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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牛街回族社區機能演變的分析探討
第一節 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居民權益

一、危改計畫拆遷引發的問題
研究都市回族的中國學者楊文炯在〈Jamaat地緣變遷及其文化影響〉一文
中，他引用法國的卡斯泰爾（M. Castells）提出的新城市社會學（new urban
sociology）的理論，此觀點在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一書中有加以說明，提到
「歐美社會的城市社會運動是城市居民的自發性行為，對於政府城市規劃不良的
抵抗行動，在長期的城市社會中，同一街區的居民逐步產生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關係，以及社會價值的觀念，他們將社區與自身利益和社會生活各方面聯繫
起來，因為城市更新計劃的推行，面臨搬出長期居住的社區，不僅意味著即將離
開一個熟悉的地理環境，更重要的是表示將與長期在社區中建立起來的社會關係
脫離，從而使同一社區中的居民可能超越階層、階級、種族、文化界線，組織政
治團體與政府對抗，來維護他們的共同利益。」1 這和牛街回族社區的情形類似，
由於一九九七年宣武區政府推行危改計畫的大規模拆遷效應，使得千年來形成的
寺坊結構，出現崩解的情形，回族居民不再聚居於清真寺周圍，而散居於北京各
郊區，針對此情形，牛街社區便出現了穆斯林團結起來為民族利益與政府機關反
映其民族需求的例子，將於下文的訪談資料中呈現，並進行分析。
中國最近推行的城市規劃改建計畫，不只是牛街獨有，在中國西北的蘭州市
馬路建設工程中，「拆遷辦公室」內的工作人員也有警察參與，在直接的拆遷工
程中，總有警車尾隨其後， 2 這反映了政府的強制行為與部分居民抵制現象的存
在，而回族居民傳統的寺坊制度，更使得他們不願意搬離自己長期居住的社區，
希望可以就地安置，因此這類型族群社區的拆遷難度就大於其他民族的聚居社
區。
筆者於二○○五年七月份到北京牛街作調查時，途經北京市各城區，不難發
現與二○○四年七月份看到北京的市容有了極大且快速的轉變，最明顯的就是各
地在進行的房屋改造計畫，在北京搭乘計程車時，有個司機先生在工地狹窄的馬
路上，一路罵著不必要的塞車情形，一面跟我抱怨：「你看人家外國人怎麼叫我
們來著？ CHINA，CHI-NA，拆哪！」一時之間，我還沒會過意來，他便指著窗
外一棟棟在興建中的大樓，這時才領會到中國各地的城市改造計畫是這麼如火如
荼地進行著，在中國經濟起飛之後，大面積的老舊房屋在城市建設的計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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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新建好的高樓與綠地之中，在此過程當中，許多世居的居民深受影響，有
的人摸摸鼻子，拿著家當，無奈的遵從政府與大多數人的意見而暫時搬離；有的
人則是勢死保護自己的家園，無論政府使用道德勸說、經濟補償、法律強制各種
方法，就是不願離開，這樣的居民被稱之為「釘子戶」
，絕大多數的「釘子戶」，
也就是被拆遷戶，他們都是因為在經濟補償上，不能被滿足，而出現消極抵抗或
是積極爭取的狀態。
在北京牛街危改的計畫公佈後，根據良警宇的調查，對於當初涉及到拆遷的
居民態度，可略分為三種：1.有的人急於知道自己的分配方案，立即前往拆遷公
司詢問狀況，如果對方案滿意者，則立即與拆簽公司簽訂合約；如果對方案不滿
意者，則根據自己的住房狀況與自身對拆遷的政策理解，和拆遷公司進行交涉與
溝通；2.有的人則持觀望的態度，不積極與拆遷公司聯繫，或只是了解自己的方
案後，認為方案不合理，也不積極跟拆遷公司討論，而是繼續等候觀望；3.有的
人根本就不贊成拆遷的計畫，認為世世代代都住在平房，沒有什麼好挑剔的，而
且回族世代居住在此，生活機能與民族情感深厚，拆遷只會讓回族的社會紐帶崩
解。 3
後面兩者的情形，就是俗稱的「釘子戶」之類型，這樣的情形正反映出都市
回族的不同心態，彼此之間的共識沒有鄉村地區來的緊密，通常會先考量自身的
狀況，選擇對自己最好的方案，十個人有時會有十一個意見，這也是都市回族地
區的民族工作較為困難之處，考驗著中共政權處理都市回族問題的魄力與能力。
根據筆者訪談的結果，發現當時牛街回族居民要求補償的需求，種類五花八
門，很多因素是一般常見的問題，而非民族問題，底下略舉幾個案例來看：
1.要求家族成員分戶安置
因為家庭不合的因素，例如：婆媳問題、大家庭、岳父母和女婿住在一起、
已婚兄弟家庭共同居住、父子關係緊張等等狀況，在危改拆遷，準備回遷時，向
政府要求原來的一家人分開居住在不同的住房中，以解決家中成員不合的狀況。
關於此點，牛街的開發公司會針對每戶人家的需求，以及要求是否合理，進行評
估，來逐一達成居民的要求。
2.要求增加房屋面積
有的家長甚至希望把未成年孩子將來結婚的房子問題一併解決，或是替快滿
13 歲的小孩多要求一間房間，根據一九九一年九月十六日，北京市人民政府頒
布的《北京市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管理條例》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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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住房嚴重擁擠不便，按原居住面積安置確有困難
的，可以按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構成狀況，適當增加安置面積予
以照顧，但增加的安置面積部分，應按當地區、縣人民政府關於住房制
度改革的規定實行房改。無論按原居住面積安置或增加面積安置的，今
後都要服從房屋産權單位的住房制度改革。
適當增加安置面積的標準：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成員中年滿 13 周歲
以上的子女和其他單身成員，按異性分室、同性不分室的原則安置，13
周歲以上的同性成員 3 人以上的，適當增加居室安置；兩個以上不滿
13 周歲的子女，與父母分室安置；男年滿 26 周歲、女年滿 24 周歲的
未婚子女，分室安置。計算被安置居民的年齡，以房屋土地管理局發佈
房屋拆遷公告或正式動員搬遷之日爲限。
從上面的規定可以看到，在回遷時，如果子女尚未滿 13 歲者，將無法多分
配到一個房間，或是男子未滿 26 歲、女子未達 24 歲者，也無法增加一個套房，
許多家長有接近該歲數的子女時，便會覺得有點吃虧，希望可以透過拆遷公司的
通融，而順利增加住房的空間。
3.房東要求增加房屋面積
有對牛街老居民，由於工作的關係，長期住在天津，在牛街有祖先留下的房
屋，租賃給房客居住，依照牛街的危改政策，對其房產進行評估，將房屋的金錢
給予這兩位老人，而新建的房屋則由房客繼續承租居住，然而，這兩位老人家，
要求開發公司也給予他們新房。 5 根據《北京市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管理條例》
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 6
對下列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應按《條例》和本細則予以安置：在拆遷範
圍內有常住戶口和正式住房(不含臨時建築，下同) 的居民，包括被拆
除房屋使用人的家庭成員中，在部隊服現役的戰士、常住戶口在本市學
校或工作單位住集體宿舍的學生或職工、常住戶口在本市托幼園所的兒
童。
其中的規定便要求其戶口必須在牛街地區，而上述這對牛街老夫妻，依照政
策的規定是無法順利取得新的住屋，無法達成其要求。
上述的這些情形都一再考驗拆遷公司工作人員的應變能力與耐心，其中還有
因為文革期間被充公的私人房屋、出租房問題，其中的情形錯綜複雜，也容易引
發居民對於開發公司的不滿，以及居民對政策的不理解，綜觀當時的紛爭，許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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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拆遷問題，多集中在家庭內部的矛盾問題、房屋產權的歷史問題，民族因素並
沒有成為回族居民和開發公司交涉過程的主要問題。
至於牛街危改的政策，是否能夠真正達到回族居民回遷居住的期望？這點筆
者認為，只是做到對老舊危險的平房進行改造，讓居民的生活品質提升，對於解
決居民的住房困難，以及家中的矛盾問題是比較困難的部分，因此才會出現許多
的抗爭活動，然而，中共政權強制執行的魄力和行動力與台灣相較，是不容小覷
的，因此牛街的危改計畫，就在政府部門的柔性勸導、經濟補償、強力執法之下，
形成今日牛街居民雖不滿意，但還可接受的情形。
這樣的情形不只是牛街才有，在中國西安的回坊也有同樣的狀況，美國學者
Gillette觀察了西安市政府推動的物質現代化計畫，對於回坊的影響，例如：裝設
每家的自來水管管路，使得家家戶戶不必再到井邊提水、將坊上的路面重新鋪
設，將道路旁安上路燈，方便居民行走，7 雖然逐步改善了回族居民的生活品質，
但同樣也出現了回族居民對於拆遷與重建的期待與焦慮心態，一方面怕拆了影響
原有的人際關係，有其他的漢族居民進入，破壞純為回族聚居的生活型態，改變
社區的民族與居民的權力關係，與宗教信仰的淡化，另一方面是期待重建工程能
夠改善其生活品質，部分的居民對於重建有信心， 8 希望透過拆遷的重建，脫離
原先的擁擠、髒亂的生活條件，搬進象徵現代化的高樓套房，此為回族居民普遍
的兩面心態，Maris Boyd Gillette沒有對西安重建的細部政策作詳細的說明，但透
過她對於西安回坊重建的民族志資料，可以得知，中國各地的拆遷工作是如火如
荼的推行，對於居住在城中心的中國都市回族而言，都是項必須面對的考驗，也
挑戰著中共政權處理拆遷問題的應變能力。

