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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中国国务院信息中⼼心，⼀一个以对外宣传为其宗旨的部门，发布了题为《中国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与政策》1 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正值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强势推进

其影响全部教徒的宗教 “中国化”运动；⽩白⽪皮书声称，宗教必须“找到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之

宗教思想；”当然，政府拥有解释什么是中国现实之最后决定权；中国政府⼀一直就在寻求

控制宗教，正如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所揭⽰示：维吾尔⼈人⼀一直就是中国侵蚀维吾尔⼈人宗教⾃自

由权之政策打压对象。2 

维吾尔⼈人权项⽬目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通过的许多司法规范，是中国

政府将宗教完全纳⼊入其控制的新战略，同时向宗教信仰渗透同化因素“中国”⽂文化，特别是

向“外来”宗教，如伊斯兰和基督教；这将对维吾尔⼈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维吾尔⼈人

传统的宗教信仰从未收到过中国影响；这意味着维吾尔⼈人保留其⽂文化⾝身份的权利将被进⼀一

步剥夺；尤其是，当局特将维吾尔⼈人当作威胁就是由维吾尔⼈人信仰⽽而来的，同时，也是中

国政府将成千上万维吾尔⼈人未经司法程序⽆无限期关进再教育集中营背后的主要原因。 

强化宗教⽴立法 

这⼀一⽩白⽪皮书的发布正逢今年 2 ⽉月份起实施的对国家 2004 年通过宗教法的新补充，3（可在

中国司法翻译⽹网参看⾮非官⽅方译⽂文 4）；新法规除了继续政府对宗教⽣生活的严密控制、禁⽌止

党员信教外，还加进了政府要“积极引导”宗教去适应社会主义，以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宗教实践⼀一部分的语句（该法第四条款）；特别针对东突厥斯坦的宗教法规实在

2015 年通过的，凸显政府企图控制维吾尔宗教信仰的企图。5 

2015 年的地⽅方宗教事务条例并不是当局企图控制维吾尔⼈人的唯⼀一证据。⽩白⽪皮书指出，“国

家采取措施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传播、蔓延，同时特别注意防⽌止把暴⼒力恐怖活动、宗教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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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联系在⼀一起。”6 然⽽而，当东突厥斯坦成为唯⼀一通过《实施国家

反恐怖主义法实施细则》7 的地区时，很难避免不得出维吾尔⼈人被当靶⼦子的结论。如果国

家级法律将宗教划定为是恐怖主义思想的根源的话，则地区法通过所谓“歪曲清真概念”之

规定，进⼀一步将伊斯兰作为了打击⽬目标。宽泛和模糊的解释被⽤用于强化对该地区的打压。

东突厥斯坦，以成⽴立领导⼩小组，消除各级政府“极端主义”之名，将怀疑到的维吾尔⼈人送进

“再教育集中营”，再次成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目标。8 宗教信徒，和

那些不使⽤用⼿手机、被释放⼈人员、上了“⿊黑名单”及海外有亲属者⼀一样，是需被监禁五类⼈人员

之⼀一。9 

中国化运动 

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并不新鲜，⾃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如此。然⽽而，所谓的

中国化运动，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政权将中共控制重新渗⼊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企图。

在 2016 年的⼀一次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给出了其“积极引导”包括的含义：引导宗教信

徒热爱祖国和⼈人民，维护中国统⼀一，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利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华⽂文化，将信仰与中华⽂文化融合在⼀一

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10 近期⽩白⽪皮书再次重申上述⽬目标；这可以说是试图

将不同的宗教传统同化，并将宗教变成⼀一个服务于国家民族主义的附属；对维吾尔⼈人来说，

这尤其令⼈人不安。 

强调宗教的“中国化”是官⽅方控制宗教的⼀一个新提法，这和政府⾼高调赞美中国“优秀⽂文化”，

包括古典传统及“⽂文化⾃自信”有关。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2017 年 9 ⽉月，五个获得官⽅方

认可宗教的领导⼈人集体表⽰示：他们“确实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求“；11 ⽤用中国佛教协会

