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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分裂到全球“圣战”


———“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演变分析

郑 亮

针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研究，除了其组织活动、形成的危害以外，针对其意

识形态演变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掌握其动态，以服务于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对“东

伊运”意识形态的变迁的分析需要置于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中，聚焦于“东伊运”意识形

态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活动。当前，“东伊运”受到

“基地”组织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个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一个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兼具的跨国

恐怖组织。但是，对于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的双重追求也制造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综合来看，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化”的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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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是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新闻热点里的恐怖组

织，是针对中国的主要恐怖组织之一。“东伊运”的目标，是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将新疆从中国

分离出去，成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突厥斯坦”国家。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公安部首次公布

了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的名单，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位列公安部认定的四个恐

怖组织首位。①

２００２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一文，文章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为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策划、组织了发

生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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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涉疆暴恐信息的传播特点和应对”（项目编号：１８ＢＸＷ１２２）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参见《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浏览日

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



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

胁。①“东伊运”与国际恐怖组织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东伊运”与“基地”组织是共生关系，

在培训武装人员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大力支

持。②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东伊运”通过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对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安全

和稳定造成威胁。

近年来，“东伊运”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组织意识形态和活动特点

越来越趋向宗教极端主义，③其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是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

同时也追求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宗教政治实体（哈里发），“东伊运”进行的各类暴力恐

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宣扬“圣战”的色彩。对于“东伊运”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和现实危害，学

界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演进和变迁过程，目前文献缺乏有

深度和广度的论述。本文针对“东伊运”组织建立至今的意识形态变迁这一主题进行分析，以

期推动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研究，并为我国反恐和维稳工作提供助力。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在“东伊运”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关注“东突”组织（“东伊运”也包括在其中）。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东突”组织的历史成因、④活动危害⑤和相关对策等。⑥ 与意识形态相关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东突”的思想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潘志平考

察了“泛突厥主义”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发展阶段，并研究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

主义”的合流及其对中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指出“东突”势力实质上是国际恐怖主义、民族

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实践体现。⑦ 潘志平也对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进

行了综合叙述。⑧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在“双泛”思想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所有“东突”组织，

针对具体的“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研究还不多见。“东伊运”是目前各类“东突”组织中影响

和危害较大的一个，因此，对“东伊运”的意识形态演变进行专题研究是非常必要。

在国际恐怖主义研究领域，针对“东伊运”的专门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当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瑞德（Ｊ．ＴｏｄｄＲｅｅｄ）和拉什科 （ＤｉａｎａＲａｓｃｈｋｅ）的专著，他们的著作对“东伊运”做了全面

和详尽的介绍，虽然也介绍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但是相对简略，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基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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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发文〈“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网，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浏览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参见《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阿富汗委员会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受制裁实体名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浏览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

“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宗教极端主义特点，受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深刻影响。

参见厉声：《“东突厥斯坦”迷梦》，《世界知识 》２００１年第２２期；马大正：《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许建英：《“东突”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孙先伟：《“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谢卫东、王亚丽：《“东突”的恐怖主义实质》，《国际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５期；许建英：《“东突”势力“迁徙圣战”及其背后的国际角

逐》，《统一战线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刘潇潇：《“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政府对策》，《学术探索》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郭宝：《从昆明“３·０１”恐怖事件引申

的若干问题探究》，《云南警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参见潘志平：《泛伊斯兰主义简论》，《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泛”思想和演变作出足够深入的探讨。① 另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罗汉·古纳拉特纳

（Ｒｏｈａｎ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ａ）等人在其专著中用一章专门介绍了“东伊运”的情况。该章内容涉及了“东

伊运”意识形态，在第６０页中指出该组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经开始从民族分裂转向了全球

“圣战”，但是并没有对这种转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② 在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之外，有限的研究

成果包括对“东伊运”背景性质的介绍、③“东伊运”的活动和中国的反制措施，④以及“东伊运”

话语体系的特点。⑤ 在“东伊运”转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ＴＩＰ）名号活动以后，一些研究机构

也发布过ＴＩＰ活动的相关研究报告。⑥ 但是这些报告篇幅相对较短，也较少涉及意识形态方

面的研究。那么，研究“东伊运”组织意识形态，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在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动机研究方面，国际研究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取向。“工具主义”取

向认为，诉诸恐怖主义是恐怖组织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目的是为了实现这些组织的政治目

标。这种战略选择视角要求一个明确可识别的组织体系和领导结构存在。⑦ 心理学的理论取

向认为，个体因为心理上的驱动而制造恐怖袭击，而这些个体的心理过程将袭击合理化，从而

被个体接受。恐怖袭击给个体带来了“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⑧对于这两种理论取向，安德

鲁·芒福德（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ｍｆｏｒｄ）认为这两种视角单独来看均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东伊运”

恐怖主义。为此，芒福德提出应该用一种“混合”的视角来看待“东伊运”恐怖主义，即该组织

“利用宗教话语来推进其分裂主义议程”。⑨芒福德的这种视角实际上是混合了工具主义和心

理主义的视角，从这两种视角当中各取合适的部分用来分析“东伊运”恐怖主义。芒福德这一

视角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上常见的从单一角度分析中国恐怖活动的模式，但还是仅仅将“工

