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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族群问题

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原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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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由于法国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第二代移民又缺少在

法国社会中向上晋升的渠道，使他们在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实际上处于与主体社会
“ 断裂” 的状态。 而这种“ 断裂” 状态又为伊斯兰思想在移民社区的传播和移民穆斯林
身份认同的固化提供了机会。 但在本土法国人看来，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对法
国“ 共同文化” 构成威胁，对威胁的感知也催生出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
面对歧视，法国穆斯林群体对自身的边缘处境强烈不满，并使少数人走上恐怖主义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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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法国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共造成至少 １３２
人死亡。 人们在谴责恐怖主义袭击的同时，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又是法国？ 法国穆斯
林移民问题由来已久，骚乱、示威游行、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总是能够占据新闻的头条，
而事件的参与者又都是那些生在法国，长在法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来自北非马格里布
的二代、三代移民。 虽然不可否认，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产生也具有某种文化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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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冲突的特征，但文化和文明上的冲突仅是表象，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不断发酵还
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成因。

一、 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 断裂”
由于法律禁止按照民族或是宗教信仰统计人口，即使是法国政府，也不能掌握国
内穆斯林人口的准确数字，而不同机构做出的估测也有很大差异。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皮

尤（ Ｐｅｗ） 中心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２０１０ 年，法国穆斯林人口总数达 ４７０ 万

人，占到法国总人口的 ７．５％。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２０１５ 年穆斯林人口在法国总
人口中占比介于 ７％ ～ ９％之间，总量介于 ４６７ ～ ５９９ 万之间。② 历史上，法国穆斯林曾

专指忠于法国的穆斯林士兵及其后裔。③ 现在则主要是指定居法国的马格里布移民
及其后裔。 由于法国“ 第一代” 穆斯林主要是以二战后迁徙到法国，教育水平低且缺

乏技术的马格里布劳工为主，而二代移民又大都子承父业，④较低的劳动技能和经济
条件决定法国穆斯林在多个领域与主体社会处于“ 断裂” 状态。 在社会学家看来，这
种“ 断裂” 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资源的“ 被剥夺” 。⑤
（ 一） 住房领域

法国穆斯林在住房领域与主体社会形成“ 断裂” 与法国住房制度改革关系密切。
二战结束后，法国遭遇到住房危机。 为解决国民住房问题，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法
国开始大力兴建由政府提供补贴、 私人部门进行投资的低租金住房 （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ｅｒ Ｍｏｄéｒé） 。 随后，一大批全新的、独立的、功能单一的“ 大型社会住宅区” （ 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 出现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郊区。 不过，以劳工身份来到法国的第
一代穆斯林移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些得到政府补助的低租金住房。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①

Ｐｅｗ⁃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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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ＣＩ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③

Ｏｌｉｖｅｒ Ｒｏｙ，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ｈｅｔｔｏ？ ，” ｉ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ｅｄ．，

④

Ａ． Ｇ．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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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ｌｖｅｒ， Ｈｉｌａｒ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Ｉ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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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法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家庭团聚成为马格里布移民进入法国的主要形式之
后，出于解决穆斯林移民家庭团聚的需求，法国政府才开始为穆斯林移民移居低租金
住宅提供资金补贴。
第一代法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是以赴法男性劳工和以家庭团聚为由迁居到法国的
妇女儿童为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完全融入法国社会。 大批穆斯林移民在
政府支持下搬入低租金住房后，给入住社区早已形成的居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 当
时，法国政府也开始放松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借助自由市场拉动房地产产业的
发展，政府开始通过提供个人住房补助，帮助国民改善居住条件，对于有一定经济实
力的家庭，则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购买房屋。①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面对穆斯
林移民的侵入，法国白人和中产阶级开始大批搬离低租金住宅。 如按居民的国籍进
行划分，到 １９９０ 年，仅有 １３．７％的传统法国家庭居住在低租金住房中，而居住在低租