会长的话说，这意味着利⽤用中国⽂文化阐述⼀一切宗教原则，阻断外来宗教与原初⽂文化源头的

联系； 2015 年，在⼀一次采访中，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采访中，以特别赞美道教

和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代的普及所做出的贡献⽽而加以证实。12 

“外来”宗教因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及中国古典思想⽽而被肯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

今年 3 ⽉月在⼈人民政协的讲话中以“中国化”给出了当局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政策指向。他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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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穆斯林的使⽤用汉语、汉化服装和采⽤用汉姓以及使⽤用中国思想之作发；并指出，在清代，

穆斯林学者教导说“”正确的道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而且，他们对伊斯兰

教和儒家学说的掌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Max Oidtmann 翻译 14）。总⽽而⽽而⾔言，就是

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服从和奉献; 杨发明的讲话指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提倡如下： 

1） 倡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清真寺；2）倡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清真寺；3）

倡议《穆斯林爱国主义教程》进清真寺；4）倡议宗教礼仪、宗教⽂文化、宗教建筑

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倡议伊斯兰教界将批驳和防范宗教极

端主义作为解经⼯工作的重中之重，祛邪扶正、正本清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回族及其与汉族社会的融合得到了特别肯定。维吾尔⼈人以

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还未被“中国化”。伊斯兰教在中国实践的不同被当局视为是问题。正

如新疆师范⼤大学⼀一位学者在“中国民族报”上撰⽂文指出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伊斯兰教

与内地省份不同，并未完全“中国化”，儒教或“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不⼤大。“16 引⽤用官

⽅方观点，这位学者继续指出：”强势引导新疆伊斯兰教朝着中国化⽅方向发展极为必要。“17

他以赞美历史上的回族思想家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中国化的范例；在不提维吾尔⼈人的情况下，

建议指出：汉语在该地区的不普及，以及外国试图“阿拉伯化”和“突厥化”为⽬目的的渗透，

是“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障碍。  

令政府⽇日益担⼼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清真寺建筑中所谓的“外国”因素，当局忧⼼心这种因素构

成“阿拉伯化”或“沙特化”，为确保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中国官⽅方伊斯兰教协会召开

了关于加强清真寺建设的思想指导和标准化管理的讨论会。182014 年开始，温州和其他地

⽅方教堂的⼗〸十字架被拆除的新闻报道出现了，19 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清真寺和其他地区的清

真寺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圆顶和新⽉月尖顶被移除; 此外，⼤大型宣传海报被放置在清真

寺建筑内外，取代了古兰经经⽂文段落。新⽉月尖顶，甚⾄至具历史意义的喀什噶尔艾提尕尔⼤大

清真寺的尖顶也被移除。根据最近到东突厥斯坦旅游回来学者的陈述，社区⼩小型清真寺 20

和圣徒墓所 21 也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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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库 尔 勒 清 真 寺 2011

年的外观 

下：该寺今天的外观；圆

顶 和 新 ⽉月 尖 顶 被 移 除 ；

“爱党、爱国”的标语置换

了“真主是唯⼀一的，穆罕

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古

兰 经 》 段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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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作⽤用的强化 

政府控制清真寺⼀一直是东突厥斯坦的现状；宗教领导⼈人必须正式注册并接受官⽅方培训。与

其他维吾尔⼈人被送到中国内地接受教育的模式相呼应，统战部和其他政府机构也开始送维

吾尔宗教⼈人员到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官⽅方历史和现代社会观的教育。222016 年，国家宗教事

务局因对宗教信仰管控不够⽽而受到批评，今年，其被统战部门收购，这使得统战部得以直

接管控民族和宗教事务。24 这也是中共强化对政府机构实施管控的⼀一部分，以便中央领导

层的命令得到更直接的贯彻。去年，统战部在维吾尔⾃自治区新设了⼀一个局，以“协助、协

调及监督中央政府在该地区决策的执⾏行情况。”25 

现在，维吾尔伊玛⽬目⼤大批的被送到中国内地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属于

源⾃自于中原中国之“五千年“⽂文化。培训中⼼心强调学习汉语的必要性，认为没有汉语知识，

就不懂政府的政策、就⽆无法服务宗教社区、⽆无法与时俱进、⽆无法理解科学技术和获得重要

信息，⽽而且也⽆无法为新疆发展、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26 离开时，他们承诺学习习近

