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UMAN RIGHTS INSTITUTE, SWUPL 

 

 

 

 

 

 

新疆的反恐与去极端化 

——以“中国电文”为样本的研究报告 

 

 

 

 

 

 

 
2019 年 12 月 6 日 



2 
 

  

近期，美国《纽约时

报》与国际记者调查同盟网

站相继报道，就中国新疆地

区反恐、去极端化等相关工

作提出了所谓“实质性”的

指控。11 月 16 日，《纽约

时报》专栏作家奥斯汀·兰

泽和克里斯·巴克利以“泄

密文件”为题，渲染了从中

国“匿名人士”处获得的

403 页内部文件；11 月 28

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网站，又以“中国

电文”为题，公开了 5 份由

“海外人士”提供的中国政

府内部“机密文件”。 

上述两起“泄密文件”

的报道，被西方媒体跟风炒

作，这些所谓的“机密文

件”被神秘地统称为“中国

电文”。就“中国电文”的

内容本身而言，却提供了一

个比对和分析的样本，其中

反映出西方媒体对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工作的“三大

谬误”：一是无视“恐怖主

义”危害的国际共识；二是

对中国政府反恐立场的严重

歪曲；三是对新疆地区反

恐、去极端化工作的任意想

象。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

公敌，是国际社会共同打击

的对象，是世界各国人民和

政府努力消除的毒瘤，国际

社会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

并催生了一系列联合国人权

保障框架下的国际条约。恐

怖势力通过暴力、破坏、恐

吓等手段，肆意践踏人权、

戕害无辜生命、危害公共安

全、制造社会恐慌，严重威

胁世界和平与安宁。极端主

义思想是恐怖主义的催化

剂。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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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极易催生暴力恐怖行

为。 

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对

任何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

动，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

依法严厉打击。这是作为主

权国家鉴于国家安全与公民

自由价值之间的必然措施，

是国家法治体系与社会治理

政策的高度统一。 

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

新疆地区深受民族分裂势

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

怖势力的叠加影响，暴恐事

件频繁发生，而且波及到内

地其他地方，对各族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威胁，

中国始终秉持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宪法原则，始终坚持联

合国核心条约框架下打击恐

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

旨和原则，依法开展反恐怖

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积极

倡导和推进反恐怖斗争国际

合作机制。 

新疆所采取的一系列果

断措施，不仅走出了传统意

义上的“消极反恐” “坐

等危险” “事后蔓延”的

被动格局，也不苟同某些西

方国家所采取的“先发制

人” “战争模式” “附带

伤害”的单边反恐策略，而

是在完整的国家反恐战略背

景和去极端化法律体系的保

障下，依法开展打击恐怖主

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遏

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

头，广泛开展反恐与去极端

化的国际合作，最大限度保

障了在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

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各民族

利益、实现社会治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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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维护民族团结的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新道路。 

基于“中国电文”的系

列文本，本报告将围绕以下

问题展开分析： 

一、新疆反恐、去极端

化的现实依据 

《纽约时报》在报道

“中国电文”的背景预设

是，新疆是中国的“异

域”，这里的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在

遭受中国政府的“压迫”，

将新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的暴力恐怖袭击，描述为反

抗政府“管控”的激进行

动，并无视分裂主义在新疆

民众中所造成的现实危害。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

于亚欧大陆腹地，著名的

“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

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悠久

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作

为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

式，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经济

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

荣发展时期。新疆地区既是

新疆各民族的家园，更是中

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

分。新疆地区历来是多民族

聚居地区，已有维吾尔、

汉、哈萨克、蒙古、回、柯

尔克孜、满、锡伯、塔吉

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

塔尔、俄罗斯等 56 个民族

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族人

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

格局。新疆地区历来是多种

宗教并存的地区。一教或两

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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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

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等

民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

是其唯一信仰的宗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受国际形势变化和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全球蔓延的影

