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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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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受西方敌对势力和周边国家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南疆与全疆、新疆与内地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存在

着明显的差距，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率、文化程度偏低，语言交流存在障碍是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原因，新疆特别

是南疆宗教狂热升温为宗教极端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应从实施免费教育和双语教育，规范宗教事务和宗教活

动，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民生建设等方面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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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宗教极端思想成为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和长治久安最主要的因素，暴力恐怖活动是

宗教极端思想外化的产物，宗教极端思想是暴力恐

怖活动的思想根源。新疆的宗教极端思想虽然披着

宗教的外衣进行暴力恐怖活动，但在本质上并不是

宗教，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活动。他们反对社会主义

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任何世俗化，主

张建立政教合一、宗教政治化的国家，鼓吹“圣战”用
暴力的手段推翻政府、杀害任何反对他们的人，制造

社会恐怖，破坏新疆稳定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根源

（一）外部因素：受西方敌对势力和周边国家极

端宗教思想的影响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和东西方交通要道的

中枢地带，与 8 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公里，这使得新疆的宗教问题往往和国际问题联

系紧密。与新疆毗邻的西亚、中亚一带由于受到以

美国为首西方的侵略和欺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
中亚地区一旦出现独立风波、伊斯兰教的狂热、暴
力恐怖活动等社会现象，都会对新疆的宗教和民族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为了争夺资源、进一步

遏制和削弱中国，利用新疆民族和宗教问题做文

章，把原教旨主义祸水引向新疆，境外分裂主义势

力以西方敌对势力为后台，加剧对新疆的渗透活动，

企图利用宗教来“西化”、“分化”新疆。伊斯兰教作为

一种跨国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间形成一

种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新疆对外开放的条件下

还会日益增多，境外的一些宗教组织通过各种渠道

不断派人来新疆宣传其观点、扩大其影响。新疆所处

的地理位置和外部环境，使新疆经常容易受外部宗

教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必须足够

重视境外宗教在新疆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二）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大，少数民族劳动力

就业率低

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原因，新疆与内地特别是

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仍有相当

一段的差距，而且差距在逐步拉大；居民的人均收入

水平低下，与全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区域内经济发展

不平衡，南北疆发展存在巨大差距，南疆四地州经济

社会发展滞后，人均收入与全国及北疆有着较大的差

距，全疆 80%的贫困县分布在南疆四地州，南疆的贫

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三地州，其中少数民族是贫困人口

的主体，占南疆贫困人口总数的 98%以上。同时新疆

还存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数据显示，新疆最贫穷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口

占比高达 96%，而新疆最富裕的克拉玛依市汉族人

口占 75%，和田地区 2013 年的人均 GDP 与克拉玛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 年 07 月

依市相差近 30 倍。明显的差距和对发展的期许形成

的落差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发展的信心。
维吾尔族 15 岁以上人口中的产业工人比重持

续下降，尤其是 2000 至 2010 年间，维吾尔族产业

工人比例从 5.89%下降到 4.55%，实际人数也从

26.5 万人下降到 24.9 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 15
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 134.8 万人增加到

177.7 万人，增幅为 31.6% 。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快速推进却没有带来人口 1000
多万的维吾尔族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反而是未就

业人口的增加，维吾尔族社会难以顺利实现现代化

发展。很多维吾尔族年轻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主动性

不高，在社会上游手好闲，也不愿意选择外出打工，

越来越边缘化和封闭。民族学生由于经济困难初中

毕业后即中止学业的比率非常高，而上了高中及大

学的民族生也有大量的就业困难现象，这些青年人

又不愿意向父辈那样在家务农，因此处于无人教育

和管理的状态，极易被三股势力拉拢和利用。
（三）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语言交流存在障碍

双语教育在新疆虽然已经推行多年，但是由于

多种原因双语教育的推行效果并不明显。和全疆相

比南疆地区中小学、中职以及高等教育的受教育人

口比例较低，很多维吾尔适龄儿童在小学、初中就

辍学，上高中、大学的比较少，很多在农村的青少年

由于缺少机会和汉族交流，汉语水平很低，也不了

解汉族的文化和传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语言的

障碍阻碍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交流了解，相互之间

也缺乏信任，容易引起隔阂。维吾尔群众更多喜欢

关注同民族、同一宗教信仰的文化产品，在以汉语

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享受不到当今社会中丰

富的文化书籍和影视作品，这种文化荒漠现象给了

境外极端宗教组织印制的非法宗教读物、有关“圣

战”的视频可趁之机，在边境地区通过天线可以收

到 100 余个突厥语系的频道，这些内容对于维吾尔

族群众来说没有语言障碍，可以满足他们对文化生

活的需要。语言障碍妨碍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交

流与情感沟通，在民族关系出现裂痕时，语言交流

的障碍使得仇视情绪被放大，并且这种民族关系易

被少数有极端宗教思想和民族分裂意识的人利用。
文化荒漠现象以及特殊的地域环境，使得极少数有

挫折感及认知失调的个体易于接受境外民族分裂

及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而滋生暴力恐怖犯罪思想。

二、新疆伊斯兰教的新变化

新疆的信教群众多、信教的民族多，我国信仰

伊斯兰教的 10 个民族在新疆均有分布，穆斯林群

众占全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南疆信教群众达

90%以上，喀什、和田两地区达 95%以上。新疆的宗

教教职人员 30 100 多人，清真寺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2 000 多座发展到现在的 2.43 万座，占全国清真寺

