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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地w的路
新鍾

削過去的十月一日，是
中 举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i 六十通
年的大日子。曾經歷戰亂的
上一輩，看見中國的「和年
錄起J也蔽到十分安慰。可
是,在遑繁举的背後，國家
依然面對不少桃戰：貧富懋
殊、環境問題、民疾銜突
等等。於國慶六十遇年前，
扰發1

了「七•五J新It骚

亂、「針刺」事忤等……
文/張彩雲、劉翠旋、黃國燒
圃/聲、網上圔片
設計/張彩雲、黃國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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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7月，新疆首府烏®木齊市（下稱：烏市）爆發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
的民族衝突事件。今年6月26日.在廣東省韶關市.港資旭日玩具蔽的維、
漢兩族數百名民工發生殿鬥.致近百名新疆維吾爾族人受麋、二人死亡•到
7月5日下午’兩百多名維族人在烏市中心的人民廣場示威.抗議當局處理韶
關維、漢衝突手法不公，導致衝突搴件發生。是次衝突造成逾千人僕亡’官
方指是次騷SL由熱比姬為首的r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策劃，但r世界維吾
爾代表大畲」否認。據官方統計.是次衝突造成近200人死亡，逾800人受
俺’但沒有說明死傕者的民族身份。
、
j、
tf
去年初.西藏首府拉薩亦發生類似暴力衝突事件，同樣造成多人死傷。
4蓽緣於去年3月，部分雜族人士為紀念1959年3月初武裝反抗中華人民共和
國統治，在拉薩進行集雅抗議’但後來演變成暴力事件。大置參與動亂人士
以刀具、石塊、棍棒等為武器’獎擊漢族、回族平民、外國人、商店及汽車
赛等民用雙施》後來’政府出動大置武警以催淚彈、盾牌陣等方法平息動亂。，值
中國接二連三發生嚴重的民族暴力衝突事件，令國際社畲更加關注中國的少(義
释數民族爭取自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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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想甚麽?
維護主權的統一性
中國是個多元民族社會，甶56個民族
組成.其中漢族佔大多數.餘下55個民
族分有藏族、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
回族、壯族等統稱「少數民族」。甶於各
民族之間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文字、
語言等都有所不同•以致制定執行政策和
上•都面對不少困難。因此1959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起•成立了五個自治
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
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及西藏
自治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新画）成
立於1955年，行政地位相當於省。不同
的是•自治區的地方政府在內部事務方
面’擁有比省級行政區高的自主空間。既
然’他們都可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為何
不讓他們自成一國？若依種族劃分.把少
數民族從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分別出來.就

像在紅豆堆中把綠豆分別出來.這當然是
件容易不過的事。然而.就國家的主權的
統一性而言.就不是麼簡單•
國家主權是一種最高政治權力.維護
國家主權.除了是要顧及r面子」外.
還要面對管理整個國家的威信問題。雖
則.對於新疆是否r自古J就是中國的一
部份，仍有人對此有所保留。但自從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以來.新疆確貢是
中國國土的一部份，若新疆若從中國分裂
出去.就會嚴重影费到中國的國家主權•
同時•中國要面對的不止是一個新疆問
,,還有西藏、台灣等的問題•若果，新
疆的維吾爾族可以獨立.是不是代表西藏
的藏族也可以獨立？還有其他的53個民
族昵？說不定.到時台灣問題又難免被拿
來作比較。對當權者而言.若允許新疆獨
立，只會帶來更多的管治問題•