响，境内外“东突”势力加

强勾连，扬言通过发动“圣

战”建立所谓“东突厥斯

坦”国家。这些民族分裂主

义、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打着

民族、宗教的幌子，在完全

违背宗教教义的前提下，把

极端思想与宗教捆绑在一

起，与广大信教群众捆绑在

一起，与社会生活捆绑在一

起，煽动、教唆信教群众抵

制政府管理；鼓吹把一切不

遵循极端做法的人都视为异

教徒、宗教叛徒、民族败

类，煽动辱骂、排斥、孤立

不信教群众、党员干部和爱

国宗教人士；否定和排斥一

切世俗文化，宣扬不能看电

视、听广播、读报刊，强迫

葬礼不哭、婚礼不笑，禁止

人们唱歌跳舞，强制妇女穿

戴蒙面罩袍；泛化“清真”

概念，抵制现代化，不仅在

食品上，而且在药品、化妆

品、服装等物品上都打上清

真标签。他们利用群众朴素

的民族宗教感情，煽动宗教

狂热、大肆散布宗教极端思

想，蛊惑煽动群众，实施暴

力恐怖活动，以达到其民族

分裂的目的。一些人听信了

“圣战殉教进天堂”的邪

说，变成了完全受其精神控

制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甚至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

鬼。自 1990 年至 2016 年

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

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

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

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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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

普通民众遭到疯狂残害，宗

教人士被残忍杀害，公共安

全受到严重危害，政府机构

被公然袭击。“三股势力”

蓄意制造大量社会暴乱、骚

乱，给新疆各族群众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恐惧阴影。 

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

极端势力与恐怖势力长期以

来大肆歪曲、编造、篡改新

疆历史，夸大民族间的文化

差异，煽动民族隔阂和仇

恨，鼓吹宗教极端，并实施

了大量分裂暴恐罪行。这一

切，都是对现代文明的否

定，都是对人类进步的破

坏，都是对人权的粗暴侵

犯。如果中国政府对此不闻

不问、放任自流，或者采用

所谓“消极”反恐方式，势

必造成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

势力在该地区的失控，这将

是对无辜公民人权的最大伤

害，是对中国各族人民的最

大伤害，是对世界和平与进

步事业的最大伤害。 

二、新疆反恐、去极端

化的法律依据 

    无论是《纽约时报》

“文学纪实”式的报道，还

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证

据”展示，都无一例外地提

出了以下质疑：第一，“中

国电文”中显示，部分家庭

的假期返乡学生回家才得知

自己的家人正在接受去极端

化的教育培训，因此可推

论，这些接受培训的学员是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之下进

行的“非法拘禁”；第二，

部分“电文”显示的所谓

“防止逃跑”的关键词，可

以推论，新疆正在进行“强

制性的迫害”；第三，“电

文”中一条极其模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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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尽收”，就可以推论

新疆正在进行“无限扩大化

和无差别的”反恐行动。上

述问题充分暴露了西方媒体

对中国反恐、去极端化工作

的法治原则、立场、程序的

无知，也是对中国在这一领

域已有的法律体系、法治能

力和国际合作机制的选择性

失明。 

中国支持《联合国全球

反恐战略》的各项倡议，支

持联合国秘书长题为“团结

起来消灭恐怖主义：关于制

定全球反恐战略的建议”的

报告所做出的声明。中国新

疆在反恐、去极端化过程

中，始终坚持如下基本原

则： 

一是依法反恐。中国积

极响应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签署或加入了 12 项反

恐公约。中国还制定了反恐

怖主义法、国家安全法，修

改和完善了刑法、刑事诉讼

法等法律，构建了以宪法为

核心，由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法律解释组成

的反恐、去极端化法律体

系。 

二是惩防结合。中国既

坚持依法严惩少数严重恐怖

犯罪、极端主义犯罪，又坚

持预防为主的反恐、去极端

化工作方针，积极预防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的发生。 

三是宽严相济。对少数

有严重犯罪行为的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分子，依法予

以严惩。对大多数受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影响，有轻微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的

人则予以宽大处理，避免短

期自由刑给他们带来的不利

影响。 

四是标本兼治。打击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违法、犯

罪行为，是治标之举。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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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蔓延的

根源，着力从源头上消除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才是治

本之策。 

五是禁止歧视。中国反

对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

特定国家、地域、种族、民

族、宗教挂钩，禁止一切基

于地域、民族、宗教的歧视

性做法，坚持在反恐、去极

端化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

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那么，中国对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行为的界定是

