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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法理思考 

基 于 S．A．S．v France案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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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法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往往涉及对个人 宗教信仰表达 自由的限制。国际人权公约和 

主要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需要受到立法基于正当理由的限制，如公共安全、保 

护他人的权利等。欧洲人权法院 S．A．S．v France案的判决将“保护他人权利和 自由”具体化为“共同生 

活的权利”，进一步厘清了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法理基础。法国相关立法和欧洲人权法院在 

该案中的判决，对于论证并完善乌鲁木齐市的相关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域外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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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isprudence on Prohibiting Wearing FuIl— Cover Veil in Public： 

Revelation Based on S．A．S．V Franc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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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hibition of full veil in the public place is a kind of limitation on the freedom to manifest religious be～ 

lief．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and domestic law and j udicial practice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restrict the freedom to manifest religious belief by law for the purposes of protection of public safety，rights or free～ 

dora of others．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by the judgment of in the case of S．A．S．v France，interpre～ 

ted the rights or freedom of others as living together and developed the j urisprudential basis for prohibition of full veil． 

The law of France and the j udgment in the case of S．A．S．v France can provide positive extraterritorial experiences for 

the legislation of Urumqi which bans clothing that conceals the face in the public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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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10日，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届 

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1次会议通过《乌 

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 蒙面罩袍 的规定 》 

(下称《规定》)。该《规定 》在获得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 2015年 2月 1日正 

式施行。《规定》第 1条明确了立法理由，即“为 

维护社会稳定，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保障各 

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传承中华文化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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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传统”。《规定》第 2条规定：“本市公共场所 

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在公共场所穿戴其他宣扬 

宗教极端思想的服饰，佩戴或者使用徽章、器 

物、纪念品和标识、标志的，适用本规定。”为此， 

该《规定》还界定 了公共场所 的范 围、公共 场所 

的经营及管理单位的责任以及违反该《规定》的 

法律责任。 

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 面罩袍，涉及 

对个人表达宗教信仰 自由的限制，因而需要从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也正是 

因为如此，该《规定》出台后，总体上社会评价是 

正面的，但是也不乏一些人基于人权、法理等角 

度的不同意见。本文拟对这一《规定》背后的法 

律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对之做出一些评论 。 

一

、表 明宗教信仰的 自由须受到立法基于 

正当理 由的限制 

宗教信仰 自由是一项得到各国立法和国际 

人权公约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宗教信仰 自由 

包括内部 自由和外部 自由。内部 自由，即“维 

持、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外部 自由，即内心 

的宗教信仰的外化表现行为，即“表达宗教信仰 

的自由”。信仰某种宗教的人可以根据宗教教 

义的要求～一 在许多情况下 ，可 能不是基 于宗 

教教义 的要求，而是 基 于信 徒 对教 义 的理 

解——通过服饰(如蒙面罩袍)、仪式(礼拜)等 

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信仰。例如，《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条第 1款规定：“人人有 

权享受思想、良心 和宗教 自由。此项权 利包括 

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 

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 

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我国宪法 

第 36条也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权利 

范围来讲 ，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也必然包括表明宗教信仰的 自由。 

一 般而言，维持或改变宗教信仰的 自由不 

会妨碍他人权利的行使，所以是一项不受任何 

限制的绝对权利。表达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使具 

有行为或效果上的及他性，有可能与其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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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或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因此，需要立法对之 

进行规制。例如，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 18条第 3款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 