二、牛街清真寺週邊的樓房建設與寺產問題
牛街危改計畫是以牛街清真寺為中心，向四周放射性地興建逐步增高的建
築，北端臨廣安門內大街的規劃高度為 60 公尺到 65 公尺，東側與西側臨牛街的
大型公共建設則在 50 公尺到 55 公尺，南邊則是為 50 公尺。9 這樣的規劃主要是
為了讓牛街危改區有著朝內部彎曲成半球形狀的天際線，此外，由於牛街是伊斯
蘭教宗教活動的重要聚集區，為了配合宗教文化活動，筆者在田調過程發現，新
建成的牛街民族團結小區的建築樓房外型設計採用了伊斯蘭教風格的樣式，這從
大樓的窗框設計與樓房頂部皆為帶有阿拉伯風格的穹頂形狀可見一斑，突顯了回
族社區的民族特色。
關於這樣的興建方案，筆者在二○○五年七月訪談牛街回族居民時，當地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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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B先生不以為然，他認為： 10
拆遷工作依照北京市的「文物保護法」規定牛街地區在一九八五年已被
歸劃為北京市內 25 片文物保護區，在牛街清真寺旁只能興建六層樓高
（限高 18 公尺）的樓房，嚴禁開發利用，目前牛街地區建築物嚴重超
高，最高 24 層，用作危房改造的土地上建起了成片的商品樓、商業及
辦公用房，回遷樓房存在諸多質量問題，綠地極少，遠遠低於國家“住
宅小區綠地標準＂，無一座開放式停車場（原規劃的停車場在牛街清真
寺對面，準備變賣土地繼續開發蓋樓）
在筆者時地走訪清真寺週遭，的確有許多的商品房正在興建或是出售中，原
先政府的美意，似乎在商業利益與民族權益方面，出現些許執法不當的狀況，也
引起了當地居民抱怨，認為違反了當初訂立的法規，忽視了牛街清真寺的存在，
不注重穆斯林的感受。根據上面的問題，筆者查閱了「北京市牛街地區現狀調查
組」的資料顯示： 11
當初為了支持牛街危改計畫的順利推行，北京市政府還特別允許打破城
市規劃中該地區建築限高建設的規定，開發商可以在三環以內的牛街地
區，將居民樓建設到 18 層以上，已容納絕大多數的回族居民回遷，更
加以支持開發商對資金回報的需求，這也是開發公司最終接受居民回遷
的條件，決定繼續承接建設牛街危改的關鍵。
造成牛街回族居民反感的主因，筆者認為是相關政策不夠透明，跟居民說明
的不夠明確，才會引發居民對於興建高樓的反感，只要執法單位與居民和開發商
三者有著清楚的溝通，應不至於造成此誤解。此外，由此案例也可看出危改計畫
的制定，不僅要考量居民的住房問題、宗教需求，也要達到開發商的商業利益需
求，才能促使一項公共建設的落成，其中涉及的層面太廣，本文僅針對穆斯林的
民族宗教議題來分析。