具模式”和“心理主义”结合。这种简单的结合虽然有所进步，可是仍然没有突破西方传统的

“二分法”框架，对“东伊运”的研究也没有扩展到中国之外。另外，芒福德在提出了“混合”视角

以后并没有更进一步从此视角来对“东伊运”进行深入分析。

事实上，“东伊运”恐怖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近几十年才产生的，更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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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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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Ｚ．Ｗａ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ｅｗ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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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Ｖｏｌ．９，Ｎｏ．４，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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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中国一国，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背景。今日的“东伊运”，已

经不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分裂组织，而是演变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其主导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单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对该组织的分析必须跳出

微观和局部，跳出个体和组织层面，将目标对象放置于世界历史和社会变迁的框架里进行宏观

分析。鉴于目前中西方对于“东伊运”的具体活动和危害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针对“东

伊运”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演进放置在中国和中亚历

史变迁的背景中，并结合新疆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力求在全球框架中对该组织意识形态的演变

做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

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

或集团的行动，可以给人提供采取特定行为的驱动力。罗汉认为意识形态是制造政治性暴力

活动的关键驱动力，而不是仅是贫穷或者无知等因素。①因此，“东伊运”意识形态就是由该组

织构建的和框架的一套信仰和价值体系，这种体系用来动员、招募、制定战略目标，维持组织运

转，并对其暴力恐怖行为提供解释和支持。“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其历史与现实

的活动和话语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目标是回答下列研究问题：（１）“东伊运”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是什么？（２）这种

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有什么历史背景？现实当中如何体现？（３）这种意识形态历经了什么样

的演变过程？（４）“东伊运”核心意识形态的演变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５）“东伊运”核

心意识形态和受到了“基地”组织什么影响？根据本研究的主题和对象，本研究的核心研究方

法是“个案研究法”，即对特定的组织、个人或者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深入的研究。②本

研究基于该主题已有的文献，并使用多语种的历史文献和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东伊运”最早是由一批维吾尔宗教与知识人士在１９４０年代创立。该组织在１９５０年代的

一系列武装行动被挫败，领导人被逮捕。１９７９年，“东伊运”领导人之一出狱，并在新疆叶城地

区秘密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讲经”活动。在参加“地下讲经”的学生当中，有一位来自喀什叶

城县的艾山·买合苏木，此人后来成为“东伊运”的重要领导人。③１９９０年，“东伊运”在新疆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发动武装暴乱。暴乱平息以后，艾山·买合苏木被逮

捕判刑，１９９７年出狱后离开新疆。１９９９年，艾山·买合苏木同另一位老牌民族分裂主义者阿

不都卡德尔·亚甫泉一道，重新改组了“东伊运”。改组后“东伊运”的意识形态不再强调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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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建立“根据地”，而是更加强调与中国以外的非维吾尔力量联合。① 事实上，巴仁乡暴乱可以

看作新疆民族分裂活动在１９９０年代走向宗教化和“圣战”化的开始 。②

２００３年，艾山·买合苏木在一个基地组织的据点被巴基斯坦和美军的联合清剿行动打

死，阿布都·哈克（ＡｂｄｕｌＨａｑ原名：买买提明·买买提）接任领导“东伊运”。２０１０年，阿布都

·哈克被美军的无人机空袭炸伤，暂时退出领导地位，阿布都 ·沙库尔（ＡｂｄｕｌＳｈａｋｏｏｒ）接

任。２０１２年，阿布都·沙库尔也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阿布都拉·曼苏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Ｍａｎ

ｓｏｕｒ）接任。早在２００２年，美国政府就把“东伊运”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③其后，联合国也将

“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组织名单。在艾山·买合苏木领导期间，“东伊运”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

兰运动”（ＩＭＵ）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ＩＭＵ领导人阿布扎尔（ＡｂｕＺａｒａｌ－Ｂｕｒｍｉ）曾经

在“东伊运”的媒体平台上发布视频宣称要建立“哈里发”政治实体。④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ＩＭＵ和“东伊运”得到了基地组织在金钱上的资助。⑤ＩＭＵ是源于中亚地区的一个政治伊斯

兰组织，其核心意识形态是反对前苏联在中亚的世俗化介入，要对中亚再伊斯兰化。为此，该

组织不惜对中亚各地广为接受的伊斯兰教哈那菲教法学派进行抵制和干预。⑥ＩＭＵ的现实目

标是要推翻时任总统卡里莫夫，将乌兹别克斯坦变成一个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国家。２００１

年，美国财政部将ＩＭＵ列入外国恐怖组织的制裁名单。⑦２００９年，美国国务院将阿布都·哈

克列为“恐怖组织领导人”。⑧２００９年，美国财政部又将阿布都·哈克列入“同基地组织有联系

的恐怖组织领导人”制裁名单。⑨ ２０１４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赴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会议前夕，通过新华社对早前在昆明和乌鲁木齐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表示了哀悼并对

其家人表示了慰问。奥巴马明确表示：“像‘东伊运’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应该在中国周边的失

控地区有立足之地”。大约在２０００年，“东伊运”开始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以下简称ＴＩＰ）