障公共安全 、秩序、卫生或道德 、或他人 的基 本 

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我国宪法第 36条 

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 

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 

动”。可见，表明个人宗教信仰 自由的行为，如 

穿戴罩袍等，是可以并应该受到法律限制的。 

当然，这种限制必须根据法律进行，并基于正当 

理由。 

是否应该禁止公民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 

袍，许多国家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各国致力于 

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和打击恐怖犯罪之间 

寻找法律平衡。在欧洲，仅有比利时和法国通 

过了禁止穿戴任何完全或实质上遮住脸部的法 

律，其他一些国家 目前正处于社会讨论之中。 

在意大利 ，虽然相关立法没有通过 ，但是有关讨 

论从未停止；瑞士联邦议会虽然在 2012年拒绝 

了相关立法议案，但是瑞士 Ticino州却在 2013 

年 9月 23日对类似立法进行了表决；荷兰经过 

激烈讨论 ，最终反对通过一般性立法来禁止穿 

戴蒙面罩袍_1]。 

立法可以基于何种理由来禁止在公共场所 

穿戴蒙面罩袍?在现实中，遮住脸部的罩袍，容 

易被犯罪分子，特别是恐怖分子所利用，大大增 

加了对犯罪分子识别的难度。因此，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是禁止在公共场 

所佩戴蒙面罩袍 的主要立法理 由，这也是欧洲 

上述国家所讨论的重点。不仅如此，我们还能 

够从国际人权公约 、地 区性人权公约和一些 国 

家立法找到相关支撑。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 18条第 3款，国家可基于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健康)或道德、其 

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理由来限制个人的表 

明宗教信仰 自由；《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也承 

认，个人表明宗教信仰 自由可受到为保护公共 

安全、公共秩序、健康、道德或其他人的权利和 



2017年第 l期 毛俊响：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法理思考 

自由所必需的限制；《美洲人权公约》第 12条也 

有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近乎一致的规定。 

尽管宗教 自由受到了谨慎的保障，但是基 

于宗教信仰而任意所为仍然不是、也不可能是 

绝对的权利。在一些主要国家，表达宗教信仰 

的 自由，需受到立法基于公共利益或其他个人 

利益 的限制 。 

中国宪法第 3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 

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宗教不能被用 

于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行为。尤其是当法律 

旨在增强和提高社会安全、道德、卫生和一般社 

会福利时，宗教不能用于证明拒不遵守法律行 

为的正 当性。任何人无权拒绝 “从 军”、拒绝纳 

税，不得实行一夫多妻制，更不得以宗教名义侵 

犯他人的权利等E 。但是，在涉及限制宗教活 

动时，美国最高法院将对相关的法律进行审查。 

只有那些最高利益和没有其他含义的利益，才 

能超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要求_2]。 

德国基本法在一些限制条款中明确了限制 

权利的合理性依据，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例如，第 2条规定个人 自由发展个性不得损害 

