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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戰略作用

⊙ 陳 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

分布在東起東經 95°34'，西到東經 75°50'，南起北緯 35°30'，北至北緯 48°34'的廣

大地區，東西和南北相距各1500千米。兵團所轄邊境墾區與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

斯坦三國接壤，管轄的國界線共計有2 019千米。其中，與蒙古國交界571千米，與哈薩克斯

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交界1448千米。兵團的邊境農場，絕大多數分布在北疆的中哈、中蒙邊境

一線的中國領土上，歷史上長期擔負著守衛中國西北邊疆的重要戰略任務1。

這是一支由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保衛戰、解放大西北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

軍第一兵團的第二軍、第六軍、原新疆三區革命中的民族軍和由陶峙岳將軍率領的原國民黨

新疆駐軍起義官兵組成的部隊。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軍墾戰士忠實地履行著黨和國家

所賦予的屯墾戍邊神聖使命，以黨、政、軍、企合一的形式承擔著「生產隊」、「工作

隊」、「戰鬥隊」三大戰略任務，成為一支不穿軍裝、不拿軍餉、永不復員的特殊部隊。為

新疆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步伐的不斷加快，新疆作為歐亞大陸橋頭堡和古絲綢之路中轉站的

地位日益凸現，這一地區的穩定問題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廣泛關注。

尤其是當前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內外勾結，活動猖獗，妄圖在新疆成立所謂「東突厥斯坦」，

分裂我們國家的危急關頭，兵團的存在、穩定和發展，對分裂主義分子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是

強大的政治、軍事威懾力量。兵團的形成、發展和作用，也成為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邊

疆地區進行有效行政管理諸問題的重要內容。

一 兵團的成立和對新疆地區經濟建設的貢獻

1949年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偉大勝利的前夕，美國間諜派克斯頓和馬克南等人不甘

蔣介石集團的徹底失敗和覆滅，積極收買新疆省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加緊組織武裝叛

亂，妄圖將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變成西方世界反共、反華勢力向即將建立的新中

國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的基地。

鑒於上述形勢，黨中央對解放全國的戰略計劃進行了重要調整，決定提前解放新疆。第一野

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得知此消息後主動請纓，要求率部西征。在得到中央批准

後，這支原本將在新中國成立後擔負首都北京警衛任務的精銳部隊，在西北前線調轉馬頭，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新疆進軍。從而拉開了解放中國最大省份──新疆的歷史大幕。

1949年9月25日，時任國民黨新疆保安總司令的陶峙岳將軍深明大義，率屬部十萬官兵起義投



誠，致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迅速進駐新疆各戰略要地，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帕米

爾高原，一舉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分裂新疆的圖謀，捍衛了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

同時成立了中共新疆局和新疆軍區，王震任新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一九五零年軍隊生產建

設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強調

要積極參加生產，「藉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以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

經濟建設」。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1950年1月，新疆軍區動員所部19.3萬名官兵，除兩成為

機關業務和擔任警備任務的部隊外，其餘 八成約11萬人投入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當年，生產

部隊就有8萬餘人進入荒野草原，墾荒85萬多畝，糧食生產過億斤，牛羊10萬多頭。到 1951

年駐疆部隊實現糧食、副食、蔬菜全部自給，並用剩餘物資支援地方，取得了顯著成績，受

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讚揚，並作為經驗向全軍推廣2。

1952年2月，毛澤東根據軍隊參加生產建設的經驗，發布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號

召全體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站在國防的最前線，經濟建設的最前線，協同全國人民，為獨

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繼續奮鬥！」為此，批准人民解放軍部分部隊改編為生產

部隊，「將光榮的祖國經濟建設任務賦予你們」，「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

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3。

根據這一命令，新疆軍區生產部隊約10.55萬人編為十個農業師，一個工程建築師，掀起了轟

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同時成立了新疆軍區生產管理部，直接管轄生產部隊。

1954年，軍隊即將實行義務兵役制和軍銜制，國家經濟建設也開始有計劃的進行。在這種新

形勢下，為了使駐疆部隊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屯墾戍邊，並把部隊生產納入國家計劃，以