平重要讲话，协助维护伊斯兰教中国化⼤大⽅方向，保证政治上可靠。这运动应该可以被看作

是中共当局⼏几⼗〸十年来试图对维吾尔⼈人进⾏行同化政策的延伸和扩展。27 

每周举⾏行的升旗仪式、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爱国歌曲，取代祈祷呼声，引发了

清真寺内政治内容的泛滥。神职⼈人员将其在政府爱国主义课堂学来的指⽰示转授于信徒，⿎鼓

励信徒学习中⽂文，并在寺内外悬挂宣传横幅。据报道，这导致清真寺礼拜⼈人数，即使是在

重⼤大节⽇日也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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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一个便民警务站警员举着“坚决拒绝宗教、不信仰宗教“的横幅。原图发表在习五⼀一微博 

 

删除公共场所及私⼈人领域宗教 

政府⼀一直在强化对⾮非官⽅方渠道以外任何伊斯兰教研究，摧毁任何⾮非官⽅方宗教学校，30 并严

厉惩处在⾮非官⽅方地点礼拜⼈人员。31 妇⼥女、未成年⼈人、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严禁⼊入寺的政策，

意味着⼈人⼜⼝口的⼤大部分已被排除在⽩白⽪皮书所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外，特别是考虑到政府严

厉惩处⾮非官⽅方清真寺以外的宗教礼拜，及收缴宗教书籍之做法。 

控制宗教信仰的运动也延伸到了海外; 在海外留学的维吾尔学⽣生⾃自去年初开始成为以评估

其政治观点为幌⼦子的打压，特别是在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学习的学⽣生。他们被埃及安

全部队拘押，由中国学⽣生、学者机构的领导，及其他中国官员审讯他们对古兰经和宗教实

践的知识。那些回国的学⽣生被警⽅方抓捕，有报道称，有⼏几⼈人在监禁中因不明原因死亡，33

⽽而其他如，布再娜甫阿⼘卜杜热西提经秘密审判被判处重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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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自治区技术监督局官员在⼀一个“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基地“观看⾮非法宗教物品 

政府试图在维吾尔⼈人⽣生活之公共场合和私⼈人领域清除宗教信仰。2017 年末，有关维吾尔

⼈人家庭被搜⾮非法宗教物品的报道开始出现，搜查物品包括祈祷毯、古兰经铭⽂文装饰物品及

任何带有星⽉月符号的物品，被搜查到的上述物品上缴政府。36 专门⽤用于存放“三⾮非⼀一品”

（⾮非法宗教出版物，包括没有出版号的书籍、图⽚片和⽇日历、⼿手抄读物、服装珠宝、互联⽹网

下载的⾮非法⾳音像、爆炸物和超过⽣生活所必需的尖锐器物）的箱⼦子也已出现在该地区；承诺

⾃自动上缴上述物品者当局不予追究。37 ⽩白⽪皮书声称古兰经已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和其他突厥

语⾔言，但报道指出《古兰经》和其他宗教书籍也被从家中抄⾛走。此外，82 岁⾼高龄的学者

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官⽅方许可下将《古兰经》译成维吾尔语的伊斯兰学者，于 2017 年

年底与其家⼈人⼀一起被拘留，死在拘押中。39 当局⾄至今没有向公众宣布他的死亡，也未透露

死亡原因。 

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当局对宗教的管控⽐比以往更容易、更具侵⼊入性；全体民众被要求在其⼿手