他人的利益、触犯宪法制度或道德法律；第 5条 

规定，表达自由不得侵犯青年和个人荣誉的权 

利 ；第 9条规定 ，结社 的目的和活动不得与国家 

刑法相抵触、不得违反宪法或国民间协商精神； 

第 11条规定 ，基于防止无充裕的生活基础和给 

社会增加特殊的负担、保护青少年不受遗弃、同 

流行病做斗争 和防止犯罪活动 的 目的，可 以限 

制迁徙权；第 13条规定，为防止公共利益受到 

危害或危及个人生命 ，以及紧急防止危害公共 

秩序和治安、解决住宅缺乏问题、同流行病作斗 

争和保护青少年免受危害，可以限制住宅不受 

侵犯权；第 14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财产可予 

征收。在列举合理性方面，不同的条款所采用 

的方式不 同。有的采用具体的方法，如第 l1 

条；有的采用概括的方式，如第 14条。德国基 

本法第 l8条规定：“如任何人滥用 自由表达的 

权利，特别是出版 自由、教育自由、集会 自由、结 

社 自由、通信 、邮政 、电讯秘密权 、财产权和避难 

权 ，此种滥用法定权利与 自由、民主的基本法令 

相抵触，即丧失上述各种基本权利。联邦宪法 

法院将宣布剥夺此类权利，并确定剥夺 的范 

围。”因此，德国基本法以明确的规定强调限制 

合理 目的，旨在协调公共 利益 与个人权利 以及 

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关 系。宪法一方 

面维护人 民基本权利 ，另一方 面又必须兼顾公 

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规定权利限制的合理性具 

有双向功能，既明确可以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 

情形，又限定可以限制的范围。 

日本宪法主要对公 民权利施加基于公共福 

利的限制。例如第 12条规定：“受本宪法保障 

的国民的自由与权利，国民必须以不断的努力 

保持之。又，国民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 

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福利的责任。”第 13 

条规定 ：“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 。对 

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 

违反公共福利 ，在立法及其他 国政上都必须 受 

到最大的尊重。”第 22条第 2款规定：“在不违 

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移以 

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第 29条第 2款规定：“财 

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 

之。”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最高法院常常运用公 

共福利原则对所涉案件中的权利限制措施进行 

合宪性判决。在僧侣以焚香祈祷的方式为他人 

治病致人死亡的加持祈祷案中，日本最高法院 

认为，日本宪法第 20条规定保障任何人的宗教 

信仰 自由，这是基本权利 中最为重要 的一项权 

利。但是 ，该 自由并非是绝对不受限制 的，从公 

共福利的角度看，它是受制约的。即便是为了 

精神异常者的疾病康复而实施作为宗教活动的 

焚香祈祷行为，也是对他人生命和身体施加有 

形力量、违法 的行为。由此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就已经超 出了 日本宪法第 20条第 1款 (宗教 自 

由)所规定的宗教信仰 自由所保障的界限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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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 1条就规定了 

权利的一般限制：“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障 

在宪章上开列 的权利与 自由，只服从在 自由民 

主社会 中能够确凿证明正当的并且 由法律规定 

的合理限制。”因此，从上述条款的语义来讲，表 

达宗教信仰 自由的权利也需受到“正当的并且 

由法律规定 的合理限制”。在 1986年 Regina 

v．Oakes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创设了衡量是 

否符合必要性的一套原则，即“奥克斯标准” 

(Oakes Test)。根据这套原则 ，法 院在应用加 

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 1条时，需要考虑两方 

面的问题。第一是研究有关法律对于有关权利 

作出限制，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这种 目 

标是否是一个可以支持对有关权利作出限制的 

目标?是否涉及迫切和重大的问题?第二是考 

虑有关法律所采用的用以实现上述 目标的手段 

和方法，是否与上述目标相称，即为了实现立法 

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成 比例的[4]。“奥克 

斯检验”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案件中获 

得广泛的应用，被看作是一个适用加拿大 自由 

和权利宪章第 1条限制和保障条款的经典公式 

或箴规l_5]。 

二、禁止在公共场所 穿戴 蒙面罩袍立法理 

由——S．A．S．v France案评析 

一 般而言，民主社会中禁止在公共场所穿 

戴蒙面罩袍多是基于公共秩序的考虑。例如， 

2010年法国基于公共秩序等多种理由的考虑， 

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身穿蒙面罩袍，同样禁止 

的还有 比利时和突尼斯 。2015年 12月 17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领导人在尼 日利亚首 

都阿布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在整个西非地区 

禁止穿着覆盖全身的蒙面罩袍。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卡德雷 ·德西雷 ·韦德拉奥 

果表示，此举是为了防范在该地区发生越来越 

多的恐怖主义袭击。他表示，要求各成员国对 

“无法鉴别身份的服装予以禁止”，但他也强调 

各国可根据本 国情况和文化习俗制定各 自规 

定。西非地区这一做法的背景是，以“博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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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首的恐怖 主义组织在西方一些地 区频繁 

唆使身穿罩袍的妇女发动 自杀式爆炸袭击。 

2015年 6月乍得首都恩贾梅 纳遭受 严重恐怖 

袭击，乍得已于当月禁止身穿蒙面罩袍；尼 日 

尔、喀麦隆也于 2015年 7月开始禁止E 。我 国 

乌鲁木齐市也在《规定》第 1条中明确将“维护 

社会稳定，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保障各族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为立法理由。 