否有法定的依据呢？ 

中国法律把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规定为违法行为、

犯罪行为两类，并规定了不

同的处理程序：1.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违法行为由公

安机关查处。公安机关经调

查认为有违法行为的，对违

法人员予以罚款、拘留等行

政处罚。被处罚的人不服

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2.恐怖主义

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法院审判。公安机关经

过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

行为构成犯罪，符合起诉条

件的，应当移送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经过

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

为构成犯罪的，有两种处理

办法：（1）对于其中情节

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

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

的决定；（2）对于其他符

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则应当依法提起公诉。人民

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案件经过审判，对构成犯

罪、需要判处刑罚的被告人

定罪、处刑。在整个刑事诉

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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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的辩护权、上诉权等诉

讼权利受法律保护。 

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分子是否可以实施

帮教、安置教育措施呢？这

样的帮教、安置教育措施是

否需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

呢？ 

中国的反恐、去极端

化，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

治的原则。仅仅对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违法、犯罪行

为人予以行政处罚、不起诉

处分或刑事制裁，一罚了

之、一放了之、一判了之，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

问题。为从根本上消除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滋生、蔓延

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中

国法律规定，对因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违法行为受过

行政处罚的人，公安机关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单

位、就读学校、家庭和监护

人对其进行帮教；对因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被

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则由

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进行社

会危险性评估后，在县级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机构

对其进行帮教；对因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被判

处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

行完毕之前经评估具有社会

危险性的人，应当由省级人

民政府组织对其实施安置教

育。 

帮教、安置教育措施，

是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处理后的

根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措施，不是剥夺或者限制人

身自由的措施。帮教、安置

教育不以自愿为前提。有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违法、犯

罪行为的人在被依法处理



10 
 

后，有义务接受帮教或安置

教育。 

三、新疆反恐、去极端

化的主要方式 

“中国电文”对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的方式：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进行了极度渲

染，将其描述为“侵犯公民

基本自由和权利，侵犯少数

民族的宗教自由权利、民族

文化权利”的“洗脑中

心”。其中将“留长胡子、

戒烟戒酒、学习阿拉伯语、

在清真寺外祈祷”等泛清真

化行为与正常的宗教活动混

淆；将在培训中心学习法

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学习职业技能称为“语

言、文化压迫”。那么，去

极端化的教育帮扶措施与所

谓的 “侵害民族、文化与

宗教权利”的行为区别何

在？世界反恐、去极端化的

经验如何呢？ 

综观世界各国在反恐、

去极端化的实践经验，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第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

“温和”反恐策略。这种策

略以传统西方的消极自由主

义为基础，以不特定的模糊

目标出发，采取消极的防御

性措施，缺乏必要的事前干

预手段，坐等恐怖事件发生

以后才采取事后补救，已经

不再能够适应国际反恐的基

本态势。第二，以沙特为代

表的中东国家全面改造策

略。这些国家已经清醒认识

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

高度危险性，在打击恐怖主

义犯罪的同时，开展了去极

端化思想的预防性教育项

目，包括宗教再教育、思想

改造、思想康复、家庭帮

助，并在完成监狱改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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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后还应当保持一段时间