机及其移动设备中安装被称为“净⽹网“的应⽤用程序，改程序将所有的数据都传输到政府中央

服务器，在那⾥里数据被扫描以发现⾮非法内容。警察在街上随意审讯公民是否安装了该程序。



	   8	  

有报道称，有⼈人因为其⼿手机内容⽽而被判刑⼊入狱。⼀一位在美国留学的维吾尔学⽣生陈述其在回

国探亲期间被抓捕拘押时，在⼀一个拘留中⼼心遇到⼀一名 60 多岁被关押男⼦子，他因与⼥女⼉儿在

⼿手机上分享宗教内容⽽而被六年重刑。41 

⼀一个针对维吾尔传统的强势同化运动 

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传统的做法，使其声称⿎鼓励宗教本地化成为谎⾔言；政府所谓的⿎鼓励

宗教本⼟土化，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允许维吾尔⼈人和其他实践其⼏几个世纪来延续的传统，⽽而是

强化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力。⽩白⽪皮书声称，“正常的宗教信仰”受保护，但政府定义正常信仰

的权威，意味着政府拥有任意阻⽌止公民以其喜欢的⽅方式实践宗教。 

政府已经禁⽌止了维吾尔⼈人许多据本地特⾊色的宗教习俗，例如在全东突厥斯坦境内延续很长

时间的圣徒墓朝拜⽇日。⽂文化⼤大⾰革命后，圣徒墓朝拜⽇日曾开始复兴，但从九⼗〸十年代后期，⼀一

个接⼀一个地被禁⽌止；根据学者观察：⾄至 2013 年，所有据本地特⾊色节⽇日都不被纪念。这些

充斥歌舞的节⽇日，本来是温和伊斯兰教本地化的突显。当局对维吾尔⼈人⼤大规模聚集的担忧，

使他们确认任何不处于其控制的宗教实践都是⾮非法。政府声称的要推动宗教“本地化”，实

际上并不不意味着真的是要发扬地⽅方传统，⽽而是要“汉化”，包括渗透中国古典思想和“先

进社会主义⽂文化”；政府甚⾄至正在抛弃名义上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之承诺，越来越强势地

实施同化政策。将汉⼈人思想和⽂文化传统强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包括那些从未受

汉⽂文化影响过的公民，并⾃自上⽽而下强加⾃自我编造的⼤大⼀一统⾝身份认同，上述表明，中国的政

策正在⾛走向令⼈人不安的、对其他少数民族极具危险后果的民族主义族⾛走势。 

婚礼和葬礼等常见仪式也正受到政府的⼲干涉。反极端化法规认定对婚礼和葬礼的“⼲干涉”是

⾮非法极端主义活动，但却没有界定什么事“⼲干涉”。当局监视维吾尔仪式中任何认为可疑之

⾏行为，如不在葬礼上哭也被视为可疑；当局在去年五⽉月发布了禁⽌止使⽤用的婴⼉儿名单，其中

包括穆斯林常⽤用名如穆罕默德、法蒂玛等；43 现在经常有维吾尔语报纸定期发布更名⼴广告。
44 据报道，现在当局正在扩⼤大丧葬的控制，在⼀一些村庄设⽴立中央墓地，以⽕火化⼫尸体阻断传

统埋葬。45 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实施极其细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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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发布，于 2017 年更新的 75 个极端主义迹象清单中包括了婚礼和葬礼上所谓的⾮非法

活动；其声称，极端主义最初表现为拒绝官⽅方宗教机构和拒绝参与 “正常” 宗教实践，意

思是拒绝进⼊入官办清真寺。在斋⽉月期间关闭餐厅，带有任何带星⽉月或突厥斯坦旗帜物品，

教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或乌尔都语，不在葬礼上哭、穿⽩白⾐衣，不在婚礼上唱歌、跳舞、喝

酒，拒绝政府宣传等都进⼊入了极端主义名单；上述表现中的任何⼀一项⾜足以使官员确认该⼈人

应该被送进再教育营。47 

根据少数⾛走出“再教育集中营”并敢于说出真相者的陈述，根除维吾尔⼈人宗教信仰是“再教

育集中营”的主要⽬目标。⼀一名⼊入籍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在返回中国出售⾃自⼰己的房产时被抓捕

拘押与“再教育集中营”；他被审问有关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是否每天礼拜。他被拘押

