾校、文化、体育、政府、医院等系统，该法令执行得也比较顺利。 

二、问题分析：国家原则和移民文化的冲突 

梳理了这场持续了：z0余年的运动后，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运动背后的几个原因以及这场冲突 

的根源。我们认为，法国虽然已融人全球化，但其社会对移民的涌入和扎根并未完全做好准备。具 

有强烈的法兰西特征的“政教分离”原则、移民的文化寻根以及政治诉求，是影响这场运动的几个 

关键因素。 

理解这些问题，首先我们需要追根溯源，理解什么是法国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其涉及的社会问 

题和哪些头巾有关联，各种头巾代表的社群问题又是什么。 

1．头巾的文化和社群属性。欧洲定义的头巾，从用于窗帘制作的纱巾之“帘”的功能引出，是 
一 种用来覆盖头部和面部的轻柔片状的服饰，或者广泛被护士、教堂仪式以及治丧仪式使用。在法 

语中，头巾多了一层定义，是指穆斯林女性用于遮盖头部和脸部的人造纤维料。④ 因而，本文中所 

讨论的头巾主要指遮盖头部的头巾；面纱则指专门指遮挡面部的纱巾。部分穆斯林妇女穿戴的面 

纱和普通头巾的组合，则是在法国引起社会争议的“遮面头巾”。 

妇女穿戴头巾最早出现于伊斯兰社会以外世界。较早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妇女服 

饰，在两河流域亚述地区，贵族妇女、已婚妇女和作为奴隶的妇女经常穿戴头巾。在波斯文明中，名 

Des Saoudiennes refoul6es a Roissy pour refus dgter leur voile int6gral
，载《观点报》(Le Point)，2012年6月 12 13。 

Trappes：l’6poux de la femme voil6e livre sa version des faits
，载《费加罗报》(Lefigaro)，2013年7月24日。 

Le port du voile a 1’universit6 remis en question，载《费加罗报》，2013年8月5 13。 

Collectif，Larousse，LAROUSS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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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布达”(purdah)的头巾，广泛用于不让男人看到妇女。在古希腊社会中，也有穿戴头巾的传统， 

这在保留下来的一些雕塑中可以稍知一二，比如维纳斯女神以及迪安娜女神头上都有头巾的修饰。 

而在古罗马社会中，头巾的穿戴则象征着婚姻，拉丁语中“nubere”，就是穿戴头巾和结婚的意思，只 

有适龄妇女才有权穿戴头巾，结婚的罗马妇女头戴红橙头巾，叫做“flammeum”。①在现代社会中， 

头巾主要用于教堂和婚姻仪式。伊斯兰文明以外的世俗社会的女性，已经不太使用头巾作为日常 

着装。 

穿戴头巾在古代的伊斯兰社会是地位的象征，伊斯兰文明中，用“hijab”表示妇女的头巾，这个 

词在伊斯兰语中原意就是指“遮挡、隐藏”，扩展义有“窗帘”和“帘幕”。阿拉伯世界有专门的律法 

规定伊斯兰妇女必须穿戴。在伊斯兰的圣训(Hadith)中，伊斯兰妇女只能露出手和脸。在《古兰 

经》(全译本，马坚译，1981)中，就有 7次提到了头巾。其中就写道： 

⋯ ⋯ 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 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 

(33：59)⋯⋯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她们是更纯洁的(24：30)⋯⋯你对信女 

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 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 

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 

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弟兄的儿子，或她们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 

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 

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24：31)。② 

从《古兰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头巾是伊斯兰女性包藏住纯洁的象征，并且是女性的基本道德 

规范之一，也成为男权思维所主导的审美及女性附属地位的象征。西欧移民社区的穆斯林妇女穿 

戴的头巾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 1 穆斯林妇女穿戴的头巾类型和所属群体 

头巾类型 主要特征 穿戴群体 

源于古波斯地区，伊朗及中亚地区 
tchado／chador(沙杜) 穿戴该头巾的妇女可露脸 部分妇女 

黑色长袍，穿戴该头巾的妇女不能 主要是阿拉伯半岛贝都因(Bedouin)妇女，生活 

niqab(尼卡) 在北非和西亚接壤北非地区(包括土耳其)，以 露眼睛 

及来 自这些地 区的移民 

Sefseri(色夫色瑞) 白色罩袍，可露脸 突尼斯妇女穿戴 

蓝色为主，头巾处一般有纱帘。穿戴 主要是阿富汗地区妇女
，以及来 自 B

urqa，tchadri(布卡) 该头巾的妇女须用头巾盖住身体全 这些地 区的移民 

部，在面部用纱遮住 

① Jean—Claude Bologne，Histoire du mariage en Occident，J．一C．Latt~s，1995． 

② 笔者摘引了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根据文本需要选取了和研究相关的章节中的主要文字。此外，通过对比法译本《古兰 

