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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高校渗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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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宗教渗透的触手已经伸进了高校，高校的稳定与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对此，我们要从战略的、全局

的高度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充分认识抵御宗教渗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

爱国统一战线,坚决打击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嚣张气焰,各高校必须要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大对渗透和违法

宗教活动的治理力度，制定对策，坚决抵制宗教渗透在高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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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高

校渗透活动的渠道增加、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

蔽、手段更加多样，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分析了解

境外宗教对我国高校的渗透活动，着力探讨其有效的

预防对策，在抢占人才高地，争夺接班人，维护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高度上，充分认识做好抵御境外敌对势

力利用宗教渗透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

断增强政治敏感性，这是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课题。因此，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研究

对策，提高抵制渗透的自觉性。
一、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高校渗透的途径

从现实看，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的日益频繁，宗教很自然的已成为了促进双方交流的

重要载体和途径。由于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多

变，国外的一些宗教组织特别重视对我国高等院校的

渗透工作，时刻没有忘记他们的“松土工程”，竟采取多

种渠道向我国高校进行非法渗透。一是借助讲坛潜移

默化的现身说教。在大学校园里有很多外教，他们本

身就是宗教信仰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学术

讲座、授课、交流、英语角谈话等方式，有意识地向学生

们灌输宗教知识，传输宗教观念，在同学们认同了宗

教的某些社会功能之后，他们就抓紧时机向同学们宣

传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价值取向。比如伊斯兰教、基督

教、天主教、佛教以及道教利用他们的经典着作，有意

的进行渲染和宣传，想方设法让高校大学生对他们的

宗教思想产生浓厚兴趣。有的还借助高校独有的学

术沙龙等人员频繁流动的地方见缝插针，宣传宗教思

想。二是以载体传播的渠道宣教。这种载体主要是指

利用网络、广播、寄发或散发宗教书籍、传单、光碟、电
子邮件等传播教义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内

容，以给人们视觉或听觉上的冲击，造成视听迷惑。特

别是通过目前网络的快捷性和普及性，通过建立一些

网站大肆宣扬西方宗教思想，同学们抵制力不强，辨

别是非能力弱，经常被一些美丽的内容所诱惑和吸

引，继而迷恋其中，不能自拔。三是以主动接触的方式

授教。调查中发现，有一些传教者抓住时机，向经济困

难的学生积极进行资助，以引起学生的好感达到传授

教义、发展成员的目的。比如，一些传教者为扩大影响

力，借助学生升学之机送去美好祝愿、对有困难学生

进行经济资助等方式，换取其好感以达到他们宣传本

教教义和思想的目的。还有的以帮助想出国深造的大

学生找中介人、担保人或提供食宿等手段，拉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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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近感情。还有，当代大学生渴望交朋友、拓宽交际圈

等特点，为宗教人士接触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

径。四是以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之机讲教。境外敌对势

力的部分宗教信徒利用到我国观光旅游和探亲、访友

之机不仅私自到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或教徒聚会点传

教、布道，而且还有意识的到亲属和所谓的朋友家中

宣讲一些与宗教属地管理政策不一的隶属关系论，进

而发展新教徒。
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高校渗透的特点

从资料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对我

国进行颠覆活动日趋严重，特别是对我国高校大学

生渗透的手段和方式也逐渐增多。概括起来大体有

以下几种：一是渗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以往常常

采取传统的传教士传教、无线电广播传教、邮购书

籍传教，目前很多境外教会组织还都采取了利用现

代手段如互联网开辟网页等，进行宗教思想传播。
从调查看出，还有的利用教会人员从事职业角色的

不同如教师、医生、作家等进行传教活动。 也有的

利用来中国求学的留学生、工作的专家教授、访问

学者以及观光旅游者进入高校，通过学术和文化交

流等活动，传播宗教思想、发展宗教信徒。特别是我

国宗教政策允许举办的宗教节日、礼拜活动，有目

的地吸引一些大学生参与，公开施加宗教影响。 第

四，利用教会所谓的“施舍”，以帮助解决难言之隐，

并赢得感恩的办法，引诱一些具有心理疾病的大学

生上钩，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二是渗透具有隐蔽性

的特点。传教人员不仅身份隐蔽，而且组织成员和

渗透手段都很隐蔽，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是传教人

员，都有其正当的职业和工作，具有很大的欺骗

性。 总之，高校的学生若被宗教不法分子蛊惑或控

制，就犹如在校园内放置了定时炸弹，随着受诱惑

的学生人数的增多，学校的稳定与安全必然会受到

威胁，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必然会受到影

响。所以，对于高校来说，增加政治警觉性，研究并

了解宗教对高校的渗透活动的本质，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抵御宗教渗透是当前一项迫切而又重要的

任务。
三、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高校渗透的对策

如何采取必要措施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向我

高校进行渗透活动，是高校各级党组织和思想政治工

作者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现实课题，必须加强研

究，寻求对策，从预防宗教思想渗透机制上进行探索，

努力构筑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的牢固防

线。

一是要在加强教育上下工夫。《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中，明确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方面内容。为了抵御境外敌