在牛街危改拆遷問題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關於「牛街清真寺的寺產」問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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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論文，1994 年，頁 133；楊文炯，〈Jamaat地緣變遷及其文化影響〉，收入馬平主編，
《人類
學視野中的回族社會》，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2004 年，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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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四年十二月二十六日牛街穆斯林群眾所寫的「投訴控告舉報書」一文提
到： 12
以危房改造為名實際建高層商品樓，一期工程拆除清真寺集體房產一千
多平方公尺，其中有清真女寺一處 600 平方公尺，補償問題和恢復清真
寺問題遲遲不能兌現，二期工程又拆牛街清真寺集體房產 1,834 平方公
尺，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徵求產權方意見也沒有簽訂補償協議，任意拆
除，嚴重違反清真寺集體的民事權利，引起牛街穆斯林的強烈不滿。
以及「民族敬老院」與「歸還興建清真女寺」的問題，二○○四年十一月二
十八日，牛街穆斯林群眾所寫「呈中紀委監察部的一封公開信」一文中指出：13
二○○四年初，我們根據（中國）國務院 377 號令的規定再次要求區政
府、市文物局、規劃局重新劃定保護範圍，以確保禮拜寺的真實性和完
整性。宣武區政府反其道而行，最終在距離牛街禮拜寺東牆不足八公尺
處，蓋多層建築“敬老院＂（民族敬老院）。
當群眾建議在寺東側還建清真女寺時，被區民委主任楊文伯指責為“干
涉社會事務＂妄圖剝奪群眾參政議政及監督的權利。
結果適得其反，最終得到數千群眾的簽名支持，要求歸還寺產，歸還（清
真）女寺。情急之下，宣武區政府拋出解決寺產的方案，以緩解群眾的
義憤，達到敬老院施工的目的。目前，敬老院施工進度很快（有超過原
允諾高度 11 米的可能）
。而歸還寺產的方案到目前為止仍是空頭支票，
禮拜寺的保護範圍仍然未劃定，歸還的寺東院寺產仍然未申報為文物，
因此牛街禮拜寺的保護仍然是一個懸案。
筆者在二○○五年七月份前往牛街清真寺工地參訪時，的確看到清真寺旁的
民族敬老院就在離寺不遠之處，其興建的工程速度很快（附圖十九），這對於憂
心清真寺旁邊保護範圍的回族居民而言，有種很大的影響性，此外，以 B 先生、
W 先生為主的牛街居民認為清真寺內的女禮拜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收寺產，
所提出的一個配套措施，他們還是希望可以興建清真女寺，以供女穆斯林作禮拜
之用。
在良警宇對清真女寺的拆遷過程中寫到，清真女寺原為牛街清真寺的寺產，
12
13