的追踪、观察、监视，并评

估其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

后，才能完全恢复权利。其

中去极端化的核心要旨就

是，必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脱离与极端思想的接

触。第三，以美国为代表的

反恐单边主义策略。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发布特朗

普政府《国家反恐战略》报

告，在“威胁认知”“美国

优先”“先发制人”“战争

模式”的指引下，摆脱国际

反恐合作，用反恐单边主义

的方式打击“激进伊斯兰恐

怖主义”，在强调反恐效率

和实际结果同时，造成了大

量平民的“附带性伤害”，

轻视了反恐、去极端化过程

中的人权价值。 

新疆以教培中心为平台

开展的的反恐、去极端化工

作，是在国家反恐的整体战

略纵深前移、反恐法律体系

“预防性”延伸的背景下的

有益尝试，不仅突破了“消

极反恐”“被动反恐”的时

代局限，吸收了世界各国，

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反恐、去

极端化思想的宝贵经验，同

时也反对不合国情的“纸上

谈兵”式反恐，或者简单粗

暴的“先发制人”式反恐，

结合新疆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的严峻现实，走出了一条

既能够反对遏制伊斯兰教，

反对歧视少数民族，又能够

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

新疆各民族团结，维护新疆

地区社会安定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反恐、去极端化的新道

路。 

1. 教培中心的法律依据 

中国在反恐、去极端化

过程中，秉持综合施策、打

防结合、标本兼治原则。新

疆的教培工作就是新疆结合



12 
 

本地实际情况，对帮教、安

置教育的工作机制探索。新

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受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裹挟的人数众

多，采用《反恐怖主义法》

所规定的分散式社区、家庭

帮教、安置教育措施，无法

实现根治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的目的。新疆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坚持打击少数，教

育、感化、挽救多数，根据

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制定和

修改完善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办法》《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

例》两部地方性法规，把教

培工作机制探索所取得的有

益经验上升为地方立法。 

2. 哪三类人员需要帮教

或安置教育？ 

根据这两部地方性法规

的规定，对下列三类人员可

以通过教培中心进行帮教或

者安置教育：（1）因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违法行为受

过行政处罚的人；（2）涉

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

行为，因情节轻微，依照刑

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

可以免除刑罚，被检察机关

不起诉的人；（3）因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被判处

徒刑以上刑罚，刑满释放前

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而

在刑满释放后需要安置教育

的人。对上述三类人员，在

明确约定培养目标、培养方

式、结业标准、考核方式的

前提下，通过“集中培训、

寄宿学习、实践培养”等多

种形式开展免费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并在学员考核达标

后颁发结业证书。学员结业

后，可以自主择业，也可以

由有关部门协助安排就业。

鉴于教培工作本身并非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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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而仅仅是落实《反恐怖主义

法》所规定的帮教和安置教

育措施的工作机制探索，通

过地方立法对探索的经验予

以巩固确认，并不违背法不

溯及既往原则，也没有超越

地方人大的立法权限是符合

《立法法》的规定的。 

3. 培训的内容包括哪

些？ 

培训内容包括法律、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

三个方面。培训法律，是根

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关

键环节。学员之所以受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裹胁，实施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违法或

犯罪行为，与其长期受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影响，无法

区分合法宗教与极端主义，

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歪曲

炮制的“教法、家法”当作

行为准则，不认同国家法律

等错误认识密不可分。培训

法律，有助于他们从认识上

摆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影响。培训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和职业技能，是改善学员

生存权、发展权，提升获取

适应现代生活能力，提升就

业意愿和就业能力，铲除滋

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经济

根源的重要途径。多数学员

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易

感人群，与其掌握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程度低、没有熟练

掌握职业技能密不可分。新

疆特别是南疆农村地广人

稀，土地贫瘠，人均可耕地

面积小，自然环境恶劣，地

处封闭，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贫困人口多，缺乏职业

技能，就业困难。由于受宗

教极端思想影响，部分学员

抵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抵制现代知识，受教育

程度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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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水平差。所有这些因素