的 2/3 以上。伊斯兰教是目前在新疆传播范围最广、
影响最大的宗教，与信教民族的宗教生活和风俗习

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宗教氛围日益浓厚

新疆清真寺的数量、密度和人均拥有量都已远

远超过了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伊朗等传统的伊

斯兰国家，其绝对数量是中亚 5 国清真寺总量的近

5 倍，是世界上清真寺最多的地区之一。新疆清真寺

己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宗教活动的需求，这就为分裂

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和反

动宣传提供了场所。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

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南疆

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

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

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在南

疆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而清真寺的作用

却不断被强化，人生最重要的几件大事一些人已经

只认阿訇不再找政府了，维吾尔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开始慢慢远离群众的生活。
（二）宗教信仰更加虔诚

宗教活动正在成为新疆穆斯林群众生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群众做礼拜的人数越来越

多、热情越来越高，封斋的人数逐年增加，普通信教

群众几乎每年都封斋一个月，党员、干部和学生中

也有部分人封斋，伊斯兰信教群众的朝觐愿望和热

情不断高涨，每年要求参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

近年来朝觐人数每年保持在 2700 人左右，新疆赴

沙特朝觐的人数累计已超过 5 万人。不仅年长者注

重宗教礼仪，年轻人也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情

感，特别是在南疆农村表现的更为突出。
（三）宗教活动持续升温，价值判断趋向宗教化

近年来新疆的一些地区的宗教活动不但次数越

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跨地区参加宗教活动的

现象难以禁止，宗教氛围不断升温，严重影响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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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正常生活，同时也干扰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非法宗教活动仍屡禁不止，非法宗教活动场所

平均每年查处数百处，且有 96%的宗教极端、民族分

裂、暴力恐怖团伙被消灭在预谋之中、行动之前。地下

学经点、讲经点比过去更加隐蔽，开始转向城市中心

和城乡结合部活动，异地学经讲经现象突出，青少年、
女性开始出现在地下学经点，给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带

来新的挑战。把宗教教义作为判断一切价值的准则，

把人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把物品分为清真和非清

真，把朝觐归来的人奉为英雄。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

思想慢慢渗透到穆斯林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最为

典型的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

真）的区别。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极端的手段来逐步侵

蚀和消弭维吾尔族的传统宗教文化，以达到重塑地方

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目的。

三、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策略

（一）实施免费教育和双语教育，引导青少年自

觉抵御宗教极端思想

中小学生和社会闲散待业青年是宗教极端势力

利用非法宗教活动培养的重点目标，所以一定要加强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针对南疆学龄孩子上

学很随意、双语水平低，少数民族家长对教育普遍不

够重视等问题，国家、自治区应该对少数民族的教育

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

送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由国家全面托

管、免费教育、双语教育。由此产生的吃、住、学习等费

用应由国家财政统负担，通过学校的课程安排对少年

儿童加强马克思“五观”的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抵制极端思想的教育，帮助他们认

识到宗教极端的反动本质。加强对南疆少数民族文

化、语言、文字的保护和发展，通过鼓励对本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来淡化宗教氛围，大力宣传

现代文化、弘扬新疆精神，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国

家意识和公民意识。针对初中毕业未考入高中的学生

应全部安排到专业技术学校免费培训，掌握技术毕业

后全部安排工作。对于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管理要依托

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积极为他们谋求职业，组织他

们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增

强少数民族青年的幸福感和自信心。
（二）完善立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规范和管理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学校、商场、车站、广场等

公共场所禁止蒙面纱、穿吉里巴甫、蓄大胡子，禁止

在公共场所从事宗教活动，对超出人口、区划面积、
地理环境等标准建的清真寺应拆除，每个自然行政

村最多只建一个清真寺，清真寺的面积、造型、高度

应由政府制定严格的统一标准，需要新建的应由政

府严格审批，并安排专人统一管理。对清真寺的开

放时间也应严格规定，只能在重要的节日、婚丧嫁

娶、每周的主麻日等时间点开放。出版一定数量的

合法宗教刊物，制作符合穆斯林文化、宗教特点的

影视作品，来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阅读需要占领文

化市场，同时可以冲击从阿拉伯国家流入到新疆市

场的古兰经诵读器，从正面来影响信教群众的思

想。教职人员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培养并取得政府指

定的资质，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并给予一定的报

酬。政府相关部门对教职人员在清真寺的讲经内容

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依法严肃处理无资质教职人员

的非法讲经传教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宗教事务

和管理中的作用，改变基层党组织和清真寺“寺管

会”在公共服务和宗教管理“两张皮”的现象，加强

和改善基层组织对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的领导和

管理，密切基层组织和党员与信教群众的联系。
（三）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民生建设

解决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

发展经济，让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和成果。通过经济发展缩小新疆和内地省市、南疆

和北疆、各民族之间生活上的差距，加大对南疆特

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通

过扩大产业领域来增加少数民族的就业，让更多的

少数民族群众和信教群众加入到现代化的生产中

来，打破一些地区长期的封闭或者半封闭状态，加

强南疆与北疆之间、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

系，让宗教极端思想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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