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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极端行为刑罚界限的完善

———以《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修正案( 九) 》的比较为视角

舒洪水 苟 震

摘 要: 宗教极端行为作为宗教极端思想的外在表征，在恐怖活动犯罪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往往处于是否需受刑罚处罚的边缘。已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九) 》与《反恐

法》( 草案) 就极端主义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不同模式，存在规定重叠与交叉适用问题，

将给实务工作带来困难。建议在《反恐法》( 草案) 第八十一条中增加相应条款，明确两种处罚方式之

间的界限及转化，对宗教极端行为施以适格惩处，促进去极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反恐工作的有力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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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明确指出:“暴力

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

端”。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

共同构筑了我国恐怖组织“东突”组织的思想基础，

并称为“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与另外两者表现

形式各有不同，但本质并无不同，从一开始就相伴相

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一方面影

响舆论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宣扬暴力恐怖，不仅对国

际正常政治秩序进行毒化与抹黑，同时危及我国的国

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造成民众心理恐慌。正如新疆地

方干部所言“暴力恐怖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

基础就是宗教极端①”。宗教极端势力企图在我国新

疆地区恢复神权统治，最终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的神权合一政权，将新疆地区从我国领土上

分裂出去。②宗教极端行为利用宗教外衣，蛊惑民众，

传播并推广极端思想，给我国的反恐工作带来极大困

难。在我国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自然结

合在一起，是恐怖犯罪的诱发来源之一，也是目前我

国反恐所面临的主要难点。而对宗教极端行为的打

击处罚，则成为去极端化工作、反恐工作中的重中

之重。
一、宗教极端行为的概念及内涵

关于“宗教极端”的定义众说纷纭，学界也有用

“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极端势力”表述这一问题

者，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用法。这几个概念存在联系又

存在区别，“主义”本就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宗教极

端主义”着重点在于其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性评价，

而“宗教极端势力”则是宗教极端群体形成的政治集

团，侧重于群体描述，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主观评

价范畴。本文重点在于“宗教极端行为”，则是从客

观评价范畴为其予以划定，其实质上是“宗教极端主

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外在表征。而所谓“宗教极

端”，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政治组织，该组织将

宗教教义按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需要作极端曲解，甚

至是故意歪曲和编造。
宗教极端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历史、社

会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根源，其国际背景主要有

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复兴、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运动

和阿富汗战争等③。其国内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

以后，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伊斯兰教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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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飞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领域思想文化

开始由外而内引入国内，在此背景下泥沙俱下，更多

的宗教极端思想开始在我国不断传播开来。如“伊

扎布特”、“伊吉拉特”等这些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开始在我国渗透并逐步施加影响，可以说，我国

宗教极端思想的来源是一种外来式的而非自发式的

样态。而在宗教极端思想指引下的宗教极端行为，其

内涵则主要包括以下层面:

( 一) 本质是宗教极端思想指引下的外在表征

思想指引行为，行为反映思想。宗教极端行为即

是在宗教极端思想行为指引下的外在表征，通过不断

的外在行为将思想内容予以推广、强化，意图在更大

范围内促进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并予以固化。宗教

极端思想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宗教极端

主义者便以此为导向实施“迁徙”“圣战”; 宗教极端

思想不断曲解强化安拉唯一，宗教极端主义者便以此

展开消灭“异教徒”的行动; 宗教极端思想主张宗教

政治化，除真主外不服从任何领导，宗教极端主义者

便以“伊斯兰教法”为借口，蓄意破坏或对抗国家法

律的实施; 宗教极端思想鼓吹宗教禁欲主义下的苦行

僧式生活，宗教极端主义者便以自行隔绝的方式自闭

于社会体系之外。
( 二) 目的是传播并强化宗教极端思想，推翻现

有政权

宗教极端行为的目的即在于以极端曲解后的宗

教教义、行为要求为外衣，将宗教极端氛围抬升，使宗

教极端思想得到认可并更广泛的传播，继而进行破坏

社会秩序，推翻现有政权的活动。法国纪实影片《廷

巴克图》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宗教极端组织在占领

马里城市廷巴克图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并对穿着打

扮、宗教仪式进行严格管控，以暴力推行用伊斯兰教

法审判一切社会事务。其目的就在于巩固其自身地

位，对抗当地政府军的攻击。在我国新疆地区，宗教

极端行为更多目的在于强迫、蛊惑更多信教群众皈依

信赖宗教极端思想，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打

好群众基础及思想基础，最终目的在于动摇政府的社

会管理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及现有政权，实现民族

分裂。
( 三) 表现为或激烈或平和的多种形式

宗教极端思想在我国的渗透传播是一波三折的，

最初的独立建国说并未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可并

接受。继而其转变了传播思路，以做一个“纯粹而虔

诚”的穆斯林为由，或暴力威胁，或唆使引诱信教群

众选择他们主张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状态。这样的方

式有时是十分激烈而直接的，如需进行“圣战”杀异

教徒才能上天堂; 有时又是极其隐蔽的，如鼓吹政府

是不信教的政府，政府所修的路所建的房子都是不清

真的，不能使用政府提供的物品、证件等等。宗教极

端分子罔顾新疆的民族风俗，将宗教极端行为融入信

教群众生活之中，鼓吹并强化“阿拉力”( 合乎伊斯兰

教法) 和“阿热木”( 不合乎伊斯兰教法) 的区别，以此

方式进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区分，不断压缩政府政

策、法律实施的空间，干扰、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继

而扩大其思想及行为领域的渗透传播。
宗教极端思想主张激进极端，将教义教规凌驾于

国家法律和国家制度之上，排斥不同宗教、不同文化、
不同意识形态，甚至宣扬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思

想。它的本质是歪曲教义，企图通过暴力手段破坏现

有社会秩序，或者通过暴力来支持信仰、生活方式、法
律体系的行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宗教极端思想

要求“采取极端手段，以求摧毁一切现存社会秩序和

世俗国家，建立神权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体

系”①。宗教极端行为正是在此指引下借用宗教的假

象，以制造民族分裂、进行暴恐怖活动为手段，实现其

推翻现有政权的最终目的。
二、宗教极端行为可罚性分析

当前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活动频繁，在我

国新疆地区也暗流涌动地渗透传播。宗教极端行为

广泛与恐怖主义结合，给社会安全带来威胁。宗教极

端主义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是宗教的变种异化。它一

方面以宗教为旗帜与幌子，另一方面歪曲、亵渎、甚至

糟蹋原有宗教教义，其思想主张、组织形式、活动方

式、心理情感都不在宗教范畴。宗教极端行为表面上

鼓吹更纯粹的宗教，实质上破坏了宗教的尊严和权

威，借用宗教的形式 ( 旗帜、话语、标志、外衣等) ，在

信仰上极端化、行为上狂热化，把宗教政治化、组织诡

秘化。其危害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 一)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宗教极端行为的传播初期并不激烈，仅就衣着穿

戴、婚丧嫁娶、生活风俗等普通社会事务进行干涉，而

在其后进一步的传播渗透过程中则完全走向暴力冲

突、血腥恐怖的一面。他们利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

情，蒙骗群众，扬言“消灭异教徒”、“杀一个异教徒可

以上天堂”，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视。以“东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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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与危害》，载《新疆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以极端宗教为精神支柱，以恐怖

暴力、分裂、独立为手段，在行为上鼓吹实现被赋予

“真主意志”的伊斯兰教完美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

政教合一的“理想社会制度”，煽动并实施分裂国家

的暴力恐怖犯罪。他们在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场所，以

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实施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暴力

犯罪活动，制造恐怖，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 二)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及传染性

宗教极端行为披着宗教的外衣，针对基层信教群

众居住分散、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进行宗教极端思

想的传播，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例如，1996 年“东突”
组织在和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以

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维护少数民族利益”为

旗号，以维护族群利益、宗教利益为名，实施民族分

裂、宗教极端、制造舆论、混淆视听之实。以杀“异教

徒”为名，残忍杀戮当地党员干部。宗教极端分子将

贫富分化问题归因为“民族压迫”，将国家在新疆的

资源开发说成是“资源掠夺”，把推广双语教育说成

是“灭亡民族教育”，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污

蔑为汉族人的“殖民统治”。这样的口号及渗透方

式，一方面能激起一些狭隘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热

情，另一方面以为民族整体争取利益为掩护，能够欺

骗博取部分基层群众的信任与跟随。另一方面，宗教

极端行为拉拢了一些社会盲流、流氓村霸，胁迫一些

本无极端思想的群众参与极端宗教活动，裹挟其参与

进一步的极端行为。宗教极端行为通过这样的方式

使很多群众盲从其中，所造成的危害极大。
( 三) 导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危及宗教正常发展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样: “非法宗教活动的

泛滥，不仅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和进行犯罪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使得人们自