國防要地
面樓廊大的新《位於中國西北部.佔地約一百六十萬
平方千米•是中國面樓最大的省級行政區.面樓超過中國
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 _邊界線長度佔四分之一。由於新
疆面積廣大.對外邊界與多個國家相連.當中包括：外蒙
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
等；對內則與甘肅、青海、西藏接鄰。
新疆地形特點為三山夾兩盆：阿爾泰山、準嗎爾盆
地、天山、塔里木盆地和昆斋山。其廣闊地域特別的地
形’若有外敵入侵•可作天然的保護.令入侵者難以征
服。新國其廣闊的邊界及複雜的地形.在鞏固國家界線上
擔任重要角色。新疆連接中亞、中東、南亞等多個國家.
對中國而言•是個十分重要的關口。要是任由新疆由中國
分裂出去’中國失去這個關口 •國家的版圖就會大大縮
小’在軍事防衛上•必須作出重大變遷以穩固國家的防衛
力。換言之.新疆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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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新疆地大物博.趣含豐富天然資源.
對整雜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顯要的影懂。新疆出口不少產物
到國外及國内其他地區.出產的產物包括：水果、胡桃、
棉花、小麥、絲綢和羊毛等。更重要的是.新疆還有豐富
的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資源。
新疆蕴含頒物資源.中國近年亦極力開採該區的資
源•使該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較快的省市區之一。直至
2005年•新疆的石油蕴含量是全國第二位高.共有41378
萬曜•佔全國石油緦藏有量的16.8%。該區的天然氣藏有
量更是全國第一位.共有6023.6億立方米.佔全國天然氣
緦藏有量的21.4%。近年.中國致力開拓天然氣資源.新
疆是重點發展的地區之一•使不少企業紛紛帶同資金、技
術和人力到該地發展。企業興建運輸管.把開發所得的天
然氣運送到中國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及上海等地•
在2001年.新疆的地區生產緦值是1491.60億元；到2008
年•該區生產緦值快速上升至4203.41億元.增長率達
1 8 0 % .使該區生產緦值升至全國第25位。
在使用權上.中國一直面對能源問題.故積極發掘更
多國內天然資源，以減低由外國進口的原油量。基於逭前
提.當地開採的石油將會「收歸國有」.供中國發展工業
之用•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曾於2007年公開表示
「新疆具有非常好的能源資源優勢.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資
源藏藏豐富•煤炭資源預測儲量佔全國的四成.它的巨大
潛力和優勢很快將會突顯出來.新疆將建設成中國特大型
煤電煤化工基地•」新疆是西北寶地.只因為它擁有中國
所需。
於國家整體發展而言.讓新疆維持現況.纖縯由實行
民族自治.當,^是利多於弊。一來可以維持國家主權及領
土的一致性.二來有利於國家的國防守衛.三來有利經濟
發展。無論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新疆都擔當如此重要
的角色•誰會願意把這塊寶地隨便割讓出去？有誰看過.
老虎會把口中的肥肉拱手讓人？然而.對生活在新躍的本
地人而言•是否能得到公平的待遇.是否能分享經濟快速
增長下的成果.就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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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民族社會

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

中國是個多元民族社會’由56個民族組成.其中漢族佔大多數。在新
疆•就同時聚居了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
族二東鄉族、錫伯族、滿族等二十多個不同民族。直至2004年，新疆人口將
近二千萬•有近九百萬人的維吾爾族是最大民族.佔新疆總人口近五成；漢
族與維吾爾族人口差不多•約佔該區整體人口四成多；餘下是哈薩克族、回
族及蒙古等其他少數民族。新il長遠以來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隨著國家經
濟改革開放.新疆的漢族人口從五十年代初少於一成上升至2004年的逾四
成•人口成為继維吾爾族的第二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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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

布朗族

蒙古族

撒拉族

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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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族

德昂族

天然資源主導的經濟發展

白族

保安族

新疆雖然位處中國領土邊陲.但該地域含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如上文所
言•新疆是中國第二大石油出產地.但身處此地的維族人卻沒有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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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巴族

高山族

基諾族

拉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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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族