為牛街穆斯林群眾當時向政府單位呈情之文件，由訪談者B先生所提供。
為牛街穆斯林群眾當時向政府單位呈情之文件，由訪談者B先生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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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轉型為幼兒園的場地，一九八○年代落實民族宗教政策時，部
分鄉老曾要求建立女寺，但是由於北京是中國的首都，擔心恢復女寺會在中國引
起連鎖反應，加上當時回民學童入托兒所的環境少，女寺便沒有恢復，最後女寺
還是被拆，也不重新賠建女寺，而是繼續做為幼兒園使用，為了滿足女穆斯林的
禮拜需求，而選擇在清真寺旁邊建立了女沐浴室和禮拜室。 14
關於清真女寺的恢復與興建狀況，在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曾經提到，北京市政
府的「人文奧運文物保護計畫」包括了牛街清真寺在內，於二○○五年四月二十
一日正式開工，為期八個月，由市政府投資 500 多萬元人民幣的經費，並在第二
期工程中，新建了一座占地 1,000 多平方公尺的清真女寺（附圖十八）
，與宣武區
落實政策歸還的禮拜寺東院 3,100 平方公尺，以供穆斯林做為開會與學習使用，15
逐步體現了牛街居民要求歸還寺產與興建清真女寺的期望，讓居民的需求達到落
實，盡量配合穆斯林的宗教要求。
B先生曾對筆者說過，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政策，若沒有民眾的參與和支持
是無法貫徹執行的，群眾不反對政府或國家法律，而是反對不認真執行國家法令
的這些人（政府官員）與事情（維護自己利益，枉顧回族居民權益）。 16 足可見
到政府機關的行政官員與執法人員，在考量回族居民的宗教要求與拆遷工程的利
害得失之際，必須站在人民的立場認真為民服務才行，否則就容易引發當地居民
的反彈，再加上牛街處於中國首都這一重要地理位置，一但有了民族問題，很容
易引起全中國回族的關注，將會有滾雪球般的串連效應，引起大規模的民族問
題，因此對於散雜居少數民族以及都市回族的相關研究與政策，將是中共政權日
後處理民族工作時，需要十分關切與注意的方向。
政府部門在擬定城市建設工作的行政決策時，尤其是在回族社區進行因土地
的徵用，而產生拆除房屋和遷移居民的過程，不應只考量到經濟補償，更該從民
族文化的角度來著手，重視回族居民的文化補償、心理與社會的適應問題，特別
是因為舊社區的解體所引發的文化喪失、文化抗拒而產生的文化不適應與衝突問
題，才能真正對症下藥，確實使得牛街居民能夠在此長住久安，開心的過日子。
如同第四章第二節提到的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化廣場等軟硬體的設備，使得牛
街居民和新的各族居民共同和諧相處，體認彼此的文化差異，能夠重新建立新的
社區紐帶關係，凝聚牛街社區的向心力，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14

良警宇，
〈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145。
新華網，查詢日期：2006/4/3，
「牛街禮拜寺開工修繕」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21/content_2861298.htm。
16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進行田野調查，訪談B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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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真飲食的法令規定
在牛街回族社區中，最為顯眼的就是到處林立的清真餐館以及清真副食品供
應點，讓當地的穆斯林居民在飲食上無後顧之憂，可以安心的食用，《宣武區人
民政府關於飲、副食業貫徹執行民族政策的若干措施》當中，將牛街回族社區劃
為「清真飲食區」，區內不得經營有礙少數民族生活習慣的食品，相關的法令規
定在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一文亦討論過，充分保障牛街回族居民的清真飲食品質維
持在一定的水準。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筆者發現牛街的清真餐廳內
有供應酒類的情形出現，對此筆者訪問牛街居民W先生，他認為： 17
清真牛羊肉市場中販賣的不一定是北京的肉，
（是從外地運進城內的），
（我覺得這些肉品）不夠清真，認為沒有按照清真的標準和要求去認真
執行，像是（清真餐廳內部販賣的）菸酒問題，（清真餐廳）打著「清
真」的名號，但卻都不夠清真。
牛街清真寺楊東文阿訇也說： 18
牛街的清真餐館都供酒，所以不能稱為真正的清真餐館。
關於牛街清真餐館賣酒的問題，筆者發現這不僅是牛街獨有，在筆者於二○
○四年七月份前往中國甘肅臨夏市與蘭州市的田野調查過程當中，發現當地的清
真餐館也有販賣酒品，其主因在於穆斯林顧客可以在餐館內和親朋好友聚會、交
流情感之餘，亦可在此吸煙、飲酒，而不會像在清真寺中受到限制與良心的譴責。
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有需求就會有供應的連帶效應，使得清真餐館開始出現供
酒的問題。
筆者發現臨夏市、蘭州市的清真餐廳，不論檔次大小，皆有穆斯林在店內吸
煙與喝酒，加上清真餐飲業者知道販賣酒品的利益十分可觀，大部分的餐館皆有
酒品的販賣，雖然「華宇清真餐廳」的馬總經理表示蘭州市清真餐館賣酒問題嚴
重，且認為開瓶費也不合理，但是迫於生計與顧客的要求，於是幾乎每家清真餐
館都不再清真！ 19
在臨夏市田野調查過程，筆者與當時的組員一同和自國外學成歸國的馬小佩
博士（回族）與馬義哲老師（回族）進行座談，筆者曾詢問他對於清真餐廳賣酒
17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進行田野調查，訪談W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理的訪談內容。
19
為筆者於 2004 年 7 月隨張中復老師與高占福老師領隊的「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
隊」，經筆者與王懷璟學姊一同在 2004 年 7 月 20 日在蘭州市進行「社會經濟組」田野調查，訪
談馬俊德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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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的問題，馬博士認為在伊斯蘭教中，酒比大肉 20 更加嚴重，是完全禁止的項
目，酒會擾亂人的心智，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清真餐廳並沒有販賣酒的情形，但
改革開放後，便發生這樣的情形，現在只能靠阿訇及民眾的自發性來改善這狀
況，像西安市便是一個很好的例子，目前西安市的清真餐館內皆不賣酒。
馬老師本身是清真寺的阿訇，他認為賣酒及煙都是藉口，沒有煙跟酒人們一
樣可以過生活。為了闡述酒的危害性，便舉出一個宗教故事來詮釋：「之前有個
修道者，履次受到一女人的引誘，都不為所動，但有次這名女子威脅他，必須選
擇喝酒、殺掉嬰兒或是和女子發生關係，他最後選了酒，因為考量到殺嬰兒就得
賠命，卻又不想和女人發生關係，但他一喝了酒之後，三樣事情他全都做了」
，21
由此可見酒的可怕性，也可了解為何《古蘭經》規定穆斯林不可喝酒之用意。
筆者也訪問過蘭州市伊斯蘭教協會的丁士龍秘書長（回族），他認為在伊斯
蘭教義上，是不允許穆斯林抽煙和喝酒，有著「賣酒不清真，清真不賣酒」之說，
但是許多清真餐館的老闆考量到經濟效益，不得不賣煙和酒。 22
有鑒於伊斯蘭文化濃厚的中國西北回族城市，仍不能避免煙酒問題，因此現
今在《宣武區人民政府關於飲、副食業貫徹執行民族政策的若干措施》
、
《蘭州市
清真食品管理辦法》與各地政府機關在制定清真法規中，便無規定清真餐館內禁
止販賣煙酒的條例，正是因為很難徹底執行的緣故！
但是在中國西安的大麥市（Barley Market）卻有迥然不同的情形出現，由於
回族居民本身的要求，他們做到了禁酒的運動，成立了禁酒委員會，要求顧客禁
止攜帶酒進入餐廳消費，也要求政府將酒列為非法物品，雖然禁酒運動期間，受
到許多餐廳業主的反對，但最後透過居民自身的宣傳與教育，至今西安大麥市仍
舊堅持不賣酒。23 針對這個情形，筆者認為只要當地回族居民堅持自己的教義規
範，不為自己尋找藉口喝酒，都能成功地將酒類禁止在回坊之外，透過大家的約
束，便能促使回族社區做到百分之百的清真飲食標準。
對此，牛街回族居民B先生，他認為： 24
我認為政府及民族自身應該負起責任，若是國家政府願意好好規範，阿
訇跟回民好好宣導宗教的涵義與規範，商人願意本著良心做買賣的話，
20