金住房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裔家庭占比高达 ４３．４％和 ４４．３％。②

法国在政府控制的房产中施行严格的配额制度，也就是在低租金住房社区中维
持法国家庭和外国家庭的合理比例。 当大量白人搬出低租金住房后，地方政府为抑
制法国家庭在特定低租金租房社区所占比例的下降，往往会把已获得法国国籍的穆
斯林家庭分配到穆斯林移民聚居的社区。 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上述家庭无法选择，只
能接受政府的安排。③ 这也就造成法国穆斯林居所高度集中于特定社区，形成一个
个与法国主体社会“ 断裂“ 的穆斯林飞地，而失业、贫困问题又导致这些穆斯林飞地
的犯罪率明显高于法国其他地区。 很多穆斯林较为集中的社区被列为“ 城市敏感
区” （ Ｚｏｎｅｓ Ｕｒｂａｉｎｅ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ｓ） ，成为被法国警察视为“ 不可进入” 的区域。④
（ 二） 教育领域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法国白人与穆斯林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也存在巨大差
异，法国穆斯林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本土法国人。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在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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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Ａ． Ｇ．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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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ｍａｎ， Ｒａｃ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ｖｅｂｕｒｙ，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２６
－１５７．

· ７１·

穆斯林族群问题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前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法国从 １９６３ 年开始施行严格的学校分区制度，其主要措施

包括：法国教育部门根据学校的不同层次和招生能力编制学校分区图（ Ｌａ Ｃａｒｔｅ Ｓｃｏ⁃

ｌａｉｒｅ） ，划定每个学校招生的地理范围。 在学校分区制度下，每所学校要严格按照分
区图进行招生，细致程度可详细到具体的门牌号，尽管教育部门每年也会对学校的招
生范围进行微调，但每所学校招生的地理范围却基本固定。① 由于法国穆斯林在住
房领域与法国主体社会形成“ 断裂” ，法国实施的这种严格按地理区域进行招生的教
育政策实际上也促成了法国穆斯林在教育领域与主体社会的“ 断裂” 。

由于本土法国人往往对穆斯林相对集中的社区“ 避而远之” ，优质教师资源很难

流入这些社区。 在这些穆斯林聚居社区任教的都是最缺乏经验的老师，他们往往在
获得足够的课时以后就迁往更好的地区执教。② 正是因为无法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
到与本土法国人同等的教育条件，法国穆斯林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本
土法国人。 在法国，很多穆斯林青年往往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直接进入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像很多本土法国人那样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
法国摩洛哥裔著名作家塔哈尔·本·杰伦曾经指出，移民子女考入大学的比例仅为
４％，而与之对应的欧洲裔法国家庭子女考入大学的比例高达 ２５％。③
此外，因为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法国穆斯林移民也被排斥于权力的大门之
外。 在法国教育系统中，“ 大学校” （ Ｇｒａｎｄｅｓ éｃｏｌｅｓ） 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 这些学
校是法国上层社会补充新鲜血液的地方。” ④ 在法国，很多杰出的政治学家都是出自
这些大学校。 “ 大学校” 招生制度与法国公立大学不同，“ 大学校” 招收的学生绝大部
分是来自预科学校（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的优秀毕业生，而预科学校又主要是在比较

富裕的社区学校中招生。 因此，在法国的教育制度下，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很难有
机会攀上进入社会上层的阶梯。
（ 三） 就业领域
在就业领域，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 断裂”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群
①

王晓辉、刘育光：《 法国民族政策与教育平等》 ，载《 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８－７３ 页。

②

Ｃｒａｉｇ Ｓ． Ｓｍｉｔｈ，“ Ｅｌｉｔ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③

“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ｕｒ，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Ｆｒａ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Ｉｔ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ｂ⁃