但是，在实践中，这一立法禁令还可能涉及 

其他需要保护的利益，如公共道德、公共健康或 

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需要保护的理由也可 

能构成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立法理 

由。在这方面，最具有争议的是，在公共场所穿 

戴蒙面罩袍如何影响他人 的权利和 自由。对 

此 ，欧洲人权法 院在 S．A．S．v France案 中的 

判决做出了回答。 

201O年 10月 11日，法 国通 过第 2010— 

1192号法律并于 2011年 4月 11日生效 。该立 

法禁止个人在公共场合佩戴遮住 面部的服饰 。 

上述规定 的例外情况是 ，基本立法或次级立法 

规定或授权的穿着服饰；因健康或职业原因而 

要求的穿着；在体育、节 日或传统事件中的穿 

着。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该法律规定了罚款 

等处罚措施，对于强迫他人佩戴面纱的行为，可 

处 以监禁和罚款 。 

申诉人为法国公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信徒，她根据教义的要求、文化和个人的信仰 自 

愿穿戴罩袍(Burqa)和面纱(Niqab)。罩袍是一 

种覆盖全身并罩住面部的服饰，面纱则遮住面 

部 ，仅露 出眼睛。申诉人认为第 2010—1I92号 

法律导致其佩戴面纱的权利，也即是表明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在历经国内法院诉 

讼后，申诉人向欧洲人权公约提起申诉，指控法 

国侵犯了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所享有 

的宗教信仰 自由。 

法国政府认为 ，立法基于以下两个理 由：第 

一

，保护公共安全需要对个人身份进行识别 ；第 

二，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确保开放和民主 

社会中最低价值的尊重。如面部交流对于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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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最低要求的必要性；保护妇女的平 

等地位等。在提交给法国国民议会时，该法律 

草案曾被附加 了一项解释 ，其主要内容是 ：佩戴 

蒙面服饰是拒绝共和 国价值 的表现 ，与共 同生 

活的价值不符；它不仅涉及受此方式约束的人 

的个人尊严 ，而且 还涉及与之在 同一场合 的他 

人 的尊严 ；仅仅要求女性佩戴蒙面服饰 ，违背人 

性尊严和男女平等原则。 

申诉人认为 ，该项法律规定并 没有考虑到 

少数人的文化现实，同时也没有考虑到除面部 

交流之外还有其他交流方式。申诉人还认为， 

妇女蒙面并不意味着违反男女平等，在 自愿佩 

戴的情况下这反而是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妇女 

满足 自我意识 的表现 。申诉人 还认为 ，自由社 

会意味着广泛的信仰、品味、追求、习俗和行为 

模式选择。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并施加处 

罚，有阻止妇女进入社会的风险。对于禁令的 

必要性，申诉人认为，即使该措施具有合法 目 

的，它也没有符合“必须以最少限制的措施进 

行”的条件。如果为 了保护公共安全，在高风险 

的公共 场合 实施 安检措 施 即可。至于人性 尊 

严，必须要考虑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不支持佩 

戴面纱的公众和面临要么违法受到制裁要么呆 

在家里的妇女，相比而言，后者的权利更容易受 

到影响 。 

欧洲人权法院重点从公共安全和保护他人 

的权利和自由两个方面考察了禁令的合理性。 

法院认为，从立法的历史背景来看，确实是基于 

《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所强调的“公共安全”的 

目的来制定法律。至于第二个理 由，法院着重 

考虑“维 持社会生 活 的最 低要求 ”“人性尊严 ” 