便集中統一領導駐疆生產建設部隊。1954年10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決定，中國

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二軍大部、六軍一部、五軍大部（原三區革命民族軍）和二

十二兵團（由原國民黨新疆起義部隊改編而成）全部就地集體轉業，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

設兵團」。陶峙岳出任第一任兵團司令員，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王恩茂任第一政委。

成立後的兵團實行黨政軍合一的領導體制，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軍的統一領導，依

照國家和自治區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所轄墾區行使一定的管理職能。兵團沿襲了人民解放

軍的建制，從兵團到師、團、營、連機關健全，組織嚴密。同時，兵團也是一個經濟組織，

其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為戍邊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為繁榮邊疆做貢獻。

解放前，新疆經濟十分落後，加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壓榨和戰爭破壞，百業凋零，物資奇

缺，廣大農村更是貧困異常。據統計，解放前夕，平均每三戶農民才有一頭耕牛，九戶農民

才有一輛木倫車，二戶農民才有一把鋤頭。1949年全疆糧食人均佔有量不到二百公斤，農民

出去地租、口糧、種子外，所剩無幾，條件極為困難。

兵團成立後，迅速擺開了大規模屯墾的新戰場，廣大軍墾戰士，一手持槍，一手拿鋤，向亙

古荒原、向千里戈壁、向被稱為「死亡之海」的沙漠宣戰。戰士們風餐露宿，開渠引水，墾

荒造田，建成了一片片綠洲，一個個農場，一座座水庫，一條條渠道林帶。一大批軍墾新城

鎮，在戈壁深處，在沙海邊沿，在荒無人煙的處女地上誕生了。

為了在新疆建立現代工業，擺脫邊疆地區的落後面貌。戰士們節衣縮食，從每年供給的兩套



軍裝中節約一套，兩件襯衣中節約一件，改一年發一套棉衣為兩年，鞋子、襪子全部自己解

決，並別出心裁地把帽子去掉帽沿，襯衣去掉翻領，軍裝上地口袋由四個減為兩個；同時從

糧食、菜金、雜支、辦公費用等扣出一部分來購買機器、修建廠房、建設道路。用僅僅三年

的時間，建成了八一鋼鐵廠、十月汽車廠、葦湖發電廠、六道灣煤礦、七一棉紡廠等一大批

現代化工礦企業，開創了新疆現代工業的先河，為新疆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時期，兵團各項工作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導致領導體制不順，流通渠

道不暢，農牧業經濟出現大面積虧損。1975年3月25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建制被撤銷。

這對整個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兵團體制又提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1981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軍委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向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提出恢復兵團的建議。

當年8月中旬，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親赴新疆考察，聽取各方面意見。同

年 12月3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了〈關於恢復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決定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恢復生產建設兵團的建制，並將恢復後的

兵團劃歸農業部領導。

兵團恢復後，隸屬關係已不在國防序列，名稱也由撤銷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

建設兵團」改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了適應經濟建設新形勢的需要，對外稱「中國新

建集團公司」，享受國家大型企業集團試點的各項政策，並作為獨立核算單位享有企業法人

資格。

在黨中央的關懷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兵團事業大踏步前進，現已擁有人口240餘

萬，轄編13個農業師，一個工程建築師，172個農牧團場，907個獨立核算企業。共有土地面

積7.43萬平方千米，佔新疆總面積的4.47% ，約佔全國農墾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是全國最大

的墾區之一4。

兵團在獨立的墾區區域，有自成體系的公安、檢察、法院、監獄等司法機構和武裝警察部

隊，有獨立的教育體系，辦有各種類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專、技校、中小學校和幼

稚園，還有社會功能較為齊全的城鎮建設、科學研究、文化衛生機構等。在過去荒無人煙的

戈壁荒灘上興建了五個新城鎮（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爾），其中，石河子市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現已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疆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