④

Ｃｒａｉｇ Ｓ． Ｓｍｉｔｈ，“ Ｅｌｉｔ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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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集中于工资收入低、技术含量低的就业市场；二是低劳动参与率和高失业率致使大
量穆斯林劳动力退出就业市场。 首先，在就业市场上，法国穆斯林集中于待遇低、技
术含量低的就业岗位。 法国第一代移民主要是以外籍劳工的身份移居到法国，他们
所从事的都是本土法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资相对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体力劳动，
如搬运工、泥水匠、清洁工、采矿工等。① 由于在教育方面不能享有与本土法国人同
等的教育条件，许多法国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依然大量集中于就业市场的最底层。
２０１２ 年，法 国 就 业 人 口 中 移 民 占 比 最 高 的 几 个 就 业 部 门 分 别 是 酒 店 服 务 业
（１７．５％） 、保安和保洁等运营服务业（１６．５％） 、建筑业（１５．７％） 、家政服务业（１５．２％）

和房地产业（１３．０％） 。②虽然这一数据没有区分穆斯林移民和非穆斯林移民，但由于
欧洲移民在法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布与本土法国人相近，这些数据更多反映了法国
穆斯林移民的就业状况。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上，法国穆斯林还因妇女低劳动参与率和青年高失业率与法
国社会形成“ 断裂” 。 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方面，由于第一代穆斯林并没有被冲破原
有文化和生活传统，这些移民家庭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家庭分工，男性承担着养
家糊口的责任，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务。 受这一传统观念影响，法国穆斯林女性（１５ ～

６４ 岁） 的劳动参与率极低。 一份调研报告显示，１９９０ 年，法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为

５９．８％，而同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移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仅为 ３４．１％ 和 ２９．６％。③
极低的劳动参与率则意味着大量穆斯林妇女实际上处于与主体社会“ 断裂” 的状态。
最后，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 断裂” 还表现在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方面。 由于
法国严禁按宗教信仰统计经济数据，想要得出法国穆斯林青年准确的失业率十分困
难，但研究表明，法国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同龄人。 有资料显示，２０１５ 年法
国的失业率将近 １０％，２５ 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接近 ２２％，在移民聚居的郊区，年轻人

的失业率超过 ４０％。④ 极高的失业率意味着大量法国穆斯林青年被迫退出劳动力市
场，处于与主体社会“ 断裂” 的状态。
①

郁景祖：《 马格里布人在法国》 ，载《 阿拉伯世界》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第 ９１ 页。

②

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ｓ ｅｔｕｄｅｓ ｅｔ ｄｅ ｌ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ｍｐｌｏｉ ｅｔ ｌｅｓ Ｍｅｔｉｅｒｓ ｄ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ｅｓ Ｉｎ⁃

③

Ａ． Ｇ．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ＵＳ： Ｒｏｕｔ⁃

④

欧光明：《 国际视野下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思考》 ，载《 民族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６ 页。

ｆｏ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ｐ． ２．
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ｐ．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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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斯兰思想的渗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
虽然法国倡导统一的法兰西文化，但由于法国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
与主体社会存在“ 断裂” ，法兰西文化很难渗透进穆斯林社区，而思想上的精神空虚，
也为伊斯兰思想进入法国穆斯林社区、固化其穆斯林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 在伊斯
兰思想向穆斯林社区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伊斯兰极端思想。
（ 一） “ 舶来” 的清真寺与伊斯兰思想的渗入
法国在 １９０５ 年通过了《 世俗法》 （ ｌａ Ｌｏｉ ｄｅ ｓé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ｇｌｉｓｅ ｅｔ ｄｅ ｌＥｔａｔ，又称