歷史建構的緊張關像
現況往往與歷史有著千絲萬潘的關係.接連民族衝突也是有跡可尋的。
多民族共處同一國土下’素來是中國面對的狀況。在民國時期，？系中山提出
「五族共和說」•把中國大致分為滿、漢、蒙、回、藏五族•憲謂各民族協
調以達致國家統一.但五族在霣際情況上仍存有不平等之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政府在1950年委派一批人類學家進行調査’
並在往後數年把中國人區分了56個民族’其中以漢族為人口最多的族群•當
初有這較仔細的劃分’是為了要尊重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獨立性.並推動各族
地位平等的觀念。及至1950年代末期.大躍進等改革運動開始，少數民族始
受壓力•要遵從各項中央政策。由那時起.很多新疆的廟宇、田地產業都被
中央政府強制充公.以用作發展工業’而當地與政府的關像也漸趨緊張》及
後•更多漢族遷入這些邊陲地區.因為文化差別、經濟差異等因素引起的衝
突亦更為常見。而各種中共制定的政策與措施’同樣為維吾爾族的生活、傳
統文化帶來不同影潘。

開採各種天然資源的過程•當然由政府主導。但在僱用開採人員時’卻
明言只招漢人’避免維族或區內其他少數民族插手開採能源的工業。霧試透
過文字凝聚維族人的網站「維吾爾在線」曾指，每年大概有一百萬個漢人農
民工到新疆求職•上述的聘用原則致令漢人湧入，數十萬維族人卻要離鄉別
并•前往別的省份找尋生計。即或是外來企業在招聘員工時.包括低技術人
員.其申請表亦要求應徵者填寫民族一襴.以區分不同民族；至於管理階層
則仍以漢人擔任為主。
在新疆首一百名富人榜中•維族人未佔一席。儘管有著豐厚的天然資源.
在經濟上也開放予外資發展.但最大受益者並非維族人。

教育政策
雖說是「自治區J •但新疆的教育似乎末算享有高度
自由。在高等教育的升學問題•該區的維族學生面對許
多困難•例如有些高校會限定民族收生•致維族人R能
報考少數內地高校。學士以後的高學歷學位•如碩士、
博士則受到更多規限•令非漢人的民族在這方面受到更
多阻擦。
無論在中學通是大專•愛國思想及漢語學習也可謂
「課程主打」。在新疆•從普通學生以至宗教領袖（如
穆斯林的長老)也需定期接受愛國教育。而新華社曾於
2002年明言「新疆大學自1999年起•強化漢語教學•
全校性公共課、基礎課、大學基礎課和部份專業課實
行漢語授課。這樣做是為了適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經濟
達設、社會發展和市場競爭對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據廣
大少數民族學生的心願和要求。」維吾爾族是新疆人數
最多的民族•其文化理應成為主流•但教育政策卻非如
Itfc •反而以漢族本位的態度令教育符合國家的主流•對
少數民族的尊重R流於空談。

子女命名權：破落的文化自由

獨

歷史的發展、現存的問題令到民族衝突頻生。究竟
這是單純因為民族文化差異引起的衝突’還是內有更加
複雜、超越民族層面的利益衝突？在石油產置、外來投
資增加之時•誰才是最大的得益者？又’兩個截然迴異
的民族同處一個國土 ’在自治下還未能享有天然資源使
用權•甚或是不受規限的子女命名權’那麼自治的意義
何在？值得探究的問題層出不窮•再問下去也無法在一
時三刻解答。若果真要找出眾多問題的共通起源•其中
一個會否是口裏的「民族尊重」跟手下的各項政策’即
時宗旨與行為上有著太大的差異？

是不是最好選择；
叫
決
疆
能
身

新 疆 獨 立 吧 ！ 」 常 有 人
囂 著 。 「 給 維 吾 爾 人 民 族 自
！」常有人要求著。然而•新
問題•並不是靠著美好理念就
解決。新疆問題，牽一髮動全
•變數極大•豈是堅持一個理
移動一下國界就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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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必須跟隨的新政策之外•中共政府對新疆還有
其餘文化政策，這些措施或較為零碎.未必像憲法、民
族區域自治法般一字一句列明如典章•卻在生活層面深
深影響著每一個維族人。零散的例子如二零零一年美國