（另外兩個是地方企業和中央直屬企業），為新疆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兵團始終堅持「兵」的特點，「寓兵於民」，「勞武結合」，現擁有民兵十

四萬餘人，其中基幹民兵七萬餘人，編為四個齊裝滿員的預備役師，146個營，706個連，分

布於天山南北各個農牧團場、工礦企業、邊境要地和戰略通道。兵團民兵充分繼承並發揚了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和光榮傳統，在兵團黨委的統一

領導下，在新疆軍區和兵團軍事部的直接指揮下，現已成為維護新疆地區社會局勢穩定、保

衛中國西北領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擊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即

「三股勢力」）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和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

二 兵團的布局與新疆的穩定



1949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以後的駐防安排，實際上已經展開了日後兵團各部分布的

基本格局。這一格局形成的著眼點是兵團在新疆地區的戰略目標和中心任務，為新疆和平解

放後的穩定，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對天山南北進行有效地行政管轄奠定了基

礎。

解放軍進疆初期，新疆社會局勢混亂，叛亂疊起，經濟落後，人心浮動。國民黨起義部隊中

堅持反共立場的官兵、民族軍中的分裂分子、少數民族中的宗教上層和封建頭目，出於對新

生人民民主政權的仇恨，在國外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的煽動、蠱惑下，不斷掀起叛亂，嚴重

危害了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

當時屯墾戍邊的緊要任務是剿匪平叛，建立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開展大生產運動。為

此，進疆初期，第一兵團指揮機關對下屬二、六兩軍和五軍的部署，以及原國民黨新疆駐軍

起義部隊做了如下安排：

二軍進駐南疆，六軍進駐北疆，兩軍黨委同時兼南北疆區黨委，五軍仍駐原地，軍黨委兼伊

犁區黨委；原國民黨新疆駐軍起義部隊皆駐留原地，準備接受解放軍的全面整編。

至50年代末，兵團的布局大體上形成「兩個圈」的格局，即沿塔克拉瑪幹沙漠周緣和沿準格

爾戈壁周緣。在這兩個戰略圈內，依據政治、軍事等諸多要素，進行兵力部署和墾區劃分，

將二、六軍主力分布於各個戰略要地。其中，農一師主力大部駐阿克蘇，就是從維護南疆地

區穩定的角度出發考慮決定的；農二師主力一部駐焉耆，扼守天山南北咽喉要道，控制南北

疆交通樞紐；農四師主力駐伊犁，堅守新疆西北門戶，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保持強大的威

懾；農五師主力大部駐新疆東大門哈密，雖然面臨缺乏必要水源、土地鹽鹼等生活、生產困

難，但必須堅守進疆大門，確保新疆與內地聯繫的暢通；農六師主力駐五家渠，兼烏魯木齊

市警備力量，擔負保衛兵團司令部、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新疆軍區等要害機關所在地的

重要任務；農七師、農八師各部沿馬納斯河流域一線展開，保障烏魯木齊至伊寧一線戰略通

道的暢通5。

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惡化，昔日的同志變成敵人，新疆地區的形勢發生了重大

變化。蘇聯取代國際殖民主義者和反華勢力，成了新疆地區民族分裂分子進行分裂活動的主

要國際背景。兵團的任務也隨之加重，其戰略地位也更加突出。

這一時期進行分裂活動的人員也由50年代以國民黨殘餘勢力、兵痞、特務和封建官吏為主，

演變為以黨政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分裂思想嚴重的知識份子和宗教職業人員為主。分裂活動

表現為：策動邊民外逃和建立以分裂祖國為主要目的的政黨組織。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1962

年震驚中外的伊寧、塔城等地區的「5．29」邊民外逃事件。

1962年4月開始，蘇聯當局以其駐中國伊寧的領事館為核心，通過其駐新疆各地州的領事，大

量策劃、煽動甚至強迫中國公民外逃蘇聯在西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到當年5月29日，事件達