觉不自觉地将恐怖犯罪与该被利用的宗教相联系起

来”。① 宗教极端分子私办集体宗教活动、开设“地下

讲经班”，并非法组织朝觐、集中讲经点等非法宗教

活动，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孤立和打击

等手段，强迫群众不进清真寺而参加他们组织的非法

宗教活动。这对一些不了解宗教知识的一般群众本

就难以区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与正宗伊斯兰教的

关系，扭曲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基本认识，影响伊斯兰

教的正常发展。
三、宗教极端行为处罚界限不清，标准不明

由于宗教极端行为社会危害性大，我国在《反恐

法》( 草案) 起草说明中，在主要内容安全防范一节中

明确提出:“极端主义是当前我国恐怖主义主要的思

想基础，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禁止极端主

义行为。并对极端主义的定义、禁止的行为、现场处

置措施、法律责任及教育矫治做了规定。”其中第二

十四条规定了禁止实施的极端主义行为内容，第二十

五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对极端主义的处理方式，第二

十六条规定了村 ( 居) 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就读学

校、家庭、监护人、司法行政机关、民族宗教部门、教

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其主体和权限不同，有

权对其管辖内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人进行帮扶、教育矫

治和管理工作。第九十六条规定了对极端主义可由

公安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共列举了 14 项内容。
共同构筑了《反恐法》( 草案) 去极端化工作的法律依

据及处罚依据。
对此，《刑法修正案( 九) 》应对这一变化，将宗教

极端行为情节严重的行为入罪化。分别规定了宣扬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

破坏法律实施罪、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图书、音视

频资料罪、拒绝提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证据罪、
暴力胁迫他人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

饰、标志罪共五项内容。
《反恐法》( 草案) 中规定了对宗教极端行为的行

政处罚模式，《刑法修正案( 九) 》中规定了对宗教极

端行为的刑事处罚模式。通过两者比对可以发现，

《刑法修正案 ( 九) 》对涉宗教极端行为罪的法律规

定，其行为要件要求与《反恐法》( 草案) 中应受行政

处罚的宗教极端行为行为要件要求别无二致，只是后

者涵盖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换言之，同一行为，如

宣扬极端主义行为等共五项，按照《反恐法》( 草案)

规定应受到行政处罚，而在《刑法修正案( 九) 》的规

定下则可能被判为犯罪并受到刑事处罚。
《反恐法》( 草案) 对宗教极端行为做出的处罚规

定属行政处罚，《刑法修正案( 九) 》对极端主义的处

罚规定属刑事处罚，在如何处罚宣扬极端主义等五种

行为上，两者发生了冲突或称竞合现象。在此情况

下，如何处理出现这样的状况应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及

详细规定，可我们并无法从这两者及其他法律之中找

到实施细则和相关依据。因此，在实务工作中，如何

对上述五项行为科处相应处罚，何种情况下由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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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瑞生 马悦宸:“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及其预防”，教育部课题“中亚宗教与犯罪预防关系研究”( 项目批准号; 12XJJA820001)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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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处以行政处罚? 何种情况下进入司法程序处以刑

事处罚? 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将给基层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的处理带来挑战。
除此以外，此种竞合现象可能导致司法权弱化，

使对极端主义的处罚中以罚代刑现象多发，给嫌疑人

造成违法不如犯罪的导向，从而提高犯罪率，此种情

况同时损国家法律的公正和立法的严肃性。故而对

此五种极端主义行为罪与非罪，《反恐法》( 草案) 与

《刑法修正案( 九) 》出现了区别对待，如何厘定清楚

这两者 之 间 的 区 别 及 相 互 关 系，值 得 我 们 研 究 和

思考。
四、如何处罚宗教极端行为的建议

由于《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修正案 ( 九) 》对

宗教极端行为规定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模式，要解

决宗教极端行为罪与非罪的问题，我们应首先讨论其

并存的可能性。若无法并存，则在此情况下参考其他

行为发生责任竞合状况的处理模式，包括实体层面及

程序层面，并结合极端主义行为的特点，综合考量对

其得出准确结论。
首先，对宗教极端行为的不同处罚模式并存于

《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之中是否可并行。有的

研究者主张，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可以存在于同一起

案件中，理由是，首先，行政犯罪因同时违反了行政法

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所以其具有双重违法性。①

其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这两种处罚在形式功能及

性质目的上都不同。再次，由于两种处罚在形式和功

能上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合并可以弥补各自的不

足，以消除犯罪的不良后果。② 但也有学者主张，当

一个行政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原则上只能由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机关不能处罚后再移送

