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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利用在线数据库检索高校宗教渗透问题研究相关文献并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在高

校宗教渗透的概念、渗透情况、渗透影响、防御工作分析以及抵御宗教渗透有关建议等五个方面研究较为深

入，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途径、渗透方式、特征分析以及高校防

范措施等方面，因而也存在着研究内容重复、研究思路相同等不足，因此关于高校宗教渗透问题的研究工作还

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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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一些宗教文化不断向高校渗透，这势

必对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和谐校园建设等教育

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

宗教在高校师生中间渗透的现象并开展了一些研

究。

一、研究状况

(一)高校宗教渗透的概念

关于宗教渗透，在 1990 年 12 月 5 日全国宗

教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曾明

确指出:“这种渗透是指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反

动政治活动和宣传，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

事务为目的的活动和宣传，以及在我国境内非法

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而不是指宗教

方面的友好往来。”可见，宗教渗透概念具有特定

性，大多数文献研究都沿用了这一说法。［1］“宗教

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

教渗透的主要特征是带有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

性、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组织秘密性和破坏

严重性。”［2］
一般情况下，都将宗教渗透与境外势

力联系起来，并认为宗教渗透主要集中于两种情

况: 一是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

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

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

务。这两种情况有时也相互交叉
［3］。总之，其实

质就是政治渗透，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和

平演变战略和颠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敌对

势力的一种战略选择和政治行为
［4］。

至于高校宗教渗透，基本上相关研究并没有

明确作出定义，都是将宗教渗透延伸至高校领域。
大体可以理解，高校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

和个人利用宗教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从事的各种违

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干

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如: “境内外敌

对势力从没有放弃利用宗教向学校进行渗透，以

达到其与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争夺青少

年、并妄图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5］

(二)高校宗教渗透情况

研究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宗教文化在高校的

渗透与传统的宗教渗透行为不同，出现了一些新

的情况和新的特点。
1． 宗教渗透方式

就宗教在高校渗透的方式而言，大致有以下

几种: 利用大学讲坛公开宣传教义; 利用大学的英

语角; 交朋友的方式; 散发宣传资料，向高校学生



投寄“心战品”; 以资助贫困生的方式; 以治病的

方式; 以发电子邮件的形式
［6］。通过互联网、影

视、广 播、电 话、手 机 等 多 种 媒 体 途 径 传 播 宗

教
［7］。利用高校周边租用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利用开公司、办书店等商业形式，实施以商养教、
以商助教策略，提供资金和聚会场所等

［8］。
2． 宗教渗透特点

宗教势力采取了一些特有的手段和方式在高

校师生中间进行渗透和影响，其特点有以下几种:

首先，渗透途径多样性和手段现代化。在利

用教会人员职业的多样化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

利用在华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和旅游者通过文化交

流等活动，灌输宗教信仰，发展宗教信徒。手段

上，除了传统的宗教人士直接进行传教外，还以传

单、信件、书籍等纸质品宣传、渗透，以及电视、广
播等传统媒介宣传渗透。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发