大肉就是豬肉。伊斯蘭教義禁止穆斯林吃豬肉，為避免提及「豬」字，便以「大肉」稱之。
在美國學者Gillette在西安大麥市的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現，如遇到當地的回民肖豬者，他們在被問
及生肖時，多回答自己是亥年出生，也是穆斯林避稱「豬」字的另一個案例。參見Maris Boyd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p122.
21
為筆者於 2004 年 7 月隨張中復老師與高占福老師領隊的「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
隊」，經筆者與王懷璟學姊一同在 2004 年 7 月 17 日在臨夏市進行「社會經濟組」田野調查，訪
談馬小佩博士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22
為筆者於 2004 年 7 月隨張中復老師與高占福老師領隊的「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
隊」，經筆者與王懷璟學姊一同在 2004 年 7 月 19 日在蘭州市進行「社會經濟組」田野調查，訪
談蘭州市伊協丁士龍秘書長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23
Maris Boyd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pp167~171.
24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進行田野調查，訪談B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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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沒有這些問題了。
B 先生也提出如果居民能夠自身做到拒絕菸酒，則將不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雖然牛街社區的酒類問題，沒有西安大麥市來的成功，但在落實清真餐飲政策方
面與其他地區相較，則是十分值得讚揚。政策的制定一開始是美意，但在各層官
員落實政策的程度上出現深淺不一的落差，連帶地使得各地區回族的清真飲食把
關呈現差異性，再加上穆斯林本身對於政府單位的執行力與實踐力沒有信心，在
情感上，總認為不夠清真，而出現決定吃素、不上清真餐館吃飯、自己到傳統菜
市場買菜等情形，如果牛街的政府機關如同清真寺阿訇與 B 先生所說的那樣，
負起行政與宗教教育的責任，而商人也願意本良心做生意，那牛街居民的清真飲
食將是百分之百成功。
興建在牛街的民族特色街區，也終以其百分之百的「清真」招牌，吸引本地
與各地的穆斯林來此消費購買，形塑出屬於「牛街」特色的經濟商圈，加強牛街
回族社區的凝聚力，筆者認為牛街民族特色街區的繁榮，將會帶動牛街回族更願
意居住在此，享受其蓬勃的經濟發展、充沛的就業機會與方便的生活機能，成為
回族社區的凝聚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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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宗教學習班和節慶儀式與族群認同的關係