“男女平等”是否可归人法 国政府所声称 的也为 

《欧洲人权公约 》所承认 的“保 护其他人的权利 

和自由”的范畴。 

对于法国政府以“男女平等”作为限制的理 

由，欧洲人权公约不予认可。法院认为，缔约国 

可以以性别平等的名义限制强迫佩戴面纱的行 

为 ，但不能 以此为 理 由限制 自愿佩 戴 的行 为。 

与此同时，法院也没有采信法国政府有关保护 

人性尊严的说法。法院认为，无论尊重人性尊 

严多么重要，它都不能使得禁止在公共场合遮 

住面部的做法合法化。尽管许多人遮住面部的 

行为被视为非 常奇怪 ，它也是有助于民主社会 

固有的多元化的文化身份 的表达 。此外 ，法 院 

认为 ，也不能认为妇女佩戴面纱就意味着抵制 

他们所遇见 的人或冒犯别人 的尊严。 

但是，法院却认为，法国所主张的“尊重社 

会中最低生活要求”，或者说“共同生活”，可与 

“保护他人 的权利和自由”联系起来。法院认 

为，面部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主要作用。开放 

的人际关系是根据普遍共识而形成 的社会生活 

中不可缺失的元素。处于公共场合的个人不希 

望看到对开放的人际关系表示根本质疑的行为 

或态度。通过蒙面造成的壁垒是对人们生活在 

使共同生活更加容易的社会化场合的权利的 

违反 。 

当然，鉴于“共同生活”概念的不确定性，欧 

洲人权法院认为需要从必要性角度分析限制措 

施，以审查法国政府是否滥用这一合理 目的。 

法院认为，在民主生活中，多元宗教信仰共存的 

情况下 ，需要对个人表达宗教信仰 自由的行为 

做出限制，在保护各种团体的利益和确保每个 

人的信仰受到尊重之间取得平衡。国家在其中 

的作用是持有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确保各 

种相互对立的团体相互容忍，而非否定多元化 

来消除宗教信仰对峙的根源。多元化、容忍和 

宽容是民主生活的标志。虽然个体权利有时候 

服从于团体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团体利益总 

是处于优势地位。应公平对待少数者并避免任 

何多数者优势地位的滥用。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于缔约国保障人权 

而言 ，《欧洲人权公约》的机制只处于辅助地位 。 

国家当局具有直接的民主合法性，在评估如何 

平衡相互冲突利益方面比欧洲人权法院具有更 

为优势的地位。国内政策制定者在判断国内形 

势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内当局 

在决定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限制个 

人表明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性方面具有自由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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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余地，特别是在规范穿着带有宗教符号服饰 

方面，各国所采用方式具有多样性时，更是如 

此。法院认为 ，在这一领域的规范因国而异、因 

时而异，它取决于各国传统以及保护公共安全 

和他人的权利和 自由的要求。因此 ，限制程度 

和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国内背景的考虑。 

欧洲人法院承认，在法国佩戴面纱的妇女 

数量很少，而且 2010—1192号法律所规定的制 

裁措施也对因宗教信仰而佩戴面纱的妇女带来 

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禁止佩戴面纱也会给 

社会多元化带来限制。但是，法院认为，在整个 

欧洲范围内禁止佩戴面纱的做法具有很大争 

议。欧洲范围内不存在反对上述禁令的普遍共 

识。从严格规范的立场来看，除了比利时之外， 

法国是少数颁布禁令的国家之一。不能就此决 

定颁布禁令是否合适或不合适。因此，在不能 

存在普遍共识的领域，缔约国拥有较大的自由 

裁量余地。法院认为 2010—1192号法律在追 

求维护“共同生活”的条件方面符合比例要求。 

因此，法院认为不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的情形 。 

欧洲人权法 院在本 案中所做判决 ，具有三 

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它通过确立“共同生 

活的权利”这一概念，将《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 

第 2款中作为限制表明个人宗教信仰 自由的理 

由——“保护他人权利和 自由”具体化。特别 

是，该判决肯定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即在公共场 

所穿戴罩袍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实质上 

阻断了人际关系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公共场所 

中他人 的“共 同生 活”的权利 ，从而进入应该受 

到法律规制的公共范畴。第二，法院承认国家 

在判断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合理性方面具有 自由 

判断余地，因为它需要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加 

以判断。第三，鉴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传 

统，这一判决势必将对其后类似判决起到先例 

的作用，对 目前正在观望中的荷兰、西班牙、意 

大利、瑞士等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决也会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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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规定》的评价与反思 