经》，马坚先生所翻译的“首饰”，在法译版本中，则包括了服饰以及服饰的装饰(包括纱巾以及我们 日常所说的首饰)，与马坚先生所说 

的“首饰”稍微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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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格中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媒体报道所称的禁止穆斯林移民穿戴“布卡”其实 

是误读，因为法国的穆斯林妇女，主要来自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及土耳其地区，所穿着的头巾服饰 

是“尼卡”(niqab)，而不是阿富汗妇女或者阿富汗移民妇女的“布卡”(burqa)。但鉴于“布卡运动” 

已经成为媒体和欧美学界讨论该问题的指称，本文仍使用这一定义。 

2．法国社会“政教分离”原则根深蒂固。政教分离思想较早源于“民事”(Etat Civil)的出现，法 

国于 1539年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民事”这一概念，当时的国王弗兰索瓦一世(France Franqois 

1er)于当年8月 10日到8月 15日期间在法国维尔 一科特勒(Villers—Cotter~ts)签署了《维尔 一科特 

勒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ts)，规定在法兰西王国逐步开始建立民事档案和公共生活 

民事行政化。虽然该法案主要是将原来的通过国王口谕等形式执行国家权力的形式转变为书面形 

式，并且为法国国民建立民事档案以及将法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但笔者认为这是世俗社会逐步开始 

建立的基础，最明显的举动是废除原来以宗教婚姻代表正式婚姻的制度，开始建立民事婚姻制度， 

以民事关系作为家庭的基本要素。 

法国是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历史上因宗教引起的战争为数不少，但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关 

系一直较为紧密。法国大革命以后，在法国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时期，法国国内兴起了摆 

脱宗教束缚，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潮。“政教分离”(LaYcit6)原则的精确化阐述，最早见于费迪南 · 

比松(Ferdinand Buisson)的相关思想，他提出政治机构必须从宗教机构中分离出来，不允许在政府 

中有宗教成分。① 

之后法国政府先后通过了各种法令，逐步使宗教从公共部门中分离出来，教育机构的世俗化是 

主要议程。1881年的《朱尔 ·费里法案》(Lois Jules Ferry)是学校进行政教分离的起始，1882年的 

《义务制初等教育法案》(La 1oi du 28 mars，1882)去除了宗教教义作为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并且 

规定了教师必须服从政教分离原则。1886年的《戈贝尔法案》(1oi Goblet，1886)明确禁止中小学 

进行宗教教育。《1901法案》(Association loi de 1901)、《1904法案》(La loi du 5 juillet，1904)也对 

教育机构的世俗化进行了详细规定。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教分离”政策是于 1905年通过的《教堂和国家分离法案》(Loi de 

s6paration des 6glises et de 1~tat)，标志着法国正式走出拿破仑时代(1801年)法国政府和罗马教廷 

之间的政教协定(Concordat)。这部法案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1)法案首先确立了法国政 

府是代表国民维持公共秩序、行使公共权力 的唯一代表。教会机构不再是公共事业机构 

(6tablissement public du culte)，原由教会在地方行使的维护秩序、仲裁等功能，转交市镇及“省” 

(d6pa~ement)②负责。(2)法案主要规定了法国领土上的原属法国政府所有的宗教不动产继续归 

法国政府所有。另外规定政府和主教脱离关系，不再负责教会的薪酬和开支。(3)把教会从功能 

上编制为“社团”(association)性质，从而教会脱离了政治功能，作为独立的文化协会进行运作。 

这部法案在阿尔萨斯 一摩泽尔地区(Alsace—Moselle)例外，因这个地区当时仍属于德国统治， 

尚未按照该法案执行。之后法国大部分领土按照该法案进行了世俗化，使得法国社会成为较早脱 

离宗教控制的国家。尽管 1946年的临时政府通过一部宪法规定了公共教育的世俗化原则，但这时 

法国国内局势尚未稳定，这些原则并未得到系统执行。直到 1958年，这时法国已从二战阴影中走 

出来，戴高乐政府颁布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1958年宪法，对公权力的世俗化原则，从宪法上给予根 