一、推展伊斯蘭文化教育的「牛街宗教學習班」
伊斯蘭教的經堂教育，牛街回族B先生本人只上了半年（一九五一年），在
小學未上學前，他就先到清真寺上經堂教育，學習傳統的伊斯蘭教育。一九五○
年代以來，回族教育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宗教和民族文化教育的普遍缺失成
為一個不可避免的事實。 25 牛街回族W先生說到：「中國的教育和宗教是採取分
離的政策，國家的教育部門不搞宗教活動，宗教活動不得在教育場所實行，也就
是清真寺不可進行教育活動，只管理宗教禮拜。」26 這就是筆者在第二章第三節
掌教制度的轉變一文中，提到一九五八年，中共政權實行「宗教與教育分開」政
策的例證。
當一九八○年代，清真寺恢復重建後，阿訇等師資的缺乏成了一大隱憂，於
是中國各地紛紛興起了傳統經堂教育的復興現象，蘭州市的各清真寺開始大量招
收滿拉，讓回族學童從小學習伊斯蘭文化與經典，中阿學校、阿語學校興起，27
這樣的招生模式，則成為都市回族發展與傳承伊斯蘭文化的另一種形式。
不難發現，由於中共政權「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伊斯蘭教的宗教迫害與一九
五八年之後實行的「宗教與教育分開政策」，使得回族的伊斯蘭文化傳承出現極
大的斷層，這從現今中國各地清真寺極力恢復經堂教育和阿拉伯語教學課程的現
象，即可知道穆斯林對於文化傳承的重視性。
在牛街地區，牛街居民B先生認為民族小學（回民小學）需要開設民族知識
教育課程，雖然有法律有規定保障民族教育，但是教育局卻不開設相關課程，B
先生的小孩在一九八六年上學時，他曾問過此問題，官方回答不開設，至今仍然
不開，因為是教育部的限制。他認為民族小學裡的民族知識教育課程應該要教導
回族小孩，為何他們是回族，要讓他們理解自身的文化與背景，在小孩六歲時就
該教導。然而，至今已經中斷四十幾年了。 28
對於此點，他說到： 29
從一九五八年到二○○二年，清真寺裡不講不教，沒有經堂教育，牛街
清真寺裡沒有成人或是兒童的學習班。他認為孩童的教育十分重要，穆
25

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北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例〉，
《回
族研究》，2004 年第 3 期，頁 37。
26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訪談W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27
楊文炯，
《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類學視閾下的西北少數民族歷史與文化》
，北京：民族出版社，
2002 年，頁 273。
28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春風小區，訪談B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29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春風小區，訪談B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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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林打從搖籃到墳墓皆受伊斯蘭教的規範，但中國大陸現行的法律規定
是 18 歲以上才可以接受宗教教育，基本上就是成年後才可以上宗教學
校，但是 18 歲以後，一個人的基本觀念就已經很難改變。
牛街清真寺楊東文阿訇也說到： 30
現今（法令）規定 18 歲之後才能接受宗教教育，但我認為 18 歲以後再
來學習（宗教知識）已經來不及，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據我所知，有
的（回族）家庭還去吃麥當勞之類的飲食。
關於牛街回族對於伊斯蘭教教義不了解的現象，B先生、H先生與W先生感
到相當憂心，他們認為年輕一代（回族）對於宗教觀念淡薄，出現是回族但不是
穆斯林，或是不知道自己是否為穆斯林的觀念。生活上只有不吃大肉的狀況，其
實生活已經與漢族相同了，只知道自己是回族，平常很少進入清真寺內了。31 筆
者從中感受到他們對於積極推展牛街社區的伊斯蘭文化教育之熱誠，經由他們與
地方鄉老的推動，牛街的伊斯蘭教育有了不同的樣貌。他們很開心地提到牛街出
現了伊斯蘭教育的學習班狀況（附圖十五）： 32
所幸二○○二年，在地方鄉老的推動之下， 牛街禮拜寺開始有了學習
班，以前是在家裡開始的，後來來的人數多了，便移到了禮拜寺，經過
大家研究了法律規定，宗教活動可以在宗教場所舉行，因此便形成這樣
的情況，這適合於法規的，因此伊協跟寺管會也不來干涉與管理此事。
這個學習班，一週有三天時間教導伊斯蘭的宗教知識和《古蘭經》經典，
有地方鄉老和中國伊斯蘭教經學院李江民老師來上課教導，每週上一、
二、三、四、六，共五天，週四下午六點清真寺的阿訇也會來上課，沒
有課本。
牛街禮拜寺起了一個示範的作用，別的地方看到牛街有學習班，也紛紛
開始舉辦。
由牛街回族居民自行舉辦的學習班，提供了許多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失去教育
機會的老人家，重新學習基本知識的機會，也讓許多中共宗教政策影響下，沒有

30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理的訪談內容。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訪談B先生、H先生與W先生整理的訪談內容。
32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春風小區，訪談B先生整理出的訪談內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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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接受經堂教育的回族，重新理解伊斯蘭教的教義與《古蘭經》的內容，從而
了解民族文化與為何自己是穆斯林的原因，進而做到穆斯林該有的功修，牛街回
族透過學習班的開設，重新理解了民族的界線，文化的差別，試圖在中國都市社
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民族定位。連帶地，也引發了北京其他回族社區的連鎖效
應，促使其他的都市回族更深地了解本身的民族文化，形成了一個良好的示範效
果。
在二○○二年暑假，B先生告訴筆者，他們開設了小孩的學習班，地點在牛
街清真寺裡，舉辦的很成功，吸引了牛街社區其他穆斯林父母的注意與重視。二
○○三年，我們再次舉辦時，大家便開始支持了，地點改到大連辦夏令營，讓孩
子到外面去玩，邊玩邊學，後來因為要有家長認為要花錢，而且孩子的安全也沒
有保障，大家便覺得麻煩，不想參加，因此這個出外遊玩的活動已經停辦。但是
先前提到的學習班，仍在繼續舉辦，政府機關知道後，沒有法令可以禁止，但卻
改變方法，勸導民眾不要參加。33 除了成人的學習班之外，牛街回族也將教育的
對象關切到孩童身上，希望能夠從小培養他們有伊斯蘭文化的觀念，理解本身的
民族特性，這樣的用心值得稱讚，也希望這樣的活動能夠持續的推展，讓更多的
回族孩童能夠受益。
由此可知，由民間自發性的學習班，也慢慢變成了都市回族延續其伊斯蘭文
化傳承的主要管道，提供場地與師資，讓有心了解伊斯蘭文化的穆斯林，有了一
個可以學習的窗口與管道，從而培養牛街都市回族居民的宗教知識與推廣穆斯林
功修的實踐，讓他們藉著參與學習班的機會，增加進入清真寺的次數，感受宗教
的氛圍，從而加強回族居民對於自身的民族認同情感。