到高峰。據統計，該事件共造成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九縣一市的5.6萬餘人外逃，帶走和

損失牲畜三十餘萬頭，使四十餘萬畝土地無人耕種。其中塔城縣外逃人口達該縣人口的

68﹪，霍城邊境三個公社原有人口1.6萬餘人，外逃後只剩3 000餘人，各項損失極為嚴重。

為了盡快制止邊民外逃，應對可能發生的事變，根據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兵團於 1962

年5月5日起，緊急編組了六個獨立營，共二十一個武裝應急民兵連，開赴中蘇邊境展開布

防，迅速建立起八十二個哨卡、檢查站和巡邏點。其中，農一師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



於阿克蘇一線邊境：農四師抽調二個營共八個連，布防於霍城至昭蘇一線邊境；農五師主力

由哈密移防到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並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於博樂一線邊境：農七師

抽調一個營共四個連，布防於塔城一線邊境：農十師（1953年組建，1955年撤銷，1958年恢

復）抽調一個營共三個連，布防於阿爾泰一線邊境。很快制止了大規模的邊民外逃風潮。

同時，兵團調集三萬職工在邊境地區實施代耕、代種、代管的任務。隨後又在長達2 019公

里，縱深10至30公里的邊境線上建立了五十八個邊境農場，採取「民對軍」的鬥爭方式，年

復一年的在有爭議地區的我方控制區內實施武裝巡邏和戰術演練，並進行農耕、放牧等各項

生產活動，即使顆粒無收也堅持不懈，被稱為種「軍事田」、放「政治牧」。從而徹底改變

了中蘇邊境「有邊無防」的局面，填補了這一地區的戰略空白，有效地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捍衛了民族尊嚴6。

至60年代末，兵團在原有的基礎上基本形成「兩圈一線」的部署模式。其中「兩圈」分別指

北疆環庫爾班通古特沙漠部署的兵團團場，南疆環塔克拉瑪幹沙漠部署的兵團團場；「一

線」是指為了防備蘇聯而在塔城至伊犁沿中蘇兩國邊境一線展開部署的兵團邊境團場。

這一部屬的完成基本奠定了兵團的分駐新疆天山南北廣大地區的基本格局。南疆地區：農一

師駐阿克蘇墾區，農二師駐庫爾勒墾區，農三師駐喀什墾區（1966年增設）；北疆地區：農

四師駐伊犁墾區，農五師駐博樂墾區（1962年由哈密墾區調來），農六師駐昌吉墾區，農七

師駐奎屯墾區，農八師駐石河子墾區，農九師駐塔城墾區（1969年增設），農十師駐阿爾泰

墾區（1958年增設）。同時，設立烏魯木齊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一師）駐烏魯木齊墾

區，哈密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二師）駐哈密墾區，和田管理局（2002年改編為農十三

師）駐和田墾區。以及工程建築第一、二、三師。

進入70年代，由於「文化大革命」新疆各項工作均遭到嚴重破壞。兵團建制也被撤銷，農牧

團場和工礦企業交由地方進行管理，極大地削弱了新疆經濟建設的力量。同時，也為日後新

疆社會局勢的穩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所幸的是在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動亂終於結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第二代領導集體高瞻

遠矚，從穩定邊疆、建設邊疆的戰略高度，肯定了兵團在新疆地區無以替代的重要歷史作

用，使兵團建制很快的得到了恢復，並在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裏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和壯大，

重新擔負起了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

三 民族分裂主義對新疆局勢穩定的破壞

兵團恢復成立的時期正值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兩極格局被

徹底打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國際敵對勢力乘機反撲，加緊對我實施「西化」、

「分化」；國內的分裂勢力也加緊活動，嚴重影響了新疆地區社會局勢的穩定，其中危害最

大的要數「東突厥斯坦」恐怖主義勢力。

「東突厥斯坦」簡稱「東突」。它以成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國家為政治目標，為此不惜