的名称对外活动。事实上，ＴＩＰ和“东伊运”是一个组织。关于为什么要改名，ＴＩＰ自己的解

释是“为了代表所有突厥人，而不是光是维吾尔人”。 ２０１５年，香港端传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ｕｍ）很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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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采访到了“东伊运”的领导人之一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亚甫泉在访谈中对改名的原因

进行了确认，并表示ＴＩＰ“建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最终目的，一直没有改变”。①

这就是说，“东伊运”在２０００年之前追求的主要目标还是分裂中国新疆，但是在２０００年更

名之后，ＴＩＰ在意识形态上扩大了活动范围，不但分裂中国的诉求没有改变，而且在此基础上

演化出了“圣战”主义的内容，即要成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妄想一直未变。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新疆历史上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打出的旗号都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

“东伊运”／ＴＩＰ直接去掉了“共和”两字，这充分说明了“东伊运”／ＴＩＰ意识形态的宗教极端主

义性质。或者说，“东伊运”／ＴＩＰ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国，而其宗教目标是要

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在资金来源方面，前印度高级安全官员拉曼（Ｂ．Ｒａｍａｎ）认为，“东

伊运”的经费来自沙特、科威特和巴基斯坦。②

四、“东伊运”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

“东伊运”组织的意识形态基础主要来源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称“双

泛”），而“东伊运”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维吾尔族人。因此在分析这一组织

的意识形态基础之前，有必要先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做一简单梳理。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

纥、回纥等多种汉译名称。公元７４４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了回纥各部，并得到了当时唐

朝皇帝的册封。公元７８８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公元８４０年，回鹘汗国

被同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黠戛斯击溃，回鹘人分别迁往不同区域。一支回鹘人在今天的

吐鲁番地区建立的高昌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第三支则

迁至中亚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③喀喇汗王朝在当时南疆地区率先接纳了伊斯兰教，并强行

要求统治下的臣民放弃原有信仰改信伊斯兰。

１９１１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新疆进入了旧军阀的统治时期。１９３４年，主政新疆

的民国军阀盛世才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盛世才根据相关建议，经过与会各族

代表商议研究，决定在汉文里放弃以前使用的“威武尔”、“畏兀尔”等名称，统一使用 “维吾

尔”作为汉文的称呼，意为维护你我团结。同年１２月１４日，新疆省政府发表 《新疆省政府令

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将这一决定通告全区。④ 由此“维吾尔族”一词在现代开始使用。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新疆。１９５５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新疆省基础上建立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新疆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省级行政区。

（一）“双泛”思潮

所谓“双泛”，指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始于１９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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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期，部分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因不满奥斯曼帝国的在西方面前的衰落和颓势，而提出全

球的穆斯林应该团结在奥斯曼苏丹为领袖的“哈里发”周围。“泛伊斯兰主义”最初的目的是要

利用“泛伊斯兰”和“哈里发”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团结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臣民从而维护奥斯曼

帝国的统治。①

“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诉求是：（１）需要一个强力领袖来领导“泛伊斯兰”意识形态并将之

贯彻在“哈里发”当中。（２）把全体穆斯林团结在哈里发周围。（３）准备为“泛伊斯兰”事业牺牲

个人或地方利益。（４）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集体行动，比如“圣战”。（５）建立一个

包括全球穆斯林在内的国家。②１８８４年，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者赛义德·阿富汗尼（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ａｌＤｉｎ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伊斯兰是‘普世宗教’，不受国

界、民族、语言、肤色的限制。全世界穆斯林应该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

玛），在‘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反对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③１９世纪下半叶，世界上的伊

斯兰国家和地区多数都受到老牌殖民帝国，如英国的挤压和瓜分。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具有

鲜明的反帝反殖民的时代特色。当然，英国面对“泛伊斯兰主义”对自身殖民利益的威胁，也顺

势利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将阿拉伯人塑造为“哈里发”的“正统”继承

人，进而破坏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所谓“泛突厥主义”，其核心主张是要将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境内和境外所有突厥起源

的民族，不管是可证实的还是声称的，组成一个文化／实体的联合体。④实际上，“泛突厥主义”

的提出者还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鞑靼（塔塔尔）人伊思玛伊·伽思普林斯基（ＩｓｍａｉｌＧａｓｐｒｉｎｓ

ｋｉ）。此人将近代西方语言学家划分世界各种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

为地转化整合成一个虚拟的“突厥民族”，并认定他们都是公元８世纪后期就已经从历史上消

失的中国古代部族———突厥的后裔 。蓄意编造出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所谓

“突厥民族 ”。⑤这个观点后被奥斯曼帝国所利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亚地区掀起了如火

如荼的“扎吉德”运动（Ｊａｄｉ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所谓“扎吉德”运动，是指中亚穆斯林地区一些知识

分子，在２０世纪初看到被俄国统治的中亚穆斯林世界衰败落后，为了改变本地区落后的状况

而开始的新式教育运动。所谓新式教育，即反对缺乏标准化和监督的传统学校（ｍａｋｔａｂ），以

及只教授传统宗教知识的伊斯兰经堂（ｍａｄｒａｓｓａ），推崇体系化和标准化地教授知识与文化的

新式教育。这场运动的名称“Ｊａｄｉｄ”即来源于所谓的 “新教学法”（ｕｓｕｌ－ｉｊａｄｉｄ）。⑥中亚“扎吉

德”运动所推崇备至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前文所述的“泛突厥主义者”，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