二、伊斯蘭教節慶儀式與回族認同
中國伊斯蘭教的三大宗教節日為「開齋節」、「古爾邦節」與「聖紀」， 34 在
中國各地分別以不同的形式慶祝，而北京牛街清真寺又是中國伊斯蘭教的重鎮之
一，其舉行的宗教儀式與規模更為盛大，下文針對「開齋節」
、
「古爾邦節」這兩
個宗教節慶來看他們與回族認同的關係。

33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訪談B先生、H先生與W先生整理的訪談內容。
聖紀：伊斯蘭較先知穆罕默德誕辰紀念日，據阿拉伯史籍記載，穆罕默德出生在西元 570 年 3
月 12 日，而他逝世的時間是西元 632 年 6 月 8 日，因此，穆斯林將兩個紀念日合併舉行，稱為
聖紀。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年，頁 500。
34

117

北京牛街回族社區的變遷與適應－以一九九七年「危改」前後為例

1.開齋節
伊斯蘭教法規定，成年穆斯林在伊曆每年九月封齋一個月的期間，每日自黎
明前到日落後，禁止飲食、房事和一切非禮行為，以洗滌罪過，每年齋月始於伊
曆九月初新月的出現，結束於伊曆十月初見到新月時為止，即在齋滿 29 天的當
晚尋看新月，如看到，翌日即為伊曆十月一日，即「開齋節」，如果沒有，則必
須繼續封齋一日，「開齋節」則順延一天。 35
根據牛街清真寺楊東文阿訇所說，目前牛街社區的宗教節慶，只放「開齋節」
一天的假期，主辦單位是牛街清真寺，相關的活動與儀式準備都由寺內的宗教人
員負責，開齋節只有早上半天的時間，因此穆斯林都會在早上到清真寺參加會禮
36
的儀式，跟阿訇一起做禮拜，會禮之後一起幫忙宰牲、烹煮，而一些平時不上
寺的穆斯林也會在這天前往清真寺參加節慶。37 牛街居民來此的動機，大多是來
聯絡感情，宗教的內容淡化，主要是圖個喜慶、熱鬧的感覺。 38
根據牛街回族居民L小姐的說法：
「在開齋節，回民小學與回民中學的學生有
放半天假，而上班族與員工們都因為要工作，而無法參與回族的宗教節慶。」39
雖然中共政權有規定中國信伊斯蘭教的十個民族都會放假一天，但是由於住在牛
街地區的居民，大多在北京各地區工作，甚或在漢族所開設的企業上班，當公司
與企業沒有讓回族放假，或是回族本身不願意放假的話，當天就無法參加牛街清
真寺主辦的開齋節慶典儀式了。
那當天就沒有回族來參加宗教慶典了嗎？其實也不然，在二○○五年十一月
三日，來自北京各地的五萬多人在這慶祝穆斯林的傳統節日，除穆斯林外，許多
國外在北京的穆斯林與不斷增多的在京經商的新疆維吾爾族等，以及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等各種教派的信徒也都來祝賀穆斯林的節日，現場人數是去年的兩倍
多。 40
由於牛街危改計畫後，街道拓寬以及二○○六年整修完工的牛街清真寺禮拜
大殿完工，內部就能夠容納更多的人，而牛街西里小區的回遷，也使更多的穆斯
林能夠聚居在此，參加開齋節的人也就多了起來。在街道上，牛街街道辦事處也
找來許多清真餐廳、清真小吃也在此擺設清真食品與民族用品，讓來此參與盛會
的穆斯林可以購買，帶回去使用，或是留作紀念， 41 此外，在「中國國家民族事
務委員會資訊中心」的網頁上，牛街街道辦事處也有民族政策和法律法規的諮詢
35

開齋節：伊斯蘭教主要節日之一，時間在伊斯蘭曆 10 月 1 日。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
《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開齋節一辭條，頁 283。
36
會禮：伊斯蘭教對每年兩大節日（古爾邦節與開齋節）集會禮拜的專稱。會禮儀式與平時的禮
拜不同。一般在各地中心清真寺或野外廣闊場合舉行。同上註，會禮一辭條，頁 240。
37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理的訪談內容。
38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訪談B先生整理的訪談內容。
39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6 日前往北京牛街西里小區，訪談L小姐整理的訪談內容，由於L小姐不
願具名，由英文代號指稱。
40
伊斯蘭之光，查詢日期：2006/4/3，
「牛街禮拜寺迎來穆斯林 “開齋節”人數超五萬」
，
http://www.norislam.com/readarticle/htm/26/2005_11_4_3414.html。
41
良警宇，
〈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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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及民族知識有獎問答、民族傳統體育專案展示等活動。42 由於節慶當天的
活動眾多，有吃也有玩，也吸引了很多漢族來參與，楊東文阿訇對此狀況，表示
十分歡迎，他希望漢族可以藉著參與開齋節，順帶了解回族的宗教信仰與生活作
息，減少不同民族文化之間引起的誤會。