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東突」一詞最早從十八世紀開始為歐俄學者所使用，用來稱呼中國

新疆南部，以便與中亞的西突厥斯坦相區別。現代「東突」運動始於二十世紀初， 1933年沙

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老牌分裂主義分子，在英帝國主義的策動和資助下，在新疆

喀什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這是分裂勢力在新疆首次公開打出「東突厥斯坦



獨立」的旗號。

解放前，「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下簡稱「雙泛」）分子麥斯武德任新疆省

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玉素甫分別任副主席和秘書長，使「雙泛」、「東突」

等思潮蔓延，分裂主義思想惡性膨脹。新疆解放前夕，眼看大勢已去的伊敏、艾沙等人外逃

巴基斯坦，埋下禍根，造成了解放初期新疆反革命武裝暴亂、叛亂此起彼伏，頻頻向新生的

人民政權進行反撲。60年代以後，又有蘇聯克格勃的積極插手策動，中亞地區成為境外分裂

勢力又一活動中心。80年代以來，在國際大氣候的影響和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援慫恿下，分裂

主義勢力的國際背景日趨多元化，活動也日趨猖獗，境內外分裂活動相互策應，鬥爭呈現出

不斷加劇和升級的態勢。

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政治局勢穩定，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引起了

西方敵對勢力的極度恐慌。他們進一步把新疆作為在戰略上遏制中國發展的熱點地區，同時

加大了對「東突」、「雙泛」等分裂勢力的資助，鼓動其在新疆境內進行破壞活動。直接導

致了這一時期分裂勢力倡狂反撲的嚴峻局面。截止到目前在境內外的「東突」組織有五十餘

個。主要有：「東突厥斯坦星火黨」、「東突厥斯坦青年黨」、「東突厥斯坦燎原黨」、

「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東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組織」、「天山民主聯盟」、「天山民

族拯救者黨」、「新疆伊斯蘭天山黨」等。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具體表現主要有7：

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沙特、土耳其等國宗教極端組織的資助下，在伊斯坦布

爾召開了「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瑞士、巴基斯坦、沙

特、土耳其等國的三十多個分裂組織的頭目參加了大會。在此次大會上成立了「東突厥斯坦

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確定了國名（東突厥斯坦國）、國旗（月牙旗）、國歌（夏迪雅）

和國徽（星月圖案）。此舉標誌著境外「東突」分裂主義運動開始由分散逐步走向聯合。

1993年4月5日，美國、德國、法國、巴基斯坦、沙特等十七個國家的「東突」分裂組織代表

再次在土耳其舉行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會議，宣布建立統一的「流亡政府」，任命熱札彼

肯為「政府首腦」，發表了「獨立宣言」，並呼籲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和伊斯蘭組織向中

國政府施加壓力。

1994年4月，「維吾爾人國際聯盟」在紀念「東突厥斯坦革命英雄」會議上決定，將「東突厥

斯坦人民的悲慘命運問題擬定告聯合國書」，妄圖進一步使新疆問題國際化。

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

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誌著境內分裂勢力開始由分散走向聯

合。

1998年在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訪華前夕，「東突」分裂組織「維吾爾聯合政治委員會」頭

目至函克林頓，呈請「需要您的支援和幫助，並且通過您需要偉大美國人民的幫助」，同時

遞交了關於「東突厥斯坦」歷史與現狀的有關材料，向美國搖尾乞憐，希望美國能像「幫

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樣「幫助」「東突厥斯坦」的維吾爾人。

1999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的「東突」分裂組織在阿拉木圖舉行遊行集會，公然打出「支援北

約轟炸南聯盟」的標語，並宣稱「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維吾爾斯坦的明天」。

與此同時，「東突」分裂分子還在新疆境內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暴力恐怖事件，令人觸

目驚心，其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



1990年4月5日，「東突伊斯蘭黨」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縣巴仁鄉劫持十名人質要挾政府，