“１９０５ 年法” ） ，从此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 世俗法》 施行以后，法国政府不再拨
出用于宗教崇拜的财政支出。 而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巧妙地利
用法国“ 政教分离” 制度，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通过伊斯兰教来扩大他们在法国穆
斯林社区中的影响和威望。① 在这些产油国的支持下，“ 一座又一座拥有大圆顶、宣
礼塔的清真寺开始在西欧城市兴建，形成穆斯林移民们的精神堡垒，也成为西欧城市
中的新景观” 。②
在法国，不仅清真寺是在阿拉伯产油国支持下兴建的，主持清真寺的伊玛目（ 清
真寺大教长） 也是从资金来源国“ 输入” 的。 在法国，地方穆斯林团体为建立清真寺
会从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筹集资金，并从资金来源国邀请一位伊玛目来主持清真
寺。 受邀来到法国的伊玛目通常并不了解欧洲现代文化，甚至不会讲法语，他们在法
国宣传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来自阿拉伯产油国的伊斯兰思想。③
（ 二） 法国穆斯林移民身份认同的固化
法国第一代穆斯林基本上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和家庭妇女，他们缺少知
识和技术，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即使接受过正规教育，其教育水平也十分有
限。 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特别是妇女的法语能力非常有限，语言上的缺陷构成了他们
融入主体社会的障碍。 因此，在法国穆斯林第一代移民身上，仍然保留着大量来自迁
①

Ｈａｕｔ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ｌ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ｓｅｔ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ａｕ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②

李明欢：《 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理想与困境———以西欧穆斯林移民社群为案例的分析》 ，载《 国外社

③

郭灵凤：《 欧洲穆斯林“ 头巾” 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 ，载《 欧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５ 页。

ｄ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ｓ， ｌ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１９９５， ｐ． ３７．
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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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的穆斯林认同。
法国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法语能力
抵法时间 接受教育中包含法语％ 理解法语新闻有困难％ 不会或仅会一点％
阿尔及利亚（ 男）
阿尔及利亚（ 女）
摩洛哥（ 男）
摩洛哥（ 女）
土耳其（ 男）
土耳其（ 女）

１９６４

３５

１０

１６

１９７２

３５

２６

４０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９

２５
２９
１０
０

４６
５１
６５
８５

５７
６５
８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Ａ． Ｇ．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ｐ． ７１．

虽然法国二代、三代移民很多都获得了法国国籍，并且在学校接受了法语教育，
但由于他们在住所、教育等方面与法国主体社会实际处于“ 断裂” 状态，且得到沙特、
阿尔及利亚资助的伊斯兰宗教机构又填补了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生活。 因此，穆斯林
二代在成长过程中，身上深深保留着超越法国人身份认同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皮尤
中心在 ２００６ 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国穆斯林中，４６％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

一个穆斯林，而只有 ４２％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国人。 法国基督教徒的情况

截然相反，在受访的法国基督教徒中，只有 １４％ 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

徒，而 ８３％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国人。①

法国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穆斯林认同，首先与伊斯兰教
的教育密切相关。 伊斯兰教的各种组织并不仅仅是传教机构，还承担着教育、救济、
工作技能培训、信息发布等多项重要职能。 穷人由于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
而拥抱教会，并在得到救助的过程中由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一般信徒变成虔诚甚至
狂热的教徒。② 一位土耳其移民在谈到子女教育时说道：“ 那些参加可兰经即《 古兰
经》 课程学习的孩子和不参加的孩子区别很大，因为教养（ 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包含在学习过
程中，包括对他们父亲的尊重、对客人的尊重。 人们到访时，学习了可兰经的孩子会
①

Ｔｈｅ Ｐｅｗ Ｇｏｂａｌ Ｐｏｒｊｅｃ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Ｔｏｐ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②

李向平：《 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 ，载《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６－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６，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７⁃６⁃０６．ｐｄｆ．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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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他。 但是，没学习的孩子却唧唧喳喳，惹人生厌……孩子们在学习可兰经的过程
中学到这些他们从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①
法国马格里布二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形成也与他们的失落感有关。
很多法国穆斯林二代、三代都已取得法国国籍，成为名义上的法国公民。 但这些名义
上的法国公民却在社会、经济领域与主流社会处于“ 断裂” 状态。 身份与地位之间的
落差给法国穆斯林青年带去不确定感、迷茫及疏离感。 这些接受过自由、平等的法兰
西教育理念，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要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穆斯林青年便开始在伊斯兰教
中寻求精神寄托，找寻尊重和平等。
（ 三） 伊斯兰极端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沙特、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在援助清真寺建设和穆
斯林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将瓦哈比—萨拉菲主义等伊斯兰主义思想带入法国。 例如，
“ 圣战” 萨拉菲主义等伊斯兰极端思想开始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中传播。 在这些极端