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高校必须切实加强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永恒主题，要通过了解历

史、学习国情、强化民族意识和形势政策报告等，激发

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其次，要加强无神论教育。要充分

发挥“两课”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课堂作

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观点，引导大学生划清无神论与有神论、
科学与迷信等界限，增强识别各种伪科学的意识和能

力，帮助大学生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坚定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次，加强对大学生宗教知识和宗

教政策的教育。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

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大教会，主

要宗教信徒超亿人。高校在平时的教育中要加强对这

些宗教的知识的教育，消除大学生对宗教问题的神秘

感，可以通过开设宗教知识选修课或讲座等，加强正

面宣传和引导，使大学生真正了解宗教，树立正确的

宗教观，增强他们抵御宗教渗透的敏锐性、自觉性和

能力。最后，要加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加强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是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要让大学生了解掌握民族

宗教政策，通过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有关法规的学

习,增强自觉抵御民族分裂和宗教渗透的能力。
二是要在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上下工夫。经

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做好各项工作的有力保证。
高校要在大学生中筑起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

进行渗透活动，思想政治工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身心脆弱，对成长过程中会

遇到挫折和困难，往往心里没底，经常处于彷徨徘徊

境地，这是就需要关心、关爱，否则将会陷入“三无”境
地（无力、无助、无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经常研

究所面对的工作对象，耐心细致的做好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工作，让他们感到在遇到困惑时有人解、遇到困难

时有人帮，让“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真正得以体现。
三是要在加强管理和监督上下工夫。第一，加强

对外籍人员的管理。对外教、来华留学生和来访人员

的管理，是预防宗教渗透活动的关键环节。因此，对涉

外人员要进行严格审查，做好情况登记；对聘任的外

籍人员对其进行我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灌输教育，要

求他们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外籍教师课堂教学、
内容和课后的辅导活动应有监控措施；邀请外国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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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和举行涉外文化交流活动必须履行审批手

续并在过程中予以监督。第二，加强对大学生日常生

活的管理。调查中发现，随着日趋激烈竞争的加剧，部

分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紧张与压力、经济上的困

难、就业上的迷茫等日益加深，觉得无所适从。面对这

些压力，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情绪上一旦产生波动，

又适逢特殊的心境，一旦遇见了不法宗教分子的蛊

惑，就极有可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强烈震撼，动摇他

们在长期教育中形成的无神论信仰。因此，高校的管

理者就要高度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注意他们的行

为、动向和心理状态变化等，及时到位地为遇到困难

的大学生解决各种难题，从心灵深处去关怀、慰藉他

们，使他们不会向虚幻的神灵去寻求帮助。
四是要在加强建设上下工夫。高校要有效地抵御

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加强相关建设至关重

要，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

设、党团基层组织建设等，必须高度重视。第一，要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作用。从调查中我们看到，目前宗教文化已对

学生的思想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高校的

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学生的信仰宗教情况还知之甚少，

有的不从实际出发不惜采用行政手段，强迫有信仰宗

教的大学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有的却认为不便对宗教

信仰者进行干预，对学生宗教信仰者的信仰情况不管

不问，认为信仰是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跟思想政治教

育无关。这些做法或想法，都不适应于党的宗教政策

和社会主义大学的育人目标，必须加以改正。出现这

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者对宗教知识知之太少，即便涉足宗教问题说不清道

不明。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强、具有深厚

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并能掌握宗教的特

征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要有善于处理问题的能力，假如遇到宗教问题不

仅能沉着应对，而且还能妥善处理，方式方法运用自

如。第二，要加强党团基层组织建设，构筑反宗教渗透

防线。高校党团基层组织处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工

作的最前沿，是学校党政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因此，高校必须要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广大

师生党员和学生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

用，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监督，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

宗教渗透，维护学校稳定，保护国家利益。第三，要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校园文化是

学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工作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

观、工作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一经形

成，便具有约束学校整体行为以及师生员工个体行为

的功能。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大力建设校园文

化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途径。校园文化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科学人文素质，对于抵制和消除宗教对大学生的影

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大学生

业余文化生活，可以通过加强高校社团建设，举办兴

趣小组、文化活动、讲座、举办艺术节等形式来丰富第

二课堂内容，引导大学生向良性方面发展。
五是要在加强研究上下功夫。作为境外教会国家，

利用宗教渗透对我国进行颠覆的活动从来都没有放弃

过。改革开放后，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宗教渗透活动

步伐更加加快。因此，反宗教渗透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复杂的、艰巨的，高校有必要利用自身人才及信息方面

的优势，对宗教及宗教渗透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正确

识别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交流，为抵御宗教渗透提

供对策和建议。当然，我们对于宗教渗透我们应该保持

清醒的认识，既不能神经过敏，打击正常的有宗教信仰

的师生，将宗教问题无限扩大化、严格禁止化，也不能

神经麻木，听之任之，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宗教渗透

现象不闻不问。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指导下，对宗教渗透的演进历程、主要特征、惯用手

法以及危害性等做出分析和概括，在此基础上结合高

校实际制定有效的反宗教渗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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