並在交通要道炸毀兩輛汽車，殺害六名武警官兵。

1992年2月5日，「伊斯蘭改革者黨」在烏魯木齊市五十二路、三十路公共汽車上製造了兩起

爆炸事件，兩輛公共汽車被炸毀，造成三人喪生、二十三人受傷。同時還在一座影劇院和居

民住宅樓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時炸彈，幸被及時發現排除。

1993年6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蘭黨」在喀什市地區農機公司辦公樓製造爆炸案，

造成大樓坍塌，二人喪生、七人受傷；8月1日該組織又在喀什地區莎車縣外貿公司錄影廳製

造爆炸案，造成十五人受傷。

1997年2月5日至8日，「東突伊斯蘭真主黨」恐怖組織策劃、製造了伊寧騷亂事件，恐怖分子

高喊「建立伊斯蘭王國」等口號，襲擊平民，搗毀商店，燒砸汽車，致使七人死亡，二百多

人受傷，三十多輛車遭毀壞，多間民房被毀。

1997年2月25日，「東土耳其斯坦民族團結聯盟」在烏魯木齊市二路、十路、四十四路公共汽

車上製造爆炸，造成三輛公共汽車被炸毀，九人喪生、六十八人重傷。

1998年5月23日，「東突解放組織」成員在烏魯木齊市華都商廈、大西門、河灘路布料批發市

場、長征旅社批發市場、紅山木材市場、烏魯木齊旅社、商貿城等繁華場所放置四十多枚化

學自燃縱火裝置，製造了十五起縱火案，由於及時發現和撲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8年2月，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頭目艾山‧買合蘇木派遣數十名恐怖分子入境，

在新疆和內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十多處訓練基地，共對一百五十多人進行了爆炸技術培

訓。同時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購置化學原料，秘密製造炸藥和爆炸裝置。

1999年，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區七個縣市建立數十

處秘密訓練基地和製造爆炸物的據點，製造了大量武器彈藥。僅被警方繳獲的手雷就有4500

多枚，各種槍械98支以及大量製造工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車縣卡瓊鄉三村抓獲七名「東突」恐怖分子，並在一名恐怖分子家

裏的地道繳獲手雷三十八枚，電雷管二十二枚，爆炸裝置十八個，炸藥十七千克，拉火管二

十多個8。

2001年8月，「維吾爾聖戰組織」使用自動武器襲擊新疆庫車縣公安局，庫車縣公安局黨委書

記兼局長陳平犧牲，另有七名公安人員受傷。在瑞士的「東土耳其斯坦資訊中心」發言人迪

裏夏提宣稱對此事件負責，並稱此事件的目的，是對此前新疆自治區領導人向香港商人訪問

團承諾「在新疆投資不會受到民族問題影響」的回應。

在此期間，「東突」恐怖組織為了培訓骨幹，還在新疆境內一些偏僻地區建立秘密訓練基

地。如1990年「伊斯蘭改革者黨突擊隊」在葉城縣伯西熱克鄉建立了訓練基地，該基地先後

舉辦三期訓練班，共培訓了六十餘名恐怖分子，訓練內容包括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理

論，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的技能，體能訓練等。就是這些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參與了1991

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殺、搶劫等重大恐怖活動9。

大量血的事實證明，「東突」分裂組織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目的，所採取的恐怖暴力手段，

以極其殘忍的手法濫殺無辜，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實的恐怖組織。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由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實施的暴力恐怖活動仍然是威脅新疆地區政治局勢穩定、社會經

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大隱患。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新疆黨委書記、兵團第一政委王樂泉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指出

的，「新疆將加大『嚴打』鬥爭力度，對民族恐怖勢力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對民族

分裂主義骨幹分子、宗教極端勢力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進行堅決有力的打擊，確保

新疆長期穩定和發展」。

四 新時期兵團對新疆穩定的貢獻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際上的敵對勢力害怕在世界的東方出現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向