① Buisson，Ferdinand Edouarj，Le Fonds religieux de la morale laYque，Revue p6dagogique，r66d．Th6olib，Saint—Martin de Bonfoss6， 

Fmnce，2008． 

② D6partement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地方行政区域的基本单位。法案公布时，行政权力仍相当于中国的省，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以 

来，其行政职能逐渐弱化。“大区” r~glon)逐渐承担起地方自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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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 ，明确法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共和国”。 

虽然有研究认为该规定没有任何实质意义，①但我们认为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立国之基， 

目前法国所有的法律都依据于此进行制定，其确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虽不具和 1905年政教分离 

法案一样的开拓性作用，但是 1905年确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及 1958年该原则的宪法化，是今 

日法国政府“禁纱”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 1989年以来围绕遮面头巾是否能在公共场合 

出现的根源所在；因为，该原则是法国政治、法律和公共教育的核心原则，也是具有法国特色的国家 

治理根基。 

3．移民人口的流入。法国经历了几个快速发展时期，本土生活条件的优越和对劳动力的需 

求，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前往法国淘金。除了欧洲大陆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因战乱、工作等 

原因向法国大规模移民之外，法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世界的移民进人法国 

本土。 

第一个时期是 19世纪中叶至一战结束，这个时期法国因为工业革命和巴黎等大城市城市化运动 

对劳动力的需求，法国移民人口从 1851年的38万左右增长到 1931年的290万左右，②但这个时期的 

移民，由于欧洲大陆本土的移民较多，：ILtI~和南美等法属殖民地的移民并没有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 

表2 法国人 口中以来源国划分的移民人口比例 

1962证 l968年 1975钜 1982焦 1990年 1999年 

％ ％ ％ ％ ％ ％ 人数 

欧洲 78．7 76．4 67．2 57．3 50．4 44．9 193414_4 

西班牙 18．O 21．O 15．2 11．7 9．5 7．3 316232 

意大利 31．8 23．9 17．2 14．1 11．6 8．8 378649 

葡萄牙 2．0 8．8 16．9 15．8 14．4 l3．3 571874 

波兰 9．5 6．7 4．8 3．9 3．4 2．3 9857l 

其他欧洲国家 l7．5 16．1 l3．1 11．7 11．4 13．2 5688l8 

非洲 14．9 l9．9 28．O 33．2 35．9 39．3 169l562 

阿尔及利亚 11．6 11．7 14．3 14．8 13．3 l3．3 574208 

摩洛哥 1．1 3．3 6．6 9．1 l1．O 12．1 522504 

突尼斯 1．5 3．5 4．7 5．O 5．0 4．7 201561 

其他非洲国家 0．7 1．4 2．4 4．3 6．6 9．1 393289 

亚 洲 2．4 2．5 3．6 8．O l1．4 12．8 549994 

土耳其 1．4 1．3 1．9 3．0 4．0 4．0 174160 

柬埔寨、老挝、越南 0．4 O．6 0．7 3．0 3．7 3．7 159750 

其他亚洲国家 0．6 0．6 1．0 1．9 3．6 5．0 216084 

美洲、大洋洲 3．2 1．1 1．3 1．6 2．3 3．0 l30394 

未申报来源地 区 0．8 0．1 ，，， ，，， ，，， 7，， ，，， 

总百分比 1O0．0 10o．0 lO0．O 100．0 100．0 10o．0 

总量 2861280 3281O6O 3887460 4O37O36 4165952 4306094 4306094 

说明：／／／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t)人口普查数据。 

① Maufice Barbier，“Pour une d~finition de la laYcit~”，Revue Le ddbat，no．134，mars—avfil 2005． 

② De Wenden，Catherine，“France et flux migratoires intemationaux”，Territoires 2040，no．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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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虽然有大约l3万2千北非移民进入法国本土工作，①但是大多数移民于战 

后返回来源国。 

第二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法国重建时期，从 1960年代开始，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摩洛哥、突尼 