中亚“扎吉德”运动在２０世纪初的理念经由一些新疆出境经商和学习的人员，逐渐传入新

疆。潘志平认为，“扎吉德”教育启动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但是其负面作用是“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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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借此传入新疆 。① 比如，喀什噶尔地区的“新式”学校教育学生们说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倾向 。②

（二）“东突厥斯坦”

关于“东伊运”名称里所用的“东突厥斯坦”，始于西方。１８世纪至１９世纪上半叶，随着西

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

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

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③ 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

“东突厥斯坦”。１９０８年，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木萨·赛拉米出版了一部史书 《伊米德

史》，其中一字未提所谓“东突厥斯坦”，他认为自己的家园是喀什噶尔 （今喀什）、叶尔羌 （今

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吐鲁番七城，是蒙兀儿斯坦内的“七城”（ｙｅｔｔｉｓｈｅｈｅｒ）。④ 可

见在２０世纪初期，所谓“东突厥斯坦”这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在新疆还无人提及。到了２０世纪

二三十年代，一些“泛突厥主义”者将这个词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全部新疆，并把这个地理概念变

成了一个政治概念，用于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２０世纪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格局里，民族

分裂主义者所推动的分裂活动两度“开花结果”：１９３３年，以穆罕默德·伊敏等为代表的分裂

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是不到三个月这场闹剧就草草收场。１９４４

年，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东突”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是仅一年多

即土崩瓦解。⑤如前文所述，这两次“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所宣布成立的政治实体都有 “共

和”两字，而继承这些分裂组织衣钵的“东伊运”显然走的更远，明确地抛弃了“共和”这一选项，

要建立一个教法国家。

五、“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实践”

“东伊运”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使作为其当前追求的目标，其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实行

伊斯兰教法的政治实体。在现实中，“东伊运”认为，进行“圣战”是实现其政治和宗教目标的唯

一手段。因为“圣战”不仅“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道路，也是每个穆斯林的应尽的义务”。⑥事实

上，所谓‘圣战’动员在新疆历史上早已出存在。公元九世纪，西迁回鹘的一支同其他部族在中

亚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以后与笃信佛教的邻国于阗爆发冲突，

以“圣战”为旗号对于阗发动的“宗教战争”持续数十年。于阗国灭，佛教退出于阗。

近代以来，新疆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以“圣战”旗号为动员手段的事件是中亚浩罕国军人阿

古柏（ＹａｑｕｂＢｅｇ）在南疆进行的侵略活动。１８６４年，新疆库车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暴动。在

这场混乱当中最后得利的是作为乌兹别克人的阿古柏。他利用清政府南疆政权遭遇挑战的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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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打着“圣战”的旗号带兵进入新疆，建立了以南疆七座城市为基础的“七城国”（ＹｅｔｔｉＳｈｅ

ｈｅｒ）。为了巩固自己侵略政权的统治，阿古柏迅速实行了以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ｈ）为基础的

残酷统治。阿古柏在南疆的街道上派出宗教法官巡逻，对不蒙面的女子和不缠头的男子施以

鞭刑。①当时造访过南疆的英国外交官福赛思（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ｏｒｓｙｔｈ）爵士这样记录了当地

人对阿古柏统治的反应：“过去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巴扎，而且气氛也很好。现在呢，我们一周只

能来一天，而且宗教警察四处拿着鞭子驱赶人们去做礼拜，并且把女人从街上赶走”。②同一时

期的英国军医贝留（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ｌｌｅｗ）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一位给萨图克·布合拉汗

（ＳａｔｕｑＢｕｇｈｒａＫｈａｎ，此为喀喇汗王朝国王，笔者注）守陵的卫士说：‘虽然我讨厌他们（清朝），

但是他们是不错的统治者。那时我们曾经拥有一切。现在，我们一无所有’。”③这种严酷的中

世纪式的统治，为南疆维吾尔族百姓所不容，民众开始暗暗怀念清朝统治时期。《哈米德史》里

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阿古柏治下的一个喀什小城，一人在播种。另一人问：‘你在种什

么’？此人答：‘我在种汉人’。六个月后，左宗棠的收复南疆的军队恰好驻扎在此处。”④其时，

左宗棠仅用７０天就平定全部南疆，原因之一就是沿途大量的南疆百姓倒戈支持清军。宗教统

治的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有如此的“圣战”侵略历史背景，在全球化时代的“东伊运”很早就踏上了全球“圣战”的不

归路。１９９８年，“东伊运”将总部迁移到了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喀布尔。在阿富汗塔利班的