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進行反撲。但歷史又以失敗為手段，在各個戰略方向上給了他們一次又

一次無情的教訓。然而敵對勢力沒有一刻甘心於他們可恥的失敗，在政治孤立、軍事進攻和

經濟封鎖均不奏效的尷尬處境下，蘇東劇變似乎又為他們打上了一針「強心劑」。他們開始

加快了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步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就自然成為他們進行顛

覆、滲透和破壞活動的馬前卒。

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在國際恐怖主義蔓延泛濫的背景下，「東突」的恐怖主義傾向加

重，成為中國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集大成者，構成了對中國國家統一和西北地

區社會穩定的嚴重威脅。從1990年至2001年，「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製造了二百餘起恐怖

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人受傷10。

1989年5月19日傍晚，一夥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煽動民族群眾三千餘人，高聲呼喊攻擊黨和政府

的口號，在烏魯木齊人民廣場舉行非法集會和示威遊行。當天下午北京時間6點45分，遊行人

群似洪水般衝擊自治區黨委西大門，在打傷多名執勤武警後，突破警戒線，推倒鐵欄桿。三

百多名暴徒衝進黨委大院，用石頭、磚塊、棍棒追打機關幹部，並衝擊了自治區黨委、人

大、顧問委員會、紀委等黨政要害機關。

事件發生後，兵團迅速組織民兵應急防暴隊511個，共計13554人，出色的完成了146處重點目

標的安全保衛工作。同時出動力量趕赴現場，僅用了三個小時就使事態得到了控制，並當場

抓獲暴徒68人，收容173人。

然而這僅僅是「東突」組織進行大規模分裂暴亂活動的一次預演。很快，1990年4月5日，在

南疆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人鄉發生了以則丁‧玉素甫為首的「東突厥斯坦

伊斯蘭黨」分裂組織策劃的武裝暴亂。

從當年3月中旬開始，當地政府發現巴人鄉的宗教活動中有大批教民懷抱《古蘭經》宣誓，宗

教捐款、捐物活動頻繁等異常情況，隨即派出幹部進行走訪調查。引起了則丁·玉素甫等人

的極度恐慌，他們開始集中人員進行武裝訓練，連村連片的發展組織成員，其暴亂活動完全

公開化了。

4月5日早晨，則丁‧玉素甫組織二百餘人包圍鄉政府，列隊高喊「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

罕默德，主之使者」的宗教口號，進行非法示威。當天下午，則丁‧玉素甫在該組織另一頭

目依沙克‧吾守爾加中召開會議，決定對政府工作人員實施武裝戰鬥。傍晚7時許，前往巴人

鄉維持秩序的公安、武警及州、縣幹部進入鄉政府後，隨即遭到暴徒的圍攻、謾罵、毆打，

被圍困在鄉政府內。暴徒搶奪公安民警手槍五支，並殘忍的殺害了武警縣邊防大隊的六名官



兵，搶奪衝鋒槍一支、自動步槍二支、手槍五支。

同時，暴徒還通過鄉廣播站對外宣傳分裂主義思想，蠱惑其他地區的群眾參與暴動。在他們

的煽動下，新疆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在這一緊要關頭，兵團根據中央軍委和新疆軍區的命

令，在全疆範圍內迅速組織了二十四個民兵團，共7.4 萬人的應急部隊。並命令駐喀什墾區

的農三師出動民兵參加平暴。

4月6日晚4時36分，農三師民兵部隊與其他兄弟部隊一起，對暴徒實施了武裝保衛。一舉全殲

了這夥恐怖主義分子。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贓款、贓物。

進入90年代末，新疆境內外的幾十個分裂組織開始互相勾結，提出了「五個統一」：統一組

織，統一綱領，統一領袖，統一武裝，統一行動。其中，「東突厥斯坦革命民族統一戰線」

逐漸成為核心力量，是目前對我威脅最大的分裂組織。1997年以來，該組織在其他分裂組織

的配合下，在新疆地區製造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事件和恐怖案件：

1997年2月5日至9日，在漢族群眾的傳統節日春節，和穆斯林群眾的肉孜節來臨之際，分裂分

子在北江重鎮伊寧策動大暴亂。上千名暴徒聚集在伊寧市各主要街道，手持兇器，無故毆打

漢族群眾，衝擊、搗毀我黨、政、軍、警各要害機關和金融、電信部門，並瘋狂搶奪武器彈

藥。

由於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緊急應對預案，沒有能夠及時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之暴徒通過長