斯和阿尔及利亚相继独立，而这时法国因为国内重建的需要，对旧殖民地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尤其 

体现在对移民的需求上。 

我们可以看到，1962年整个非洲地区移民法国的人口占全部移民的比例只为 14．9％，而到 

197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8％。 

另外，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 1月 1 El，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已经成 

为法国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分别有 691360名和633735名合法移民进人法国境内。主要的移民输 

入国和输人人数见表3。 

表 3 根据输入国划分的移民数量 

1999年移民数量 截至2006年 1月 1日移民数量 

阿尔及利亚 576000 69136l 

摩洛哥 521000 633736 

葡萄牙 570O00 569285 

意大利 381000 329528 

西班 牙 176000 269308 

土耳其 202000 228530 

突尼斯 317000 226684 

英国 125000 133522 

德国 75O00 128429 

比利时 93000 102477 

波兰 540O0 90336 

越南 99000 73223 

塞 内加尔 72000 70867 

中国 30000 68786 

塞尔维亚 nd 65481 

科特迪瓦 nd 54860 

马里 nd 54243 

喀麦隆 nd 52114 

柬埔寨 nd 51290 

瑞士 nd 51067 

其他国家 nd 1095240 

总计 nd 5040367 

说明：1．统计范围为法国本土；2．nd表示无数据 
资料来源：法国虱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入口普查数据。 

此外，有研究指出，1980年之前从非洲进入法国的合法移民基本以学生为主，而 1980年之后 

来自非洲农村地区的家庭移民逐渐增多，②这为这些家庭在法国本土生育繁衍提供了人口基础。 

① Riposte La~'que，Les dessous c voile：1989—2009．v／ngt d’offensive islamique contFe la r@ublique larque，Riposte laYque，2009，P．157 

② Olivier Roy，L’islam mon&alis~，Seui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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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8年，18_5O岁的出生在法国本土的公民中，有310万是移民的后代。④ 

4．伊斯兰教的兴盛。从2O世纪8O年代以来，无论法国的左右翼政府对其他政策有何分歧，他 

们在对移民归化政策上，一直强调认同法国文化、遵守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立国理念及“政教分 

离”和“男女平等”这几大社会基本原则。虽然法国社会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仍旧是 

建立在这些理念和原则基础之上的。而移民进人法国后，不可避免地将旧有习俗和生活习惯带人 

法国，于是面临着适应法国文化的困难。大部分移民进入法国后还是聚居在移民社区内，并不能很 

顺利融人法国主流社会。其中，原法属海外殖民地，比如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都是信奉伊斯 

兰教的共和国或王国，这些国家在独立之前，本土的精英就是依靠宗教、道德资源赢得大众的支持， 

在独立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大部分国家已经进行了世俗化(s6culier)改革，但政教分离并不 

彻底，宗教仍是支配国民Et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②这些马格里布移民进入法国本土，将一些宗 

教观念带人法国世俗生活社会，加上文化本身的差异，加重了这些移民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感。⑧ 

另外，根据一份调查显示，73％的穆斯林遵守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91％的穆斯林遵守法国 

的“男女平等”原则。④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穆斯林移民都认同“政教分离”原则。法 

国清真寺的数量从 1965年的5座，增加到1985年的900座，到2012年剧增到2200座左右，⑨目前 

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⑥ 

移民的宗教习俗也传承到其子女身上。根据 1905年政教分离法案，法国公立学校不允许宗教 

进入学校，部分法国穆斯林家长把子女送人有宗教派别的私立学校就读，使得“政教分离”原则在 

学校的施行对这些家庭失去效力。穆斯林社群的信仰代际传承比其他移民社群更高，来 自北非地 

区的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继承伊斯兰教信仰的比例、信仰活动以及宗教婚姻不断增多。⑦虽然一部 

分穆斯林青少年接受了法国教育后，放弃了小时候父母在宗教上对其施加的影响，但因为在社会化 

过程中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困难，这种信仰的继承比例仍旧很高。当这些问题糅合在一起时，就带来 

了宗教问题的风险。一个趋势就是，小于 16岁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以信仰为特征的宗教狂热文化实 

践正在不断增加。⑧ 

5．移民社群内外的政治动员。移民人口不断增多后，除了上述所言文化和宗教诉求增加之 

外，穆斯林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在增加，表现在开始寻求自己社群的政治代言人，以期维护自己的利 