导致他们接受现代知识、交

流交往能力弱，缺少自我发

展能力，易受宗教极端思想

裹挟。对他们进行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和职业技能培训，

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

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

担当。近期，我院刚刚从土

耳其访问归来的学者谈到，

在与该国学者谈及新疆教培

中心话题时，他们认为，中

国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

很有效果，而且是正确的。

美国对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

化工作的恶意攻击是因为他

们对中国发展的嫉妒，是想

通过对新疆的攻击达到破坏

一带一路的目的，是他们有

意挑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的关系。美国曾经也对土耳

其这样干过，中国千万不要

上当。有关在新疆开展的教

培工作，他们认为，这项工

作非常必要。开展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学习，对每一个

公民来说，非常必要，而对

于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而又

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人

而言，更是必不可少。对于

学习法律，那更是必要，一

个公民，无论是有什么信

仰，遵守法律是第一位的，

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遵守法

律。教培中心将职业技能作

为培训内容是很好的做法，

在土耳其，也有一些人就是

因为没有很好的生活技能，

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影响、

裹挟。要让这些人脱离极端

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裹挟，教

会他们必要的生存技能并为

他们创造工作机会，非常必

要，这方面中国是做得很好

的。同时，他们还建议中国

要多走出去，更多地介绍中

国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不

要让国际社会只是听到美国



15 
 

的声音，特别是一般的民

众。 

4. 学员在培训中享有哪

些权利？ 

学员的人身自由等合法

权益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

护，但必要的纪律需要得到

遵守。学员在培训过程中，

他们的人身自由得到了充分

保障。教培中心实行寄宿制

学校管理模式。学员在学习

期间，应当遵守教培中心的

请休假制度，可以定期回

家，有事请假。教培中心严

禁以任何方式对学员进行人

格侮辱和虐待，学员的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也得到充分保

障。学员的民族风俗习惯、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

的自由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

护。教培中心的饮食充分考

虑了不同民族的实际需要，

为学员提供了种类繁多、营

养丰富、符合民族需要的饮

食。教培中心在尊重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前提下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

课程表、食谱等均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张贴，学员使用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交流的权

利不受限制或剥夺。学员的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依法保

护。中国《宪法》和法律保

护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国

《教育法》《宗教事务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中

国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

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

举行，非宗教团体、非宗教

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

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

织、举行宗教活动。信教公

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

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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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

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

行宗教活动。教培中心不是

宗教活动场所。学员不得在

校内组织、参加宗教活动，

但信教学员回家时可以自主

决定是否进行宗教活动。教

培中心充分考虑到了学员的

需求，为学员的生活、学习

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保

障。教培中心配备双语教

师、辅导员、医生和后勤服

务管理人员等，保障学员正

常学习生活。教培中心设施

齐全，室内冬天有暖气、夏

天有空调或风扇，宿舍有电

视，浴室免费对学员开放。

充分尊重学员各方面精神文

化需求，有室内外体育文化

活动场所，经常举办丰富多

彩的文体娱乐活动。设置公

用通话间、视频通话间，方

便学员随时与家人联系。设

置医疗室，每天 24 小时免

费向学员开放，小病可以在

医务室就诊治疗，重症急症

有送医院治疗绿色通道。设

置图书阅览室，方便学员读

书学习。设置法律咨询室，

帮助学员及时解决法律层面

的困难和疑问。设置心理咨

询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关心学员心理健康。 

四、结论 

此次所谓“中国电文”

泄露事件，虽然表面直接针

对中国新疆近年来的反恐、

去极端化工作，但实际上是

一场西方媒体自编自导的舆

论闹剧、或者说是针对中国

政府的舆论陷阱。这也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媒体对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的

真实想象，暴露了他们对中

国政府反恐与去极端化的坚

实立场、法律体系、治理能



17 
 

力、及国际合作的“知识性

匮乏”，再一次展现了他们

在中国问题、新疆问题上的

偏执立场和话语傲慢。本报

告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从

国际反恐、去极端化的现实

情况出发，从中国反恐、去

极端化的法治实践出发，从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有益

经验出发，得出以下结论： 

新疆通过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探索反恐、去极端化，

改善了学员的人权状况。学

员通过学习法律，具备了明

辨是非的能力，认清了三股

势力的本质，认清了分裂主

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

正常的宗教的区别，增强了

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

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蔓延的思想根源。

学员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掌握了与其他民族人

民沟通交流的语言工具，具

备了获取新知、适应现代生

活的能力。培训职业技能，

则能够使学员拥有一技之

长，显著提升其就业意愿、

就业能力。教培中心还拓宽

就业渠道，帮助就业。这些

措施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蔓延的经济根源。 

这些措施都是从根本上

消除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的土壤和根源的措施，是

改善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行为者的人权的措施，不是

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羁

押措施，更不是专门针对少

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宗教迫

害措施。实践证明，上述帮

教措施行之有效，遏制了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蔓延的势

头，改善了有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行为者的民生，还给

了各族人民安定的生活环

境。这是中国新疆消除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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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极端主义根源的一条

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