展，又利用了新兴媒体: 宗教网站、电子邮件、mes-
sage 等网络通讯工具、甚至手机等等

［9］。
其次，渗透方式隐蔽化和内容政治化。一是

渗透主体更加隐蔽，二是渗透过程更加隐蔽
［10］。

进行宗教渗透的人员一般都是有组织的，平时隐

蔽自己的身份，行动谨慎，往往表现为一种纯粹的

沟通、交友和学术交流
［11］。针对高学历的高校教

师群体和青年学生，其渗透内容加入了大量带有

浓厚的政治性色彩的内容
［12］。

3． 渗透主客体高学历化和宣教的专业化。高

校的宗教渗透对象，学历层次较高。境内外宗教

渗透主体，当中不乏教师、医生、律师等高学历人

士
［13］。其渗透活动非常专业。从事人员一般都

隶属于某个宗教机构或者宗教团体，有着自己的

宗教领袖和宗教教义、教规，在信念和行为上对宗

教教义和宗教领袖等神职人员表现遵从
［14］。宗

教渗透者组织结构专业，组织成员专业，渗透手段

专业。
也有人把当前国外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

活动呈现出的特点概括为“渗透活动生活化、意

图隐伪化、组织严密化、方式多样化、活动国际化

和后果严重化”［15］。“宗教渗透具有六方面显著

特征: 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动国际性、手段

多样性、组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16］
也有研究

者认为新兴媒体下，高校宗教渗透特点出现新的

变化: 以其传播内容的海量性、传播的及时性、隐
蔽性、影响的广泛性使得高校宗教渗透出现了渗

透内容的海量性、渗透手段的多样化、渗透主体的

高学历化、渗透对象的主动化等
［17］。

(三)高校宗教渗透的影响

宗教向校园渗透活动，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扰乱了大学生

的思想，对和谐校园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利于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18］。在宗教渗透之下，已经出现部

分大学生政治观念模糊，民族意识淡化，导致大学

生道德的弱化和人际交往的障碍等现象
［19］。

边疆地区一些高校对宗教渗透的影响认识更

为深刻，指出一些宗教渗透已与“三股势力”( 民

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结合

起来。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和领导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
［20］。“利用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与我争夺青

少年是宗教极端势力在新时期同我进行斗争的基

本策略和手段。”［21］

(四)高校宗教渗透防御工作分析

已有文献也对当前高校防范工作存在许多不

足进行思考。其主要不足体现在: 防范制度分散、
系统性不够。只有少数高校有关于防范宗教渗透

的综合性文件，而大部分高校只在有关学生违纪、
留学生管理规定和社团管理的文件中对此有所阐

述; 防范工作广泛性不够。广大群众防范宗教渗

透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有力的措施
［22］。认识模糊，警惕性不强。高校

相当部分师生将宗教信仰自由等同于宗教可以在

高校自由活动，相当部分师生没有真正认识到宗

教活动必须在国家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学

校不允许宗教活动存在
［23］。同时，高校民族宗教

政策教育中存在着“不多讲、不好讲、不敢讲”的

现实问题
［24］。

(五)抵御宗教渗透的建议

许多研究者对防范手段都很重视，认为建立

防范宗教渗透的制度体系是当前的重大课题，并

提出了相当多的对策和手段。
1． 将防范与抵御宗教渗透的制度纳入学校总

体制度范畴，与学校其他制度一起发挥管理的职

能。形成人人参与，构成有效综合防控体系
［25］。

2． 处理好几种关系

要正确区分合法合规、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宗

教渗透活动。要正确区分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

动对大学生的影响与爱国宗教人士对大学生的影

响的关系。还要正确区分宗教渗透行为与组织邪

教犯罪行为的关系
［26］。只有正确处理好宗教渗

透与正常的宗教活动、学术交流的关系，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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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头脑，意识到“民族宗教无小事”，以及宗

教渗透高校工作的复杂性、敏感性、迫切性、长期

性和重要性，积极构建防范机制，才能确保高校和

社会的稳定
［27］。

3． 预防宗教向高校渗透的主要对策

充分发挥“两课”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通过

“两课”教育的主渠道，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基本观点，引导大学生划清唯物论与唯心

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

界限，不断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

各种伪科学的能力
［28］。适当开设大学生宗教学

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引导大学

生认识宗教的本质。同时宣传党在新时期的宗教

政策
［29］。
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高校不仅要传授科学

文化知识，而且要注重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的理性

精神、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追求科学的献身精

神，引导学生树立科学信仰观
［30］。用科学的知识

武装，树立科学精神，才能用科学的信念充实心

灵，消除愚昧
［31］。

加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校园和谐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

氛围，加强具体措施构筑牢固精神防线
［32］。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高校要

经常研究德育对象，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切实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33］。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心理辅导队伍建设以及党