益。在历次大选中，除了以支持法国传统的各党派争取社群利益以外，近年开始，穆斯林社区自行 

组建的政党势力也逐渐庞大，在左右穆斯林社区的舆论和民意态度上有较关键的作用。比如代表 

穆斯林社区利益的“法国穆斯林党”(PMF)近年在伊斯兰移民社区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该党 

由伊斯兰极端运动人士穆罕默德 -艾那塞 ·拉特雷什(Mohamed Ennacer Latr~che)于 1997年在法 

国斯特拉斯堡穆斯林社区组建，其父原为法国斯特拉斯堡穆斯林社区的酋长(cheikh)，其家庭来源 

于阿尔及利亚，其本人于7O年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受保守的伊斯兰传统教育。20世纪90 

年代后，随着穆斯林民众的政治诉求增多，其借助父亲的影响力，以“把法国穆斯林同胞从社会党 

① Catherine Borrel et Bertrand Lhommeau，cellule Statistiques et 6tudes slur ’immigration，lnsee，http：／／www．insee．fr／fr／themes／ 

document．asp? reg
—

id=O&ref
_ id=ipl287． 

② Olivier Roy，La larcit6face a l’islam，Stock，2005．P．114． 

③ Olivier Roy，“L’islam europ6en n’est pas tin islam civilisationnel”，Le monde des religions，n。37，septembre—octobre 2009，P．49． 

④ CSA。Portraits des musulmans，Rapport final，no．0600722，aoiit 2006． 

⑤ 200 projets de mosqu6cs en cours en France，载《世界报》(Le Monde)，2012年7月24日。 

⑥ En France，des jeunes de plus en plus fldi~les a l’islam，载《世界报》，2012年 1月 11日。 

⑦ Pauline Goldfarbe，Trajectoires et Origines，2012． 

⑧ Hugues Lagrange，En terre m ere，Seui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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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中解放出来”(1ibel"er les mll~ulman3 de France de Hnfluence du Parti Socialiste)作为建党口号， 

表明自己为中间派，并且以“反犹主义”(antis6mites)作为政治目标，以穆斯林民众为法国作出的牺 

牲以及穆斯林文化内部的整合诉求来吸引法国穆斯林民众的支持。因其反犹主义的口号，拉特雷 

什还受到过警方的调查。 

虽然法国穆斯林党在法国全国大选上暂无影响力，但其于2008年先后进入斯特拉斯堡和阿根 

得耶(Argenteuil)市镇议会候选名单，也进入了2008年选区县(cantons)②候选人名单。随着几次竞 

选的训练，动员组织能力逐渐增强，尤其是在动员组织法国穆斯林民众表达穆斯林诉求方面，进行 

了几次较为有影响力的游行示威，包括 2003年支持伊拉克游行及反犹会议等。从2003年开始，该 

政党开始集中动员法国穆斯林公众反对法国政府的禁纱法令，并于当年及2004年分别举行了一次 

游行。之后，法国舆论对禁纱话题冷处理，未出现较大的游行示威。直到2009年法国政府又把“禁 

纱”提上议程后，该党组 织法国穆斯林民众于2009年 1月 17日在巴黎游行，要求废除禁纱法令。 

有学者认为该党代表了右翼穆斯林移民势力，因为该党既反共和制又反政教分离。③ 

在捍卫头巾的运动中，除穆斯林社区内部，法国极左派以及相关防种族歧视组织也充当了重要 

的角色，包括法国共产党(Paai Communiste Frangais)和法国防种族主义和促进人民友谊运动 

(MRAP)，他们相信法国郊区穆斯林民众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以色列，他 

们保卫的是中东。④ 

三、结论：移民社区与传统社会的互相尊重 

虽然法国国民议会已经通过了禁纱法案，但是笔者认为，穆斯林社区和法国传统社区的冲突远 

不会结束。因为法国是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大潮开始之后，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才陆续 

涌入法国。法国不像美国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处理移民的经验，其对于这种外来文化的强势发展， 

在认识、观念和移民融入机制上并没有准备充分，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和处理经验来应付这些矛 