思想的影响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到 ９０ 年代初，一些在阿富汗参加过抗苏斗争的

“圣战” 分子来到法国之后，与其他为逃避本国政府打击而逃亡到欧洲的阿拉伯国家
“ 圣战” 分子一起，通过宣传、筹款和招募人员来支持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

力从事暴力活动，他们的活动也导致法国境内伊斯兰“ 圣战” 网络的形成。 法国穆斯
林二代、三代移民成长起来以后，逐渐成为这些“ 圣战” 网络的主力。 不过，法国本土
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一样，与外部的伊斯兰“ 圣战” 团
体之间并没有什么实际联系，他们几乎都是独立采取行动。②
“伊斯兰国” 组织兴起以后，由于其十分注重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体工具宣传

“ 圣战” 思想、招募人员以及策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支持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法
国一些激进“ 圣战” 分子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并逐渐成为国际“ 圣战” 运动的一部
分。 “ 伊斯兰国” 主要依托两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一是利用“ 伊斯兰国” 官方网站发

布多语言的《 大比丘》 杂志以及在网站上发布视频、图片资料进行宣传和招募活动；
二是利用推特、脸书、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社交媒体平台，根据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进行一对
多、一对一的具体指导。 在宣传技巧上，与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不同的是，“ 伊斯兰
国” 组织除通过传播斩首、杀戮平民等暴力视频和暴力照片来刺激、吸引激进分子
①
②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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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特别重视通过打温情牌的方式，例如传播打台球、吃零食、陪孩子荡秋千、给孩
子送玩具等温馨图片来唤醒西方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以及全球“ 穆斯林皆兄弟” 的
意识。① “ 伊斯兰国” 组织运用现代化媒体工具开展的宣传活动也为其在法国吸引了
众多信徒。

三、 偏见下的歧视与少数穆斯林的暴力反应
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迁出国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
黑袍、面纱这些可视化的文化符号对法兰西社会形成巨大冲击。 穆斯林人口远远超
过本土法国人的高出生率，这也让法国主体社会开始担心穆斯林会占领法国。 在
“伊斯兰威胁论” 的影响下，法国主体社会开始不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歧视
国内的穆斯林。 而接受过法兰西平等、自由理念的二代穆斯林移民，面对生活的困境
以及来自主体社会的歧视，更易于借助暴力这一简单的模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表达
自己的诉求。
（ 一） 法国社会对“ 伊斯兰威胁” 的感知
法国人对于法兰西文化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希望来自世界各处的移民都能学
会法语，接受和认可法兰西文化。 但是，法国穆斯林的行动却与法国主体社会的希望
相悖，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后，依然沿袭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不愿意与异族
通婚，穆斯林妇女穿着罩袍、戴着头巾在大街上行走，穆斯林学生要求学校为他们提
供清真食品。 此外，在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下，一座座宏伟的清真寺出现在穆斯林聚
居的社区，按人口比例计算，数量与穆斯林国家相比并不落下风。 因此，对于本土法
国人而言，他们感觉到是舶来的伊斯兰文化正在“ 侵犯” 他们无比骄傲的法兰西文
化。 在本土法国人看来，即便穆斯林移民留念故乡文化，做不到完全接受法兰西文
化，但至少也应该“ 出于对法兰西的礼貌而不在公共场合宣示自己原有的文化和宗
教信仰” 。②
由于法国穆斯林在认同上更偏重于伊斯兰属性，而非法兰西属性，很多本土法国
人也认为具有法国国籍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不是法兰西文化的继承人。 与此同
①
②

