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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另⼀种控制”：从中国拿到⽂件的复杂性使美国维吾尔⼈移民程序和正常⽣

活处于困境 

害怕和在中国的家里⼈联系，以及中国对获得相关⽂件实施的⽆理条件，使维吾尔⼈⽆法

在美国开始正常的新⽣活。 

⽴即发布； 

2018 年 7 ⽉ 13 ⽇； 

美东时间 16:00 

联系⽅式：维吾尔⼈权项⽬，+1 (202) 478 19 

尽管离开了⾼压下的中国，维吾尔⼈在开始其在美国新⽣活时，因⽆法自中国拿到岁月之

证明⽽面临⽆法跨越之困境；维吾尔⼈权项目在 2018 年 5、6 月份，对⽣活在美国的维吾

尔⼈进⾏了采访，受访者对研究⼈员倾诉了其自中国获得证明⽂件，如⼤学学历证明和离

婚证明的艰难。 

维吾尔⼈权项目获知，维吾尔⼈因为中共当局实施的⽆理要求，以及维吾尔⼈在东突厥斯

坦（也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能够帮助拿到证明的亲⼈害怕和海外亲⼈联系，⽽⽆法

获得相关证明⽂件；在后⼀种情况下，和在美国的亲⼈联系，可能使联络者身陷东突厥斯

坦集中营；维吾尔⼈自中国拿到证明⽂件自 2014 年开始变得很艰难，到了 2016 年就变得

不可能了。 

受访者告诉维吾尔⼈权项目，自中国获得证明⽂件成为挑战，是因为中国强化了其针对有

海外联系维吾尔⼈迫害的结果；自 2017 年，中国将近⼀百万维吾尔⼈拘押于集中营。1 当

局关押的⼀部分维吾尔⼈，或是因海外有亲⼈联系，或是因为自⼰曾经在海外居住过。2

受访者指出，在设立集中营之前，通过亲⼈获得相关证明⽂件还是可能的，尽管有时需要

贿赂；必须指出的是自 2014 年，自中国获得证明⽂件变得相当困难，2016 年后⼏乎不可

能。2014 年之前，尽管获得相关证明⽂件不容易，但要拿到有关教育、婚姻和出⽣证明

⽂件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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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维吾尔⼈权项目采访的个⼈确信：中国政府对获得相关证明⽂件所实施的难于实现的

要求，是中国针对维吾尔⼈歧视的反应。 

维吾尔⼈权项目建议美国移民局官员及其他相关机构，如⼤学和学院，考虑维吾尔⼈自中

国获取相关⽂件上的困难，给予⽅便。 

“将维吾尔⼈⼤规模关押于集中营，其影响超越了东突厥斯坦；中国只因⼀些维吾尔⼈海

外有亲⼈⽽将其关押；因⽽，维吾尔⼈对和海外亲⼈进⾏简短问候都极端恐惧，更遑论帮

助亲⼈获得相关证明⽂件以开始新⽣活。”维吾尔⼈权项目主任乌麦尔·卡纳特在华盛顿发

表评论指出。 

卡纳特先⽣补充说：“中国的控制长⼿超越边境伸向国外，⽽维吾尔⼈成为了特定目标；

当维吾尔⼈以为自⼰拜托了中国的压制、试图在海外重新建立新⽣活时，中国当局却在以

各种⽅式阻⽌维吾尔⼈获得新的机遇；我呼吁中国以外的各国移民当局，考虑到和汉⼈相

比，维吾尔⼈在获得相关证明⽂件的困境⽽给予⽅便。” 

受访者⼀ 

受访者⼀于 2009 年乌鲁⽊齐骚乱之后和其⼥⼉⼀起离开中国；对 7 月 5 日聚集于⼈民⼴

场示威者的严酷镇压，以及之后⼏天对维吾尔年青⼈的武断抓捕，使受访者⼀决定将其⼥

⼉送到美国学校学习；受访者⼀花费了其⼀⽣积蓄的⼤部分使⼥⼉留学海外，等⼥⼉在美

国平安落脚后，他返回了中国；但政治环境的恶化，迫使受访者⼀在 2010 年代决定和⼥

⼉在美国团聚；受访者⼀告诉维吾尔⼈权项目：“如果我现在还在家乡的话，很有可能早

已身陷集中营，⼉⼦也可能⼊狱、可能被杀、或失踪；我们很幸运，安全抵达美国，在形

势恶化前离开了。” 