盾和冲突。这种准备尚未充分，从上述所说把尼卡误认作是布卡可以看出端倪。目前法国社会对 

头巾符号 的认识，也存在一定极端情绪，并且对伊斯兰主义 (Islamisme)、激进伊斯兰主义 

(Islamisme radica1)、完整主义(Int6grisme)及原教旨主义(Fondamentalisme)之间并没有建立相对的 

平衡机制。⑤ 

法国尊重多样化的：艾化和自由，但这个 自由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法国”文化本身已经包含 

了各种自由。法国所说的自由，在世俗化社会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法国的所有政策和社会运行体 

系，也都是从“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共和国国训出发设计。因而法国社会和政府认为外来移民 

成为法国公民的前提，就是移民有必要融入这个国训所包含各种自由的文化。 

我们已经谈到，若第一代移民其母国尚未经历现代化进程、没有实施政教分离和世俗化，这些 

移民仍旧依靠传统的宗教和附属在宗教上的习俗作为自己存在的方式时，就容易遇到融人困难，因 

① Mohamed Latr~che mis e1]examen，载《新观察家报》(Le nouvel Observateur)，2004年7月2日。 

② 在法国国家和地方选举时，选区县由单一行政县、多个行政县或多个行政市镇组合而成，非实质行政区划。 

③ Christine Tasin，“Extr~m· droite，extreme gauche et islamistes：ensemble contre la lsa'cit6 et la republique”．in Cyrano et l’6quipe de 

Riposte La'l'que，Les Dessous du Voile．Riposte La~'que，Sion，Suisse，2009，PP．207—234． 

④ Mohamed Pascal Hilout，“L’islam，SON avant—garde et ses idiots utiles”，in Cyrano et l’6quipe de Riposte Lai'que．Les Dessous du 

Voile．Riposte LaVque，Sion，Suisse，2009，PP．299—324． 

⑤ Jean—Pierre Dubois，Driss E1 Yazami，“Hijab，libert6 et laieit6”，in Charlotte Nordmann，Lefoulard islamique en questions．Editions 

Amsterdam／Multitudes，2004，PP．14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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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母国接受的社会化和教育会影响到其成年后的认同。此外，如果社群的信仰和习俗继承比例 

高，也会影响到移民子女的认同。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问题，也是这个认同轨迹的体现。 

法国传统社会的自由和自由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困境。法国社会要求穆斯林男子尊重穆 

斯林女性，女权主义则认为头巾是侵犯穆斯林女子的自由权，而穆斯林女子却站起来说坚持戴头 

巾，这是她的自由，反而使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走人了困境，以至于在这次头巾运动中女 

权主义者的声音并不是很强势。有研究者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详细分析了30种困境，总结了穆斯林 

社区妇女日常佩戴头巾的问题以及穆斯林社区以外的各种社群和政府的反应。① 

而在法国穆斯林内部，“保巾”一派则把各种头巾看作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完整主义”的标志，② 

却没有认识到法国社会有自己的“政教分离”原则，单以文化多样性的诉求并不能撼动法国人自法 

国大革命以来逐步建立的这个基本原则。另外，虽然是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但也有学者认 

为现实中的冲突并没有媒体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冲突反而成了法国各派媒体之间的斗争，以至于把 

头巾演化成为一个伊斯兰的政治符号，导致法国社会对头巾的偏见增强。 

社会学家埃马纽埃尔 ·托德(Emmanuel Todd)则把穆斯林社群和法国传统社群的这种冲突认 

为是法国传统家庭结构与法国穆斯林移民家庭结构整合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根据他的观点，穆斯 

林移民将头巾习俗施于自己的女儿，这样就减少了自己的女儿和非穆斯林通婚的可能性，托德把该 

种行为归纳为“内婚制社群家庭”(famille communautaire endogame)。③而传统的法国家庭，则是 

“外婚”(exogamique)，穿戴头巾的行为，则被法国传统社群认为是“我不是你家庭一员”的服饰标 

志，禁止穿戴头巾则是取消反对通婚(mariage mixte)的一项举措。他认为不仅仅是在法国，在许多 

西方国家也有穿戴头巾情况，而英美等多元文化融合得较为深入的国家，这种穿戴行为则比较容易 

被接受，但混合通婚率更低。 

奥利维耶 ·鲁瓦(Olivier Roy)则认为，对传统的宗教社会进行世俗化本身增强了社会的宗教 

特征，但世俗化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④法国作为传统宗教社会世俗化最彻 

底的国家之一，其国民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特征，已经不明显，而具有宗教特征的穆斯林群众逐渐增 