万婧：《 “ 伊斯兰国” 的宣传》 ，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６－１１０ 页。

严明：《 巴黎骚乱与“ 法国在燃烧” 》 ，载《 中国记者》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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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率进一步加重了法国社会“ 共同文化” 的危机感。 在法国，
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要远远高过非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 研究显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平均每个法国育龄妇女生育 １．２ 个孩子，而阿尔及利亚裔育龄妇女生育 ４．２ 个孩
子。① 由于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远高于本土法国人，法国社会的人口构成也在慢慢
发生变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预测，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间，法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将会从

４７０．４ 万增长至 ６８６． ０ 万， 增幅高达 ４５． ８％， 而同期法国总人口仅增加了 ６． ２％； 到
２０３０ 年，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５％上升至 １０．３％。②

由于法国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而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的情况又不好，法国主体
社会对境内穆斯林的评价也总体偏向负面，并且认为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人口是法国
社会的威胁。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２０１０ 年，５４％ 的法国人认为穆斯林不愿意融
入法国社会，６２％的法国人认为穆斯林与西方人的关系是糟糕的，４６％的法国人认为
一些宗教更具有暴力性（９０％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最具暴力性） ，６８％ 的法国人则担

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③

（ 二） “ 伊斯兰威胁” 下的社会歧视
由于本土法国人对穆斯林的评价总体偏向负面，并且将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
看作是法兰西“ 共同文化” 的威胁，与主体社会“ 断裂” 的法国穆斯林群体也就不可避
免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被攻击、被歧视的对象。 这些广泛存在的歧视在
进一步加深法国主体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穆斯林移民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在不
断“ 戳伤” 法国穆斯林的自尊。
政治歧视。 在政治方面，法国穆斯林群体往往会成为法国选举政治的牺牲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下，法国政党政治开始逐渐右倾化。
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即使是主流政党的政治精英参加选举时，也往往会将难以被法
兰西文明完全同化的穆斯林移民作为攻击对象。 例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参加竞
①

Ａ． Ｇ．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②

Ｐｅｗ⁃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ｐ． １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１ ／ ０１ ／ Ｆｕｔｕ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ｓｌｉ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ｂＰ⁃
ＤＦ⁃Ｆｅｂ１０．ｐｄｆ．
③

Ｐｅｗ⁃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Ｍｕｓｌｉｍ⁃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１ ／ ０７ ／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ｓ⁃Ｍｕｓｌｉ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ＡＬ⁃ＦＯＲ⁃ＰＲＩＮＴ⁃Ｊｕｌｙ⁃２１⁃２０１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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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时，曾向媒体表明自己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法国人会厌恶移民家庭享受法国政府提
供的社会福利、法国人不能忍受同移民居住在一起。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担任内政
部长时，为迎合选民需求，也不断发出“ 扫荡问题街区” 、“ 清除社会渣滓” 的反移民
言论。
进入 ２０１４ 年，伴随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法国接受中东难民压力的增大，高

举“ 反移民” 旗帜的法国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份举办的

法国市镇选举，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举办的欧洲议会选举，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举办的法国参议
院选举中均都取得了突破性胜利。① 法国国民阵线之所以能在 ２０１４ 年几场重要选
举中胜出，依然是凭借一以贯之的反移民言论。 例如，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市镇选举结束
后，为争取选民支持，该党领导人马丽娜·勒庞公开表示为伊斯兰学生提供没有猪肉
的餐单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价值，法国学校的餐单毋须根据宗教做出调整，也没有任何
理由让宗教渗入公共领域。
经济歧视。 法国穆斯林在经济方面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方
面。 为维护就业公平，虽然法国企业实行应聘者提交匿名简历的做法，但这一做法也
不能完全根除劳动力市场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 法国巴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曾经做
过一项实验，通过变换应聘者的申请条件，向招聘单位递交了 ２５８ 份工作申请，试验
的结果是，使用法国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法国城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
高，而使用穆斯林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移民聚居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
低。② 这项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法国穆斯林在就业领域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
文化歧视。 法国穆斯林遭受的文化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右倾媒体对伊斯兰文
化、穆斯林群体的攻击上。 在法国，除少数几家媒体是国营机构外，占据主体地位的
都是私人媒体机构。 法国的私人媒体除追求商业利润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随着法国政治的整体右倾化，右派媒体在法国社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媒体
在报道法国移民问题时，往往会带有反移民、反伊斯兰的色彩。 在法国，最具影响力
的右派媒体当属《 费加罗报》 ，该报虽然也承认法国穆斯林受到失业、贫困等问题的
困扰，但在解释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为时，却会将问题归咎于宗教、种族等因素。 此
外，该报也时常会报道法国穆斯林社区犯罪问题、穆斯林移民一夫多妻、穆斯林家庭
①
②