庇护下，艾山·买合苏木不但获得了阿富汗护照，⑤与基地组织领导人，比如本·拉登等数次

会面，还在阿富汗托拉博拉的地区建立了训练营地。⑥ “东伊运”领导人之一阿布都·沙库尔

在丧生之前，不但指挥ＴＩＰ的人员，同时也担任“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指挥。⑦

２００９年，阿布都·哈克在一份“东伊运”出版的杂志当中证实，“东伊运”的成员在１９９０年代末

期在阿富汗的科斯特、赫拉特、巴格拉姆、喀布尔地区进行训练。⑧在２００９年１月“东伊运”发

布一段视频中，该组织也确认了阿富汗塔利班为“东伊运”提供训练场地，直到２００１年。阿布

都·哈克在任“东伊运”领导人期间，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基地组织“舒拉

议会”（ＳｈｕｒａＭａｊｌｉｓ）的成员。２００４年，“东伊运”的一位负责人阿卜杜拉·卡日阿吉（Ａｂｄｕｌｌｌａ

Ｋａｒｉａｊｉ）在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东伊运”在“９·１１”之前，就与“基地”组织保持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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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本人亲自参与多次“东伊运”同本·拉登的会面。卡日阿吉承认“东伊运”在“９·１１”之

后和阿富汗塔利班一道同美军作战。①２００９年６月，阿布都·哈克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高

级成员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与巴基斯坦塔利班（Ｔｅｈｒｉｋ－ｉ－Ｔａｌｉｂａｎ）领导人拜图拉·买合

苏德（ＢａｉｔｕｌｌａｈＭｅｈｓｕｄ）会面，商议巴基斯坦军方在南瓦济里斯坦的军事行动。②２０１４年，基

地组织媒介分支ＡｌＳａｈａｂ出版了第一期英文杂志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其中一篇文章明确把新疆放在

了全球“圣战”的图景当中。③因此，“东伊运”和基地组织如此紧密的配合的只有一个：全球“圣

战”。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东伊运”也紧随“基地”组织并保持对塔利班的忠诚。④可以说，“基

地”组织是“东伊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路者。

２０１３年，叙利亚的混乱局势使该国成为各路极端分子的练兵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以

下简称ＴＩＰ）也将目光投向了叙利亚。ＴＩＰ宣称：“我们有权利支持叙利亚的穆斯林”。⑤这等于

宣告ＴＩＰ正式参加叙利亚“圣战”。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英国以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名字命名的“布

莱尔全球变革机构”发布了针对叙利亚非ＩＳ极端组织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把“突厥斯坦伊斯

兰党”归类于跨国“萨拉菲－‘圣战’主义”组织。⑥所谓“萨拉菲－‘圣战’”主义，是指“对于经典

文本字面意思的绝对尊重和对‘圣战’的绝对坚持”，⑦即不容许任何对于伊斯兰教经典文本根

据时代特点进行的解读。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ＴＩＰ的叙利亚武装人员的合照在社交媒体上公布。⑧

这应该是ＴＩＰ参与叙利亚内战以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从ＴＩＰ在叙利亚公布的图片上看，ＴＩＰ

的旗帜已经从以前的蓝色变成了黑色。在“清真言”的下方多了一行阿拉伯语文字“叙利亚突

厥斯坦伊斯兰党”。如此，ＴＩＰ正式在叙利亚建立了自己分支。ＴＩＰ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土耳

其阿纳多卢新闻社的采访时表示，ＴＩＰ参加叙利亚内战的目的除了“帮助叙利亚的穆斯林”以

外，还要获得“回新疆作战的必要经验的锻炼”。⑨，这位负责人还表示，ＴＩＰ当前还是效忠塔利

班领导人奥马尔。ＴＩＰ转向在叙利亚作战，一方面是为了所谓的“练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

得同世界其他“圣战”组织建立联系，从而获得可能的资金支持。目前普遍认为，ＴＩＰ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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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直同基地组织的分支“征服阵线”协同行动，而不是ＩＳＩＳ。“征服阵线”是“基地”组织的

分支，和ＩＳＩＳ没有隶属关系，二者还是竞争关系。但是，也有一部分维吾尔人到达叙利亚以后

加入了ＩＳＩＳ，而ＩＳＩＳ也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维吾尔人的招募。

除了阿富汗和叙利亚之外，“东伊运”／ＴＩＰ在全球其他地区也有活动。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透露，“东伊运”在吉尔吉斯斯坦策划对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发动袭

击。①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国将“东伊运”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２０１０年６月，阿联

酋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两名维吾尔人，两人因为被发现策划对迪拜附近的一个大型中国商业中

心进行爆炸，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②目前，“东伊运”已被阿联酋政府列入其“恐怖组织”

名单。③２０１０年７月，挪威警方破获一起未遂炸弹袭击案。挪威警方认为这起案件的幕后组

织就是ＴＩＰ。④２０１６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事后吉尔吉斯斯

坦官方表示案件是“东伊运”所为，袭击的指令是从叙利亚发出的。⑤

六、“东伊运”意识形态和“基地”组织的关系

“东伊运”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基地”组织深刻的影响。那么“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有

什么特点？约翰·特纳（ＪｏｈｎＴｕｒｎｅｒ）认为，“萨拉菲主义（Ｓａｌａｆｉｓｍ）”，“迁徙（ｈｉｊｒａ）”，“昧

（ｊａｈｉｌｉｙａ）”，“圣战（ｊｉｈａｄ）”四个概念构成了“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⑥ “萨拉菲主义”这个

概念来自阿拉伯语的ｓａｌａｆ，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继承人。萨拉菲主义者认为穆