或共同处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原则上应

承担刑事责任，而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是司法机关，

这是司法统一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

本要求。③ 两者之分歧，在于前者更注重从处罚模式

的差异性角度分析，后者偏重从处罚体系的一致性角

度考虑。
笔者认为，对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可以并行规制

同一行为的观点值得讨论。首先，在理论层面，一事

不再理原则已经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纳，即对判

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

次起诉和审理。在对宗教极端行为的处罚过程中，若

《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修正案( 九) 》中的相关规

定并行不加改变的话，则可能导致对同一行为科处两

次性质不同的刑罚，这不仅严重侵害了行为人的人

权，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故而，在该

原则的支撑下，对宗教极端行为的处罚模式不应将其

置之于外而应纳入其中，以遵循一事不再理的一般原

则。其次，在实务层面像之前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允许

“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双重处罚”的情形，其在后

来的刑法修正案中被修改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无论

在理论层面还是实务层面，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举

的状况已经为我国立法所抛弃，而更加倡导单一的处

罚设置模式。
在此情况下，对极端主义的处罚应采单一的处罚

模式。而目前我国《反恐法》( 草案) 及《刑法修正案

( 九) 》都对宗教极端行为作出处罚规定，应如何取

舍? 我们可首先参考其他行为在类似状况下的规定

及处罚方式。
例如，针对盗窃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

损毁公私财物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同时《刑

法》第 264 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

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

以下 有 期 徒 刑、拘 役 或 者 管 制，并 处 或 单 处 罚 金

……”这一规定体现出我国法律对同一行为规定了

不同层级的处罚，对其中是否构成盗窃罪，依据司法

解释的现行规定，以数额为限，只有在盗窃行为中至

少造成公私财物受损 1000 元以上时，才可能构成盗

窃罪并被判处刑罚。换言之，若盗窃行为造成损失但

并未达到 1000 元的入罪标准，则只能以《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再如，针对斗殴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3

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

罚款……”同时《刑法》第 292 条规定:“聚众斗殴的，

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管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

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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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第 1 期。
韩瀚、汪海:《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适用》，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曹福来:《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仅对聚众斗殴

过程中“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

的”予以立案追诉。则在此情况下，若行为人实施了

聚众斗殴行为，但并未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

加聚众斗殴的，无论如何不能以《刑法》为处罚依据

而应以《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为 参 照 对 其 作 出 行 政

处罚。
通过观察上述两种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我们发

现，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区别和界限问题上，法

律并不能通过对行为方式的描述得以体现，而都通过

具体的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才能对其社会危害性程

度做出区分，从而决定对其是否有必要科处刑罚。而

在对极端主义行为的处罚规定中，我国我国目前所有

的法律，仅有《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修正案( 九) 》
对其做出了规定，并无相应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可以

借鉴，因而仅凭现有法律法规，无法对其作出有效区

分，判断其应受到何种程度处罚。
在此状况下，应当对宗教极端行为两种处罚模式

并行的状况作出变通，要么取消其一，要么设立界限

细则。从立法的科学性考虑，一种行为是否应当被科

处刑罚纳入刑法管辖，应将该行为社会危害性作为第

一考量标准。那么，要回答极端主义行为是否值得被

纳入刑法管控范围，从笔者在新疆的调研资料来看，

宗教极端行为在恐怖犯罪高发的新疆地区十分泛滥，

具有十分严重的危害性。宗教极端主义在思想上对

其遵从者做出指引，呼吁煽动其“圣战殉教进天堂”，

为建设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权而奋斗。在行为上具

体指示行为人如何与国家机关相对抗，如何破坏既有

社会秩序。在社会生活方面广泛渗透，强迫他人加入

其中，否则，就以多种方式对其进行迫害。① 恐怖犯

罪在此影响下也呈现出强烈的极端化特征，据调研，

暴恐犯罪作案人员均受到了宗教极端思想侵蚀洗脑。
故而将极端主义纳入刑法考量范围，对行为人科处刑

罚，使其受到刑事处罚是有必要的。
但要区分极端主义罪与非罪，就应当设定界限标

准。而在极端主义行为中，与其他行为相区别的是，

其不存在数额等一般区分界限，行为一经做出即完

毕，不存在可以量化考量的空间，故而界限的划分标

准应从其他方面考虑。从我国普遍遵循的“先刑后

民”“先刑后行”原则来看，将纳入刑法考量的极端主

义行为特殊对待，使其直接进入司法程序而无需受到

行政机关的处罚更为妥当。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反恐法》( 草案) 第八十

一条中增加一句，将“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部门进行侦查”，改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侦查部门进行侦查……”则在此情况下，不仅对极

端主义行为罪与非罪划出界限，维护了刑事立法的科

学性与严肃性，更体现出《反恐法》( 草案) 与《刑法》
在打击极端主义行为问题上的一致性与衔接性，从而

设置更全面科学的刑罚对其进行处置。
( 责任编辑 赵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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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种方式包括葬礼不许哭、婚礼不许笑、生病不探望、见面不握手、强迫他人不与其交流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