集中营中许多囚犯也都是因宗教信仰⽽而被关押，他揭⽰示说集中营的教育内容包括“不做穆

斯林”。48 任何有宗教信仰嫌疑者都会成为政府⼯工作队要送进集中营的⽬目标。49 

即便任何伊斯兰信仰的表达空间都被清除，且有数⼗〸十万⼈人因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高压限制规

定⽽而被送进集中营，但同化维吾尔⼈人的步伐还在继续以加速度推进。维吾尔孩⼦子被迫以所

谓“促进传统⽂文化”之名义，穿戴“汉服”背诵儒家和道教古⽂文。50 此外，政府在防范维吾尔

⼈人斋⽉月封斋的同时，开始强势推进如春节之类的汉⼈人节⽇日庆祝活动，今年派汉⼈人⼯工作队进

驻维吾尔族家庭，⽬目的就是确保维吾尔⼈人也过汉⼈人节⽇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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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的维吾尔孩⼦子在穿着汉服朗诵古⽂文强化“中国⾝身份”52 

总结 

中央政府对⽬目前针对维吾尔⼈人的运动⾃自始⾄至终是⽀支持的；与统战部有⾪隶属关系中国政协现

任主席汪洋，最近在视察东突厥斯坦时讲话说：地⽅方当局对“三股势⼒力”的⾼高压使社会更加

安全，减少了极端分⼦子渗透，使各族⼲干部群众更安全；并表⽰示“现⾏行政策必须继续试验和

完善，以便研究找出最有效⽅方法并使之常态化”53。他强硬表⽰示⽀支持坚持正确思想，旗帜

鲜明地批判“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错误思想，增强社会正能量，坚定地占

领舆论和⽂文化前沿阵地。他宣扬中央的“消除贫困”运动将能防范极端主义，强调党领导⼀一

切的重要性，包括继续⽀支持巩固扩⼤大兵团⾄至东突厥斯坦南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 

作为努⼒力将维吾尔⼈人融⼊入中国认可的中华⾝身份的⼀一部分，政府似乎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

清除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 “汉化”运动正在影响着中国境内所有的信徒，但维吾尔⼈人因

其独特的民族⾝身份⽽而成为针对⽬目标；再教育集中营是中国政府企图以武⼒力消除维吾尔⼈人宗

教信仰所采取所有政策中，⾄至⽬目前为⽌止，超过了其他任何政策的最极端⽅方式。正直中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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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规模镇压时发布的宗教⾃自由⽩白⽪皮书，也并未试图解释说维吾尔宗教信徒真的有权按照

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实践其信仰，⽽而是说他们必须“服从，并为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服务......⽀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把宗教教义规范与中国⽂文化相结合“54。

这⼀一同化运动正在东突厥斯坦境内以再教育集中营拘押数⼗〸十万维吾尔⼈人的极端暴⼒力形式开

展。 

以侵犯维吾尔⼈人宗教⾃自由权利，并以中央认可的“汉化”宗教取代维吾尔⼈人宗教实践，不仅

是侵犯⼈人权之⾏行为，⽽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宪法保障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国宪

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第 36 条），禁⽌止“歧视和任何民族压迫”，并保障使⽤用本民族语⾔言

及延续习俗的权利（第 4 条）55；此外，宗教法规，“汉化”同化运动以及根据维吾尔⼈人的

种族和宗教⾝身份进⾏行的⼤大规模监禁，都是对维吾尔⼈人⼈人权和⽂文化权利的践踏，并与中国政

府侵犯其⾔言论、集会和迁徙⾃自由权利直接相关；上述基本⼈人权在《世界⼈人权宣⾔言》、《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都有陈述。国际社

会应强烈谴责中国对这些权利的恶意侵犯，采取⾏行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结束其同

化政策，改变现⾏行政策，保障维吾尔⼈人的传统⾝身份，包括宗教和语⾔言⾝身份。中国政府⽬目前

的政策，尤其是极端的使⽤用再教育集中营政策，正在使维汉关系⽇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应该

预料东突厥斯坦⼈人权状况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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