宋全成：《 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 ，载《 德国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５３ 页。

安替：《 法国骚乱：９３ 省的问题》 ，载《 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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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婚以及反对年轻女性与非穆斯林通婚等问题。 该报很多署名社评的反移民倾向更
为严重，这些文章甚至会直接指责法国政府对穆斯林移民的姑息和纵容是造成法国
穆斯林移民问题的“ 罪魁” 。① 此外，法国社会还活跃着诸如《 沙尔利周刊》 这样的极
右派媒体，与《 费加罗报》 等右派主流媒体相比，这些媒体对伊斯兰文化、法国穆斯林
群体的嘲讽和批评极为直接。
（ 三） 法国穆斯林对歧视的感知与暴力反应
对于来自主体社会的种种歧视，法国穆斯林群体也是能够感知到的。 欧盟基本
权利机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在受访的法国穆斯林青年中，４６％ 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文化背景遭受歧视，
３１％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宗教信仰遭受歧视，２６％ 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肤色遭

受歧视。 此外，近 ４０％ 受访穆斯林青年表示自己遭受过以踢打或掌掴形式的暴力，

１４％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被武器所伤。 对于遭受上述暴力的原因，超过 ３５％ 的受访
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近 ３５％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２５％的

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肤色。② 以上调研结果表明，法国穆斯林已经明显感受到
来自法国主体社会的歧视，并且明确知道自己遭受歧视主要是源于自身的穆斯林和
移民身份。
在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群体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中的下层群体则完全被社会
边缘化。 由于缺少政治、媒体等渠道表达自身诉求，穆斯林群体无力改变法国社会针
对他们的指责与攻击。 当他们遭受到歧视时，只能如同社会中的其他弱势群体那样，
通过过激的暴力行为表达自己诉求。 细数法国经历的影响较大的穆斯林群体性事件
和恐怖袭击事件，大多与穆斯林群体对歧视的回应直接相关。 在法国，穆斯林移民因
为肤色受到法国警察的格外“ 关注” 已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而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 １１ 月的法

国骚乱恰恰是因三名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盘问躲避在变电站意外死亡而起。 ２００４

年，法国通过“ 头巾法案” 引发大规模穆斯林游行示威运动，其背后缘由则是因为穆
斯林移民感到自身文化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沙尔利周刊》 遇袭事
件，也是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侮辱所引发。
①
②

严明：《 巴黎骚乱与“ 法国在燃烧” 》 ，载《 中国记者》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２ 页。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ｕｓｌｉｍ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Ｊｕｌｙ ６，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７⁃６⁃０６．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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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特别是“ 伊斯兰国” 组织在法国开展的宣传与
招募活动也将法国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中的“ 圣战” 分子与国际“ 圣战” 运动联系起
来，这些在法国出生、在法国长大的“ 圣战” 分子开始具备国际视野，他们对歧视的回
应也超越了周边社区和法国本土。 在这些年轻的法国“ 圣战” 分子看来，他们自己已
经成为全球“ 圣战” 运动的一部分，当伊斯兰教遭到侮辱，其他穆斯林国家遭受攻击
的时候，他们也应当以正当的方式进行回击。① 而恰恰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出于
捍卫伊斯兰教、穆斯林信徒尊严的需要，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年轻的“ 圣战” 分子一
样，开始加强在生活区域周边的活动，这一变化导致近几年法国频频爆发恐怖袭击
事件。②