2.古爾邦節
由於伊斯蘭教的規定，當天的儀式中必須宰殺牲畜，起因於古代先知易卜拉
欣的傳說，他獨尊阿拉並無比忠誠，他常以大量牛、羊、駱駝做為牲禮，人們對
於他無私的虔誠大感不解，阿拉為了考驗他的忠誠，便幾次在他夢中默示他獻出
自己的愛子伊斯瑪儀作祭品，於是他便向自己的兒子說明原委後，帶著他去麥加
城米那山谷，準備宰殺愛子以對阿拉表示忠誠，途中惡魔易卜劣厮幾次出現，唆
使伊斯瑪儀逃走，伊斯瑪儀斷然拒絕，更憤怒地抓起石塊擊向惡魔（此為朝覲儀
式中穆斯林丟擲石塊的典故）
，之後便順從地躺在地上，遵從真主與父親的命令，
正當易卜拉欣舉刀時，天使吉卜利勒封阿拉之命降臨，送來一隻黑羊做牲品。43
在《古蘭經》第三十七章寫到：
「我（阿拉）喊叫說：
『易卜拉欣啊！你確已證實
那個夢了。』我必定要這樣報酬行善的人們。這確是明顯的考驗。我以一個偉大
的犧牲贖了他。我使他的令名，永存於後代。」 44
為了紀念此事件與感謝真主，每年伊斯蘭教曆十二月十日就訂立為古爾邦節
（宰牲節），時間為伊斯蘭教曆十二月十日到十二日三天。按照伊斯蘭教規的要
求，一人宰殺一頭羊，或是七人合宰一頭牛或駱駝，不需要給屠宰者費用，剝下
的皮也不能賣掉，宰完後，將肉分為三份，一份自己食用，一份餽贈親友，一份
分給窮人。 45
根據楊東文阿訇的訪談，在牛街，一般人在上午到禮拜寺參加會禮，禮拜後，
互道問候，有時大家有共同出資購買牛羊，在禮拜寺宰殺，之後熱心的鄉老們便
會將牛羊肉分袋包裝，送給禮拜寺旁的穆斯林。當天的宰牲多在清真寺內，參與
的人員來自各地，清真寺的大殿及寺外都是穆斯林，約有一千多人左右。 46
牛街禮拜寺實際已從一坊的宗教中心，轉變為全北京市，甚或是北京各族穆
斯林匯集的中心，先前回族是共同出資購買牛羊，來到清真寺內宰殺，如今來寺
內的穆斯林人數眾多，因此牛街回族想在同一天宰殺，必須訂購活牛，在自己家
中宰殺，或是請人在附近的禮拜寺內集中宰殺。
楊東文阿訇說到，隨著宗教儀式的轉變，近一年多參與的人數越來越多，信

42

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信息中心，查詢日期：2006/4/3，

http://www.seac.gov.cn/content/cm/cmapp/bulletincontentview.jsp?id=cm006648923c8d36&action=20&channel_id=chan4bfb11
a08d36&channelname=今日牛街。
43

參見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伊斯蘭百科全書》，宰牲節一辭條，頁 724。
馬堅譯，
《古蘭經》
，第三十七章 104~108 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頁 337。
45
同註 43，宰牲節一辭條，頁 724。
46
經筆者在 2005 年 7 月 12 日前往北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理的訪談內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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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回歸表徵，很多的年輕人開始參與此活動。47 在牛街地區，參加古爾邦節會
禮的穆斯林大部分皆非本地牛街回族，絕大多數都是外省市來的穆斯林為主，宰
牲成為象徵性的儀式而已，來此參與的穆斯林，主要的動機是參與宗教慶典的歸
屬感，藉此機會提醒自己是穆斯林，以及促進各地穆斯林交流聚會的機會。
「牛街回族居民」透過開齋節和古爾邦節宗教節慶儀式的舉辦，讓原本因為
工作繁忙，沒時間到清真寺作禮拜的穆斯林，有了一個可以實地參與的機會，進
而提升了自身的回族意識與提醒了自己的民族身分，加上宗教節慶當天，有許多
穆斯林前來共襄盛舉，一同商討儀式的準備流程，彼此之間的交流機會也多了，
以及牛街街道辦事處找了許多清真餐飲企業來此擺設清真小吃攤位（例如第四章
第一章提到的「奶酪魏」）
，讓更多的穆斯林了解牛街的民族特色小吃，不僅替清
真餐飲業打響知名度，提高經濟收益，也讓更多的漢族居民透過參與回族宗教慶
典的機會，了解回族悠久的民族文化與宗教慶典活動，促進民族間的理解與交
流，加強了牛街居民的回族認同與各民族間的社區凝聚力。
對於「牛街清真寺」而言，參與開齋節和古爾邦節的穆斯林則不侷限於牛街
的回族，更多的是來自北京或各地的穆斯林，也讓牛街回族有種自豪的感覺，覺
得牛街清真寺有著崇高的宗教地位，成為牛街回族社區凝聚力的重要指標，中共
政權透過舉辦這樣的宗教慶典儀式，強化了牛街清真寺重要的宗教地位，將清真
寺轉化為一個對中國各地甚或國外穆斯林地區，展現中國尊重少數民族宗教的政
策之窗口。

4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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