期準備，通過從境外偷運和臨時搶奪，已經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導致局面一直沒有得到

有效控制。在持續四天的騷亂中，伊寧市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共有7名漢族群眾被暴徒殘

忍殺害，198名群眾被打傷（絕大多數為漢族，少部分為回族），其中重傷50人，另有多人失

蹤。我公安民警有30人被打、殺致傷，其中重傷14人。共有40多輛汽車被毀，直接經濟損失

逾千萬元。

兵團在接到中央軍委和新疆軍區的指示後，隨即命令駐伊犁墾區的農四師出動力量，在最短

的時間內平息暴亂。同時命令周邊其他墾區各師進入戒備狀態，加強對社會面的控制，嚴防

伊寧暴亂在其他地區引起連鎖反應。

農四師在接到兵團司令部的命令後，馬上啟動應急預案，迅速武裝墾區內師屬各單位的民兵

部隊。第一批徵調一個民兵加強營共五百餘人，全部乘車趕往暴亂地區。另有七個民兵連隊

整裝待命，同時擔負師部、軍械庫等要害機關和重要目標的安全保衛任務。

農四師民兵在到達暴亂地區後立即對暴徒實施包圍。在多次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民兵強行進

入伊寧市區，對暴亂分子果斷地採取了武裝鎮壓。僅用一天時間就完全控制了局面，基本恢

復了伊寧市區內正常的社會秩序。

兵團民兵不畏犧牲、英勇戰鬥的精神極大的鼓舞和感動了當地群眾。暴亂全部平息、群眾日

常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完全恢復以後，民兵部隊完成了使命，即將撤回原單位。各族群眾自發

走上街頭，高呼口號，夾道歡送，場面十分感人。

事後有幹部統計，群眾在熱烈歡送民兵部隊時打出的橫幅和高呼的口號主要有三個：「中國

共產黨萬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萬歲」和「農四師民兵萬歲」。表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對

黨的深切愛戴，和對兵團為維護地區穩定所作貢獻的衷心感謝。

「國家利益，生存至上，發展至上，統一至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是戰略的首要



問題。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當代中國的歷史責任，是戰略

研究必須著重考慮的大問題」（著名國際戰略學者李際均教授語）。

在當前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內外勾結，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的形勢下，兵團作為中國、乃至

世界唯一一支屯墾戍邊的半軍事化力量，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新疆安定的中流砥柱。

1998年7 月9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在新疆視察兵團

工作時語重意長的指出：「生產建設兵團這種既屯墾又戍邊的特殊組織形式，符合中國的國

情和新疆的實際，其作用是其他任何組織難以替代的。加強兵團工作是中央從治國安邦的長

遠角度考慮做出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也是中央為更好的維護祖國統一、加快新疆開發建設步

伐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總書記的話從國家統一、地區發展的戰略高度，再一次肯定了兵團的重要作用。二十一世

紀，新一代兵團人緊密地團結在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周圍，高舉「奮起二次創業，再造兵

團輝煌」的戰鬥旗幟，在「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歷史征程上，為新疆各族群眾再建新

功。

 

註釋

1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資訊中心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自然地理概況》

2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寫組編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3 《第二十二兵團紀事》編寫組編寫：《第二十二兵團紀事》，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4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5 同註4。

6 同註2。

7 引自新華網播發：《「東突」恐怖組織大揭秘》。

8 同註7。

9 同註4。

10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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