多，确实对法国传统社会特征造成了不小的改变。 

对于这种冲突的本质，瓦法 ·苏坦(Wafa Sultan)在 2006年2月21日半岛电视台的一次辩论 

中提出的观点，比较概括性地反映了法国传统社群的心理： 

我们所涉及的冲突，不是宗教和文明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意见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冲 

突。一种冲突出现在中世纪，而另外一种冲突则出现在 19世纪。19世纪之后是坚持与 

反对文明的冲突，是“开化”(eivilis~)之人与“未开化”(barbarie)之人的冲突。这是 自由 

和反对自由的冲突，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这是尊重人权和违反人权的冲突，是把女性看作 

是动物还是人的冲突。我们今天所涉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文明不会互相对抗，而 

是 自我修复。⑤ 

笔者认为法国布卡运动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伊斯兰世界传统，世俗化且已现代化的法 

国社会传统)在同一个社会(已接纳了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法国)内部的冲突。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 

① Pierre Tevanian，D~oilements：du hijab a la burqa：les dessous d，une obsessionfranfaise，Libertalia，2012，PP．19—46． 

② T6vanian，Pierre，Le voile trv~diatique：lznfa dfbat：⋯l affaire dufoulard islamique”，Raisons d’Agir甜．，2005． 

③ Todd，Emmanuel，La troisidrne plandte：structures miliales et systdmes id6ologiques，vo1．4，Editions du Seuil，1 983． 

④ Roy，Olivier，La fⅡ 泓扣ce a Z’islam，Stock，2005． 

⑤ Riposte La'~'que，Les dessous du voile：1989--2009：vingt 0m d’offensive islamique contre la唧ublique laYque，Riposte lat'que 

2009，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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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分本可将这种因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区隔落差以国家的形式外化， 

但在已经吸收了穆斯林社群的法国，必须直面这些内化的新挑战和冲突。这种区隔落差即移民在 

来源国和移民国社会阶层的不同和差距，比如头巾等在传统的伊斯兰社会有它自身的符号和象征 

意义，到了西欧发达国家社会，在另～种话语诠释体系中，符号和象征意义就发生了改变。文学作 

品对头巾问题的渲染以及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造成了对这类服饰的刻板印象，最著名的是 

1988年萨尔曼 一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于 1988年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被公 

认为是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文化刻板印象的开端。这种刻板印象演变成其他社群对穆斯林社区的歧 

视时，加强了法国传统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双方的保守化身份认同的建构，头巾运动继20世纪 90年 

代稍微冷却之后到2004年又开始旧事重提，我们能看到刻板印象因为 911恐怖袭击事件而被增 

强。这种保守化身份认同的建构，不仅仅在法国出现，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以及丹麦等欧 

洲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也遇到了穆斯林移民与传统社会在头巾问题上冲突。①如何从布卡运动等 

穆斯林移民和传统社会的矛盾中吸取教训，改善族群关系，法国社会及法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除 

了从秩序维持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缓和矛盾之外，目前并无其他更为妥当的解决之策。法国政 

府的移民政策，应当致力于尽量改善移民的生活状况和就业、提高移民后代的教育水平，而不是主 

观地以归化的手段使移民遵从法国传统文化和习俗。 

另一方面，穆斯林移民社群，尤其是从未经历现代化进程、不具有政教分离和世俗化传统的地 

区迁到法国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要想在一个新的国家立足和受到尊重，需要人乡随俗。尊重法国 

本身的历史和传统，认同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原则，也是移民和新公民的 

义务所在。 

Abstract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most influential public events in Burqa Movement in French 

Muslim immigrant communit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s as follows：French government 

banning Muslims from wearing turbans， the origins of Islamic Burqa movement and the 

contradictory psycho]．ogy of the French society in front of Islam civilization．The French society 

was frustrated for no[being able to find a solution．However different associations have tried to 

tackle the problems．Hopefully this paper could provide some experiences in 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u]tures and civilizations to those nation—states bother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muhicultural integration． 

(陈振铎，助理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杭州，361021) 

[责任编辑：罗 薇] 

① Alessandro Ferrari and Sabrina Pastorelli(eds．)，The Burqa Affair Across Europe：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Ashgate 

Publishing，Lt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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