罕默德的时代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因此需要从中世纪的穆罕默德时代寻找复兴伊斯兰

世界的力量。⑦ 所谓“圣战”在伊斯兰教内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政治派别有着多种解释。有

学者认为，“圣战”可以指个人为了主道的奋斗，也可以指为了维护个人所处群体而进行的斗

争。⑧而“迁徙”本意指的是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这样一个历史

事件。这次迁徙让初创的伊斯兰教逃离了“昧（ｊａｈｉｌｉｙａ）”的前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因此极大

地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所谓“昧”，指的就是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世界。⑨对于这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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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基地”组织认为，“昧”的状态不是历史，而是目前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

一个广泛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到穆罕默德那个时代（ｓａｌａｆ），办法就是通过军事

意义上的“圣战”，而“迁徙”是为了“圣战”进行的必要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基地”组织的意识

形态是建立在对四个概念的曲解之上。“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将上述四个概念的宗教和历

史背景剥离然后转化成了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① 那么，作为“基地”组织忠实

学生的“东伊运”，其意识形态又受到了 “基地”组织哪些影响？

２１世纪以来，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媒介平台的使用成本越来越

低。全球各类极端组织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变化。目前，“东伊运”拥有自己的视频机构“伊斯兰

之声”（ＩｓｌａｍＡｗａｚｉ）、杂志《伊斯兰突厥斯坦》（Ｉｓｌａｍｉｃ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媒体

平台，为研究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窗口。ＴＩＰ的媒介宣传机器目前已经充分借鉴了

“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的经验。罗汉认为，鉴于“东伊运”和“基地”组织的紧密联系，“东

伊运”很可能利用“基地”组织的资源来改善其媒介宣传的内容。２００６年，ＴＩＰ发布了第一个

视频“突厥斯坦的圣战”。罗汉认为这个视频是“东伊运”和“基地”组织联合制作的。② 在视频

之外，２００８年７月，“东伊运”／ＴＩＰ的第一期杂志《伊斯兰的突厥斯坦》通过ＡｌＦａｊｒ媒介中心

发布。③ 这个杂志主要以阿拉伯语写成。考虑到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大相径庭，可见“东伊

运”宣传的目标对象是在中东和广泛的阿拉伯世界，而非中国。贾科布（ＪａｃｏｂＺｅｎｎ）认为“东伊

运”的宣传杂志和“基地”组织的杂志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二者都包含有大量对所谓“烈士”的

介绍，对“圣战”分子的访谈和“圣战”的宗教含义等内容，④出版这个杂志的目的主要是向全球说

阿拉伯语的“圣战”主义群体宣传自身的组织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向全球类似的组织寻求经费支

持的目的。⑤ＴＩＰ领导人之一阿不都拉·曼苏尔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就是这本杂志的编辑。

这本杂志目前一共出版了２４期，目前开源恐怖主义研究网站上可以获取２１期。这个杂

志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攻击，讲解宗教知识，介绍该组织的“烈士”，还有对时政

的评论内容。笔者对这２１期《伊斯兰的突厥斯坦》进行了关键词量化等相关研究。

图１　四个关键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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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１所示，通过以“圣战”“迁徙”“乌玛”和“哈里发”这个四个关键词对２１期杂志进行全

样本统计，发现：在所有四个关键词当中出现最多是“圣战”，达到了１１６２次，这鲜明地体现了

“东伊运”意识形态对“圣战”的追求，也说明了该组织的“圣战”组织属性。比如，在该杂志第一

期的前言中，“东伊运”明确提出“发行杂志的目的在于以论证、解说和提供证据的方式进行舆

论的‘圣战’。”这里“东伊运”把舆论和“圣战”并列，在歪曲了“圣战”原本的含义之外，也说明

该组织在宣传方面同“基地”组织看齐。即不仅重视暴力斗争，也同时进行舆论战。排在第二

位的关键词是“迁徙”，出现了３５３次。比如在该杂志第７期第１５页，该组织号召信徒“用为主

迁徙和圣战来开拓尊严的道路。”这里“东伊运”把“迁徙”和“圣战”并列，把“迁徙”当成了一种

斗争方式，很明显是歪曲了“迁徙”原本的含义。考虑到 ＴＩＰ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可以说

ＴＩＰ在实践上对“迁徙”的理解也与“基地”组织一致。

“乌玛”和“哈里发”出现的次数较少，分别出现７８次和３７次。在该杂志第８期第４１页

中，“东伊运”对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抨击，“伊斯兰的乌玛已经了解了它的敌

人，已经知道了它威力的秘密和权赋之路”。这里“东伊运”很明显以“乌玛”的领袖来自居，代

表“乌玛”发出了声音。同时，“东伊运”将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描绘成一种理想的“有尊严的生

活”，这体现出该组织对塔利班的忠诚。在该组织的最终目标上，“东伊运”杂志第２０期第３０

页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导下建立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我们的道路就是为了

‘圣战’”。这段表述清晰的说明了“东伊运”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分裂中国新疆，而是要在宗教

意义上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而实现手段就是军事意义上的“圣战”。这个目标同“基地”组

织完全一致。

七、“东伊运”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如前所述，“东伊运”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由创立之初的民族分裂主义演变为一种兼具民