在运作她⼥⼉的移民程序时，受访者⼀需要有他本⼈和⼉⼦的出⽣证明，以及其婚姻证明；

他在东突厥斯坦的⼀位亲⼈像个律师为他拿到了需要的证明；当然，是在有关 2017 年的

⼤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的报告开始出现之前。受访者⼀说：“目前，自中国拿到相关证

明⽂件是不可能的，每⼀个维吾尔⼈都⽣活能否自保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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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突厥斯坦，受访者⼀是⼀个拥有⼆⼗多年⼯作经验的职业白领；受访者⼀说他想在美

国继续其专业，以供养自⼰和⼥⼉；然⽽，美国发放执照机构为确认其学历，却需要其在

⼤学的单科学业证明及专业结业证书之公证；受访者⼀告诉维吾尔⼈权项目，因其在美国

的移民类别，和中国官⽅的任何直接联系都将对其在东突厥斯坦的亲⼈产⽣影响；此外，

因中国对有海外关系维吾尔⼈的不信任，和亲⼈联系也变得不可能。受访者⼀补充指出： 

我的困境是因为我是维吾尔⼈；中国政府将海外维吾尔⼈当作是分离分⼦，⽽且对中国统

⼀构成威胁；任何⼈，只要曾经去过海外、或有海外联系就被怀疑、拘押并被拘押于所谓

的“再教育集中营”；当局极有可能向⼀些机构下令不允许给予海外维吾尔⼈相关证明⽂件；

总之，维吾尔⼈和政府打交道总是非常难。 

受访者⼀表示⽆法提供学历及专业证明将直接影响他和⼥⼉在美国的⽣存；还因他⽆法获

得其留在中国的剩余积蓄，更⽆⼒在美国继续其专业，受访者⼀担⼼他将⽆法为其⼥⼉继

续上⼤学提供学费。 

受访者⼆ 

受访者⼆是⼀位来自和田的维吾尔⼈，他是在 2010 年代早期到达美国的；在来美国前，

受访者⼆在中国外的⼏个地⽅试图申请政治避难；他和在中国的妻⼦离婚，又在美国结婚，

和其继⼦、亲⽣⼥⼉⼀起⽣活；他现在是⼀个归化美国公民。 

为了给其妻⼦和继⼦申请绿卡，受访者⼆需要⼀份在中国公证了的离婚证明；受访者⼆试

图直接自中国拿到公证了的离婚证明，然⽽，法官提出了他⽆法实现的要求；最初，他被

要求提供⼀份其美国护照复印件，因要求理由不明确，⼀个令他极为不舒服、不太想满⾜

的要求；在连续⼏次请求后，受访者⼆被要求亲自到乌鲁⽊齐申请；受访者⼆考虑到海外

护照持有维吾尔⼈在中国被骚扰、审讯的案例，拒绝了去中国申请的要求；3 最后，中国

官员⼲脆拒绝了受访者⼆的持续请求。  

因为和田和乌鲁⽊齐之间的距离，更因为旅⾏限制，受访者⼆的亲⼈也⽆法帮助他获得公

证了离婚证书；受访者⼆补充指出官员的要求是有意为难并向其施加压⼒；他指出他的要

求既不是⽆理要求，也不违法；受访者⼆告诉维吾尔⼈权项目作为维吾尔⼈与中国政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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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道，因政治迫害最近两年来已经变得不可能，就是“贿赂也不起作用了“。他总结说：”

汉⼈就不会遭遇这种系统性的限制，⽽我们却在自⼰的家园变成了⼆等公民。“ 

受访者三 

受访者三和她的丈夫⼀起⽣活在美国，她也是出⽣于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她们在

2000 年代因政治困境⽽离开中国；为了能够离开中国，她们还得贿赂警察以便拿到护照。 

受访者三在中国是⼀个公认的、拥有⼏⼗年⼯作经验的专业⼈员；她告诉维吾尔⼈权项目

她希望能够在美国继续其专业，但需要有执业执照；然⽽，要证明其专业技能，她必须提

供她在东突厥斯坦⼤学的专业科目学历和专业证书。 

受访者三因害怕任何帮助她的⼈可能被送到集中营，⽽决定不和在中国的任何⼈联系求助；

反之，她直接和她学习过的⼤学联系，她被告知如果她提供其中国护照复印件，校⽅会考

虑她的要求；因为她的护照早已过期，复印件将间接证实她滞留美国的身份状态；她决定

在美国申请避难的事实将使她及其家⼈处于其家乡警察的严密监控。 

受访者三告诉维吾尔⼈权项目她丈夫在申请⼀个⼤学位置时，也因需要提供中国⾼中学历

证明⽽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也因为害怕透露其在美国的移民身份⽽不得不放弃自中国拿学