团基层组织建设
［34］。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大

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心理素质，增强其承

受挫折的能力
［35］。

健全宗教渗透校园具体环节的防范机制。要

确立畅通有效的宗教信息预警机制，要建立校内

外相关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形成反宗教渗透的

强大合力。要加强对宗教渗透可能载体的监管力

度
［36］。采取合法有效的监管机制，构建抵制宗教

渗透的预警机制等等
［37］。

依法加强对大学生宗教事务的管理。依照国

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

制度，明确要求大学生宗教徒不得在大学校园内

传教、布道、宣传有神论，不得在学校成立宗教团

体或组织，不得到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

教活动
［38］。

二、研究状况分析

对高校宗教渗透的研究正逐渐引起教育工作

者，尤其是高等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注意，在教

育部门、统战部门，各级各类的相关课题正在提

出。已有研究取得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成果，与此

同时，尚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

1、研究对象较为集中，研究内容雷同。主要

集中在传播途径、渗透方式、特征分析以及高校防

范措施等方面，诸多文献逻辑相似，表述相似。甚

至出现两篇文献观点、思路、表述基本一致，很多

用语如同拷贝。较为新颖的是，有研究者认真研

究了新兴媒体下的宗教渗透方式和特点，进一步

促进人们对预防工作的思考。
2、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思路相同。大多从正

面研究高校宗教渗透行为的新情况，对渗透方式

和途径进行归类，总结出一些渗透活动特点。在

此基础上，认为新时期高校应当如何从相关方面

着手，提供一些防范措施和手段。
当然，已有研究同样遇到无法规避的困难。

那就是宗教渗透的隐蔽性和隐伪性，做好正确区

分宗教文化交流、宗教宣教行为、宗教渗透行为。
在概念上强调宗教渗透与文化交往等行为的本质

不同，但在实际考察中难以做到正确区分。与此

同时，在校园实际生活中，在宗教势力主动实施的

宗教渗透行为以外，还存在一些“隐性”形式，其

中包括占有一定比例的信教师生在校园生活和交

往中，增加了青年大学生受教最终置换信仰的机

会。此类行为的研究同样遭遇困难，很难区分校

园交往里有无政治目的。在已有研究文献中，事

实上都不曾把握高校师生“如何”、“多少”在宗教

渗透中信仰出现置换的现象，较少开展社会调查、
个案研究等实证研究。大多数研究就事论事，就

宗教渗透说反宗教渗透，甚至只能在宗教传播途

径和方式上说宗教渗透，即便有些宗教渗透的渠

道往往也只是宗教文化宣教的一般方式。最终造

成诸多文献论述相似，涉及到的相关分析和说明

的具体内容多有重复。
关于高校宗教渗透现象的研究，其视角除却

正面论述之外，尚需进一步拓展。亦可结合高校

人才培养研究、大学生宗教信仰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有效性以及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等等进行。
可以就某一宗教渗透现象进行研究，或就某个地

区某个学校进行调研。网络、手机以及其他新兴

媒体的出现，对宗教渗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分析宗教网络渗透态势，如: 网站设置、网校涉及、
宗教电子商务以及教友网络交往等等也是当下的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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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于高校防御宗教渗透的对策，还有进

一步思考的空间。已有文献对防范手段和措施都

很重视，提出较多的对策和手段，许多措施也是当

下高校应该采取的，如: 防范意识到位、制度到位、
管理到位、组织队伍到位等等。但是，高校毕竟是

思想荟萃和文化交流的教育场所，显性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管理手段，并不能完全做到做实防范。

当前宗教渗透出现“文化宣教”和“心理战”，紧紧

把握渗透客体的特点，很有蛊惑力。同样，渗透对

象也存在一定的主动性。因此，高校抵御宗教渗

透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理应建立一种长

效和隐性的工作机制，在常规的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活动中产生内生的宗教渗透防御能力，以长

期而有效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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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online databas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accessed on university religious infiltration． Re-
view shows that university religious infiltration research lie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namely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reli-
gious infiltration，infiltration situation，infiltration influence，preventative work analysis，and suggestions against religious infiltra-
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so as to avoid the inadequacies of previ-
ous researches such as the repeti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and similar research thought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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