对限制表达宗教信仰 自由的法理考察和欧 

洲人权法院 S．A．S．v France案判决 的分析表 

明，禁止在公众 场所穿戴蒙 面罩袍可 以基 于多 

种理 由，包 括公共 安全 和他人 的权利 和 自由。 

特别是，对于为何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能够 

构成禁止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限制理由， 

欧洲人权法院在 S．A．S．v France案做 了比较 

明确的分析。由于这一判例出现在区域人权保 

障水平最高的欧洲，加上案件当事一方是近代 

人权观念发源地之一的法国，S．A．S．v France 

案判决的法理以及法国的第 2010—1192号立 

法为分析《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 

罩袍的规定》的正当性提供了很好的域外借鉴。 

总体上，我们认为乌鲁木齐市禁止在公共 

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立法有我国宪法上的法律 

依据，符合国际人权公约所确定的一般原理，也 

有其他国家相关立法所确定的先例。第一，制 

定《规定》，确立了禁止措施的法律依据，明确了 

禁止范围，即“本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 

袍”和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其他宣扬宗教极端 

思想的服饰、佩戴或者使用徽章、器物、纪念品 

和标识、标志”。第二，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禁 

止措施的合法理由，即“维护社会稳定，遏制宗 

教极端思想渗透，保障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传承中华文化和优良传统”。当然，如何 

理解“传承中华文化和优良传统”与禁止穿戴蒙 

面罩袍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出进一 

步解释和宣传 。第三 ，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 

的方式界定“公共场所”，即“机关、团体、事业单 

位的办公场所；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公共交通工 

具、交通站点；学校、医院、幼儿园；街道、道路及 

社区公共区域、休闲娱乐等场所；人民政府确定 

的其他场所”。鉴于该《规定》具有 限制公 民基 

本权利的属性，“公共场所”解释范围影响个人 

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的行使范围。因此，“人民政 

府确定的其他场所”这一规定的解释和实际运 

用 ，需要综合考虑维护公共秩序 、打击犯罪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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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个人基本权利等因素。 

当然，借鉴法国相关立法，我们发现《规定》 

还有进一步改进 的空 间。第一 ，《规定》还可 以 

增加一项立法理由，即保护他人的权利和 自由。 

在正常社会交往中，穿戴蒙面罩袍与尊重个人 

的尊严相关，涉及与之在同一场合的人的尊严， 

特别是他人正常社会交往的权利。这一理由与 

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之间的逻辑关联 已经 

被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所解释，我们可以在立 

法中加以借鉴与吸收。第二，《规定》应区分穿 

戴蒙面罩袍的不同情形和性质，并加以区别对 

待。穿戴蒙面罩袍既可能基于个人 自愿，也可 

能是受到外来势力的强迫。如果个人因受到宗 

教极端势力的强迫而穿戴蒙面罩袍，这不属于 

宗教信仰的范畴；相反，它涉及对个人人身安全 

和自由以及个人 自主权的干涉和侵犯，在实践 

中往往涉及违反治安管理秩序或刑事犯罪行 

为，需要立法从行政或刑事等角度予以制裁。 

如果个人因为极端宗教主义信仰的影响而自愿 

穿戴蒙面罩袍，则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应该从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角度，基于保护公共安全、 

他人的权利等合理理由进行限制，采取教育、劝 

说等软性手段或必要的行政措施进行干预。由 

于两者的行为限制和范畴不同，立法对此的规 

制力度和手段也不应该基于同一模式或处于同 

一 程度。目前，《规定》对自愿穿戴和被强迫穿 

戴的行为不加区分，虽然带来管理上的便利，却 

因“伤及无辜”而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缺陷。因 

此，《规定》应该明确区分 自愿和被强迫穿戴蒙 

面罩袍的行为，并加重对强迫他人穿戴蒙面罩 

袍的行为的行政和刑事制裁力度，有针对性地 

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顽固势力。第三，即使是 

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 ，禁止在公共场所穿 

戴蒙面罩袍也应该顾及一些例外。例如，法国 

第 2010～1192号立法就规定如下例外 ：基本立 

法或次级立法规定或授权的穿着服饰；因健康 

或职业原因而要求的穿着；在体育、节 日或传统 

事件中的穿着。应该说，这些例外属于合理范 

围，建议相关立法机关结合 自身情况加以规定。 

坚持立法的一般性禁止和例外相结合，可以防 

止“一刀切”式立法带来的执法难题，有效消除 

立法对特定群体、特定职业、特定文化传统的负 

面影响，夯实《规定》的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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