历证明；她总结指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件，将对希望重新开始⽣活的她，产⽣永久的影

响。 

⽆法实现的选择 

国际⼈权标准对⼀些基本⼈权如出⽣登记和“⽆论在何处每⼀⼈都在法律面前平等。“4 然

⽽，获得⼀份公证了的⼈⽣相关证明⽂件，如出⽣证、结婚证和死亡证明、离婚证和⼤学

单科成绩证明和毕业证却未能实现；通过对居住在美国维吾尔⼈的采访，维吾尔⼈权项目

确信：因中国政府对获得相关证明⽂件实施了⼀些⽆理要求，或对有海外关系维吾尔⼈施

加压⼒使他们不敢和亲⼈有联系，维吾尔⼈被拒绝给予在海外开始新⽣活的机遇；与维吾

尔⼈权项目探讨受访者遭遇问题⼀位移民专家的话说，”这是另⼀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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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访，维吾尔⼈权项目发现，美国移民官员和相关机构代表常常对汉⼈和维吾尔⼈在

中国社会地位之不同没有意识；维吾尔⼈因其民族身份⽽在中国被歧视；如学者 Rain 

Thumb 注意到的：“新疆在变成警察国家这⽅面和北韩有得⼀比，加上赤裸裸的南非式种

族歧视。“5 因⽽，维吾尔⼈的案件应该和汉⼈的不⼀样。 

维吾尔⼈权项目同时获知⼀些维吾尔⼈还被要求去中国使领馆获得⼈⽣相关证明⽂件，很

多海外维吾尔⼈不仅对中国政府官员因长期的不平等待遇⽽不信任之外，⽽且因为其政治

避难申请⽽根本不敢前往中国使领馆。 

此外，没有包括在本简报的⼀些案例中，⼀些个⼈告诉维吾尔⼈权项目，⼀些早期离开中

国的维吾尔⼈、或离开时为小孩⼦的，要么是在中国没有记录，要么是东突厥斯坦已经没

有亲⼈能帮助他们获得相关证明⽂件；因⽽，这些老⼀代维吾尔⼈⽆法向移民局出示任何

出⽣证明。 

接受维吾尔⼈权项目采访者陈述了因⽆法和在东突厥斯坦亲⼈联系，或因中国当局不合理

要求⽽面临的额外压⼒；这些维吾尔⼈在美国试图重新建立其⽣活时面临着⽆法实现的选

择：冒着亲⼈身陷集中营之危险和亲⼈联系寻求帮助，或者面临⼀个漫长的重新从零开始

的专门职业的建立；另⼀个⽆法实现的选择是，冒着将在东突厥斯坦家⼈置于危险向中国

当局暴露其在美国的移民身份状态，或者面临⽆限推迟的移民程序。 

建议 

维吾尔⼈权项目建议中国政府立即关闭全部集中营，向被关押者及其家⼈进⾏赔偿；中国

必须停⽌⼀切对有海外亲属维吾尔⼈实施的惩罚性措施，包括抓捕关押亲⼈于集中营之⾏

为；中国政府应该调查有关官员有意为难获取相关证明⽂件维吾尔⼈之⾏为，⽆论其是发

⽣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境内；那些歧视维吾尔⼈的官员，⼀旦发现应该被给予处分。 

维吾尔⼈权项目建议美国移民局官员和相关机构代表，在中国境外要求相关证明⽂件时，

考量维吾尔⼈和汉⼈在中国政府之不同待遇；如同简报陈述，维吾尔⼈在获得相关证明⽂

件时面临个⼈⽆法逾越之困境；在⼈⽣相关证明⽂件，如放弃要求提供中国公证之⽂件等，

应该根据每⼀个个案寻求不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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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为保护受访者个⼈和家⼈安全，可能使受访者身份暴露的细节经过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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