四、 结

语

法国穆斯林问题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之后 ３０ 余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愈
演愈烈。 法国穆斯林问题的表现形式过去主要以法国穆斯林社区爆发的骚乱、穆斯
林移民发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为主。 但在近些年，在“ 伊斯兰国” 以及其他宗教
极端组织的影响下，一些在法国出生、成长的宗教极端分子频频发起的恐怖袭击事
件，已经成为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新的表现方式。 对于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不
断升温，很多人用“ 文明冲突论” 来进行解释，认为完全异质的伊斯兰文化难以融入
法兰西文化。 用文化和文明来解释族群冲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化习惯、信仰、价
值观相近的族群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 而文化迥异的族群双方，却会因为语言、宗教
以及文化背景形成断层，进而导致公开的仇恨。③
但是，在族群冲突中，文化发挥的仅仅是乘数效应，族群之间差异性越大，文化起
到的乘数效应也就越大，面对相同的问题，族群之间爆发的冲突也就越大，但文化最
终也仅是放大了原有的矛盾。 因此，仅仅从文化入手解决族群问题十分困难，族群问
题的解决还应当从更为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 如果倒推法国穆斯林问题的产
①

ＡＩＶＤ， Ｆｒｏｍ Ｄａｗａ ｔｏ Ｊｉｈａ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ＡＩＶＤ， ２００４， ｐ． ２８．
②

页。

③

汪波：《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与内在结构研究》 ，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１０１－１１８ 页。

［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社会学》 （ 第 ４ 版） ，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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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得到如下逻辑：骚乱、游行示威、恐怖主义等部分法国穆斯林采取的暴力行动
仅仅是弱势群体面对社会歧视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 但歧视穆斯林群体这一社会氛
围在法国的形成则主要与法国穆斯林群体保留有强烈的穆斯林认同，难以融入法国
社会密切相关。 继续进行推导，便可以发现，法国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强化，特别是二
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认同的形成主要源自穆斯林群体在法国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
位。 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法国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业领域与法国主体社会处
于“ 断裂” 状态，而这种“ 断裂” ，恰恰又为舶来的伊斯兰思想侵入法国穆斯林的精神
世界提供了机会。
目前，穆斯林已经成为法国第一大移民团体，其数量仍在快速增长，如果不能妥
善应对，穆斯林问题未来会给法国社会带来更大困扰，但法国不可能运用国家暴力去
解决这一问题。 时代要求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解决只能尊重客观规律，从移民问
题的形成过程中寻找应对之策。 从法国穆斯林问题发生、发展的机理来看，穆斯林与
主流社会“ 断裂” 是穆斯林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法兰西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性又
进一步加深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因此，穆斯林问题的解决首先
需要提供给穆斯林群体特别是生活在“ 城市敏感区” 的穆斯林失业青年与法国主体
社会进行“ 接触” 的机会。 如前所述，文化差异与族群矛盾呈现正相关关系，族群之
间文化差异越大，相互理解就越少，乘数效应也就越大。 “ 接触” 可以促进双方了解，
消弭误解和偏见，从而降低乘数，进而改善矛盾双方的关系。 但是，法国穆斯林问题
也不仅仅是族群冲突的问题，其带有弱势群体表达自身诉求的特征。 在法国，穆斯林
群体，特别是穆斯林失业青年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失业、贫困带来的挫折感和失败感
使他们高度敏感，当他们感知到周边社会的歧视时，往往会通过暴力行动表达不满和
诉求。 因此，只有着力提高法国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解决好法国穆斯林与
主体社会“ 断裂” 的问题，穆斯林问题才会最终找到解决的出路。
（ 责任编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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