九一一事件後•政府規定維族人未滿十八歲不得信奉
伊斯蘭教；於新疆部分學校開設的「伊斯蘭教愛國宗教
人士學習班」•就需要教授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即
使這項內容與維族入信奉的宗教是毫無關係的•另一項
文化壓制是命名的管制。內地傳媒人王晉章曾與新疆著
名維權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訪談•這位維吾爾族人指
出•近年新疆寅行電子戶籍化•為了方便漢語譯音並電
子記錄•地方政府制定了數百個名字•只允許維族從中
挑選子女的名字•最常見者為「買買提J等。就是有文
化水平較高的維族人•希望為子女起一個較特別、較脫
俗的文字也不可’因為那數百個名字就是不容挑戰的規
範。在便利的科技下’文化可以不獲尊重•就連子女命
名權也可以受到規限。

新禰之地’有多個民族聚區’除了為數最多的維
吾爾族和漢族人外，還有咍薩克族、回族、克孜族、蒙
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這些民族也新ii生活了幾百年.
若有一天新疆獨立’維吾爾人有沒有權利控制新疆全地
昵？顯然.其他民族亦可能會因文化差異.•在維吾爾族
立國時•要求以同樣方式獨立。所以，若新疆維吾爾族
獨立’新疆局勢必存在極大且複雜的變數》況且.維吾
爾人獨立也未必有能力維護新疆的統一.且不說掌握著
軍事力•的新疆漢人.咍薩克族背後也有咍薩克國家搏
腰•蒙古族則有相鄰的外蒙古援助。如此看來.新疆
獨立並不能一併解決這片土地上所存在的民族問題。

回到根本另闢良法
獨立有著沉重的代價.它應該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
而非目的。既然•新疆獨立的前路並不如想像中美好，各方
便應尋求更有效的方法解決這片土地上的民族問題。維吾爾

人與漢人間的生活衝突乃至政治角力.主要由民族
文化’宗教自由和生活權益等三方面的矛盾產生》
當初.中國以「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基礎立國.
以多民族融合的r中華民族」宣揚民族自覺.提醒,
民族尊嚴•把民族大義架在一切之上。其實.中共
以「中華民族J的思想•團結全國不同民族原是好
事’然而把這一套硬銷硬用便適得其反。中共所宣
揚中華民族身份.其實是奉漢族文化為正統.其它
少數民族根本不納其中。然而.政府強逼維吾爾人
放棄自己的宗教’文化.接受以漢為主的所謂中華
民族身份•在維吾爾人眼中是笑話.是暴力。政府
越是強硬•維吾爾人的反抗就越大。另外，在新疆
漢人掌權之下.維族人亦因生活上種種不公而最終
向民族主義靠擺•形成極大的反抗力置》筆者相信
這不是中共想見到的局面。

易地而處方能共融

常聽聞漢人口中說：「新疆那麼大一塊土地分
割出去’哪個漢人接受得了 ？ J 這 明 顯 是 漢 人 自 居
正統的高傲心態。我們且不論新疆在國際法中有沒
有獨立的權利’首先我們漢人要反省.為甚麼別的
少數民族凡事都必須先考慮漢族的感受？為甚麼中
華民族貢際R提倡漢族文化？為甚麼在新國.漢族
人的待遇總比維族人好？千千萬萬個為甚i.其實
都是指涉一個問題：「為甚麼漢族人不能站在維族
人角度想想？ J
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宗教主義.綜觀現時各
種條件’維族人要在新疆獨立實不容易。然而.一
再的民族衝突.卻會把新疆問題在國際間提得越來
越高’最終中共要面對的局面只會往複雜處鑽.往
不安處走。即使不致國家分裂，但也會重重的扯著
中共的後腿，摘亂中共穩定發展的計劃。既然如
此•中共何不換個角度.在維族人一方想想？何不
試著讓新疆少數民族過著與漢人對等的生活.試著
努力保護他們的文化.確保他們的生活？何不切
切實實讓他們感受尊重.想辦法讓他們接受自己是
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最後，還是那老掉牙的調子：
「能安居樂業.有自己的文化生活.誰要造反？ J
事實上.老百姓也不願看到漢族娃娃跟維族寶寶在
街頭打架、丟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