族分裂主义和全球“圣战”的混合体。“东伊运”／ＴＩＰ的政治目标是要将新疆分离成立所谓“东

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但是，“东伊运”试图建立这个政治实体，不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

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而是宗教意义上的教法国家。“东突”仅仅是一个修饰。

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东突伊斯兰国的最终目的，一

直没有改变”。① 在宗教上，“东伊运”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神权“哈里

发”。其手段就是通过暴力“圣战”。根据该组织的“章程”：（“东伊运”）“同全球穆斯林‘圣战

士’一起合作……为了在地球上恢复那个失落的‘哈里发’”。②可以说“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导

向就是全球“圣战”，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化也成为ＴＩＰ后来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根基。

“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演变从其标志物上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代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活

动旗帜是蓝色的印有星月图案的旗帜，俗称“蓝旗”（ｋｏｋｂａｙｒａｑ），但是“东伊运”对这一旗帜作

出了改动，在星月图案的上方加上了阿拉伯文的“清真言”（ｓｈａｈａｄａ），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一改动使得“东伊运”的旗帜同其他“圣战”组织趋于类似，唯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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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旗帜上的星月标志。２０１４年，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３·０１”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３月

４日，云南省在通报案件情况时表示：“这８个人他们原先是想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

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

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①云南警方在记者会时对外

界展示了物证，从现场的图片看，物证中其中除了刀具，还有一面在现场发现的“东伊运”旗帜。

不同的是，这面旗除了“清真言”和星月图案以外，颜色不再是蓝色，而是完全变成了黑色（国际

“圣战”组织多用黑色旗帜）。这说明，“东伊运”在坚持民族分裂的同时，已经全盘拥抱了全球

“圣战”的意识形态。

“东伊运”／ＴＩＰ既要建立一个基于模糊地理概念的“东突厥斯坦”国，又要追求一个早已归

入历史的中世纪意义上的“哈里发”政权，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双重目标内部也存在潜在的矛

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期。但

在欧洲大陆已经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穆斯林最为熟悉的自己生活的实

体，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乌玛”（ｕｍｍａｈ）。所谓“乌玛”，指的是一个由所有穆斯林组成的大社

区，或者有某种共同目标的信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当中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高于其他一切认

同，比如部落，血缘等等。因此，“乌玛”超越一切民族、地域、性别和血缘。“乌玛”社会的治理

原则就是伊斯兰“教法”。② 需要指出的是，“乌玛”无论概念还是实践，都要早于民族国家。持

宗教极端主义的个人和组织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和实践是排斥拒绝的。因此“东伊运”的目

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至于“东伊运”的宗教目标“哈里发”，中文含义可以指人（ｃａｌｉｐｈ），

也可以指一种政治实体（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作为人的“哈里发”，本意指的是穆罕默德继承人在其去

世后代替其位置。作为统治者的“哈里发”，不能传教，但是可以主持宗教仪式，行使司法和政

治权力 。③作为政治实体的“哈里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统治者既是宗教权威也是世

俗领袖，统治者 “哈里发”的使命是要确保“世界上只有一个‘哈里发’实体，所有穆斯林必须服

从这个实体，实体里的非穆斯林处于二等公民地位，面对非穆斯林世界”。④

事实上，奥斯曼“哈里发”在１９２４年终结以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主流的伊斯兰组织提出

要重建“哈里发”这一政治实体，除了一些边缘的组织和实体。这些组织和实体或者号召重建

“哈里发”，或者干脆自己宣布成立“哈里发”，但是基本都不被主流穆斯林社会所承认。最近的

两次宣布“哈里发”事件，第一次发生在１９９６年，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ＭｕｌｌａｈＯｍａｒ）

在塔利班的大本营坎大哈登上一幢房子的阳台，在众人面前披上了一件斗篷，这件斗篷据信属

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人。由此奥马尔获得了“信众领袖”（Ａｍｉｒｕｌ－Ｍｏｍｉｎｅｅｎ）的称

号 。⑤ 由于“信众领袖”这样称呼一般专属于“哈里发”，因此奥马尔事实上获得了“哈里发”的

地位。两年后，这一地位甚至获得了本·拉登（ＯｓａｍａｂｉｎＬａｄｅｎ）的承认。但是，主流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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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４２１８４６４３．ｈｔｍｌ。浏览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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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ｃｅ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ＵｍｍａｈｉｎＩｓｌａ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ｌａ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１３１２／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ｕｍｍａｈ－ｉｎ－ｉｓ

ｌａｍ／。浏览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

参见Ｖ．Ｌｉｅｂｌ，“Ｔｈｅ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３，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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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Ａ．Ｒａｓｈｉｄ，Ｔａｌｉｂ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Ｉｓｌａｍ，Ｏｉｌ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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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并不承认他是“哈里发”，原因主要在于他既没有阿拉伯血统，也不具备足够的教法知识，

同时只有一只眼睛，所以无法达到成为“哈里发”的条件 。① 第二次就是在２０１４年，极端组织

ＩＳＩＳ的头目巴格达迪（ＡｂｕＢａｋｒ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在ＩＳＩＳ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并控制了一定的

土地以后，宣布成立“哈里发”，自任统治者。这一宣布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

应，但是立刻引来了其他宗教极端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反对，他们认为巴格达迪的“哈里发”

并不合法，因为没有得到全体“乌玛”的共识或者同意。比较激烈的反对者甚至发出宗教裁决

（ｆａｔｗａ），号召穆斯林对抗ＩＳＩＳ。② 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要想重现建立历史上的“哈里发”，获

得全体穆斯林“乌玛”的认可的难度有多大。有意思的是，ＴＩＰ的头目阿不都·哈克在巴格达

迪宣布成了“哈里发”以后，也发表声明表示此“哈里发”为“非法”。③

“哈里发”统治下的“乌玛”，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边界、

超越血缘的政治实体。“东伊运”的政治目标首先要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就明

确了一个地域范围。而“东伊运”的“章程”里提到的“失落的哈里发”，无论是中世纪中东地区

阿拉伯的“哈里发”，还是奥斯曼“哈里发”，都不包括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按照“哈里发”的传

统，穆斯林世界只能有一个“哈里发”实体。如果“东伊运”在中亚地区成立“哈里发”，这个实

体的合法性在哪里？假设“东伊运”在中东地区建立“哈里发”，这个实体和“东突厥斯坦”又是

什么关系？对于“东伊运”政治目标和宗教目标之间存在的潜在矛盾，该组织并没有给出解释。

事实上，随着ＴＩＰ越来越深地卷入多个极端组织在叙利亚的“圣战”，该组织成员或支持者总

会有这样的困扰：到底是民族分裂的“东突厥斯坦”重要，还是伊斯兰主义的“圣战”重要？美联

社记者施家曦２０１８年曾经在土耳其采访了部分参与过叙利亚战争的ＴＩＰ武装分子，据这些

人介绍ＴＩＰ内部对该组织参加叙利亚“圣战”的最终目标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参加“圣

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有的人认为ＴＩＰ的目标主要应该在中国，而不是叙利亚。④这也是“东

伊运”／ＴＩＰ意识形态双重目标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八、结 　语

自１９世纪下半叶“双泛”思想在新疆开始流传以来，分裂和反分裂已成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新疆历史的重要内容。２０世纪下半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开始成为新疆民族分裂活动

里的一个颇具典型性的组织。２０世纪新疆的各类打着“圣战”旗号的暴力恐怖活动只是局限

在一地，并以实现所谓“东突厥斯坦”为主要诉求，“圣战”只是一个手段。２１世纪全球化的时

代，“东伊运”的“圣战”活动已经同全球“圣战”活动卷为一体，建立中世纪意义上的“哈里发”政

治实体成了终极追求。“圣战”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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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民族分裂起家以后，“东伊运”开始慢慢转向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其目标也变成

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和建立全球 “哈里发”的双重目标。必须指出的是，“东伊运”意

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是通过历史和宗教的曲解来实现的。其中最明显的曲解就是“泛突厥主

义”。历史上的突厥，作为部落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各突厥部落使用的突厥语族

语言却被后来很多民族采用。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群体操突厥语族语言，这些群体来自不同的

民族，这些人被现代语言学称为“突厥语族”民族。但是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东伊

运”基于“泛突厥主义”构建的政治概念“东突厥斯坦”完全是虚构和曲解的产物。在政治目标

之外，“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宗教目标也是通过曲解来实现的，而这种曲解直接继承了“基地”组

织的衣钵。“基地”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曲解了“迁徙”“昧”和“圣战”这几个伊斯兰教的概

念，而“东伊运”所做类似。因此，同“基地”组织一样，“东伊运”也将这几个核心概念从伊斯兰

教中进行去精神化的剥离并加以自己的“改造”，从而创立了一种貌似宗教但实为暴力斗争理

论的话语体系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目标。

除了虚构和曲解之外，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内部存在地域性、民族性的“东突厥斯坦”和超

越地域与民族的 “乌玛”之间的矛盾。即使如此，这种双重意识形态说明“东伊运”已经从创立

之初的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集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恐怖组织。这种双

重意识形态短期内有利于“东伊运”的动员和招募，但是长期来看则有可能会造成组织内部的

紧张，甚至是分裂。从近年来“东伊运”在全球的活动情况看，该组织已经演变为跨国恐怖组

织，全球“圣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超越其初始的民族分裂的目标。

目前，“东伊运”活动的首要目标是针对中国，次要目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①这种主

次之分并不影响“东伊运”的恐怖主义性质。必须明确的是，“东伊运”的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

是在“基地”组织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也注定了“东伊运”袭击的目标不可能只针对中国一国。

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地缘或政治利益，对“东伊运”恐怖主义带来的危害采取漠视态度，有时甚至

用“双重标准”②来衡量中国政府打击“东伊运”的行动，这对于国际反恐合作没有任何助益，长

远来看会损害整体国际社会的利益。

恐怖主义行动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中一个重要的层面

是抵御和消解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迁有着特定的社

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打击“东伊运”，要针对其特点，从根本上动

摇其意识形态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从本质上消解该组织的动员、组织和招募能力。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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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双重标准体现为：袭击西方目标的是恐怖主义，而袭击中国目标的不是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