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捕与失踪：在维吾尔家园，维吾尔知识精英被围剿 

 

• 386 起已知知识精英被拘押、失踪、监禁，包括 101 名学⽣和 285 名学者、艺⼈和记者。 

• 根据亲⼈证词，对他们最⼤的打击是根本不知道亲⼈的下落；失踪者在海外的亲⼈⼏乎得

不到任何有关他们状况的消息，也不知道亲⼈在什么地⽅（关押）。 

• 极富经验的分析家对维吾尔知识精英的未来表⽰极为关切。 

• 对维吾尔知识精英的迫害必须使学者、教授和艺术院校⾏动起来；是时候结束⼀切如常。 

2019 年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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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17 年初，中国政府展开了⼀场⼤规模失踪、⼤规模拘押和监禁维吾尔⼈的运动；有

关专家估计被拘押于集中营的维吾尔⼈介于 800，000 ⾄超过 2 百万，其拘押规模是⼆战

以来最⼤规模的。2019 年 3 ⽉，学者安菊尔岩﹒赞泽(Adrian Zenz)估计被关押维吾尔及其

他突厥民族⼈数在⼀百五⼗万； 1 集中营逃亡者的诉说揭⽰令⼈警觉的⼀系列反⼈类罪⾏，

包括酷刑和拘押中的死亡；⽆穷⽆尽的政治洗脑和对维吾尔民族⾝份的否定是集中营⽇常

的⼀部分。  

作为迫害运动的⼀部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知识精英，在此报告中主要是指⼤学讲师、

教授、教师、记者、学⽣、艺⼈和其他公共知名⼈⼠。 

本报告记录了⾃ 2017 年来 386 位已知知识精英的拘押、失踪、监禁，包括 101 位学⽣和

285 位学者、艺⼈和记者。这是维吾尔⼈权项⽬发布的第三份有关迫害维吾尔知识精英的

报告。第⼀份报告是在 2018 年 10 ⽉ 22 ⽇发布的，第⼆份实在 2019 年 1 ⽉ 28 ⽇发布的。

伴随每⼀份报告，受影响知识精英的数字从 231 位升⾄ 386 位，只听说有四位被释放；仅

新疆⼤学⼀家，21 个维吾尔系和员⼯受到冲击；维吾尔⼈权项⽬借此表达对维吾尔学者

阿不都外⼒﹒阿优普——揭露被拘押、监禁和失踪维吾尔知识精英⼯作的肯定。 

本报告强调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知识精英迫害的⼈本⼀⾯，并将报告分三⼤部分；第⼀部分

记录失踪者；第⼆部分失踪者亲⼈的故事；第三部分分享维吾尔知识分⼦及国际学者的观

点；以及迫害的动因和其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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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影响 

对维吾尔知识和⽂化守护者的迫害，应该使学术研究、教学院校和艺术机构采取实际⾏动；

问题是：当⼀个政府将 386 名学者和学⽣抓捕扔进种族集中营时，和中国政府机构的学术

和交流还能继续吗？ 

根据亲⼈证词，对他们最⼤的打击是根本不知道亲⼈的下落；失踪者在海外的亲⼈⼏乎得

不到任何有关他们状况的消息，也不知道亲⼈在什么地⽅（关押）；他们的证词反映了信

息空⽩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以及他们⽆惧于中国政府的强势⽽坚决的揭⽰真相之决⼼；

他们期盼能得到其亲⼈的消息；即便这⼀基本的要求继续被中国政府否决；拒绝给予任何

信息表明中国政府企图不择⼿段掩饰⼤规模集中营的顽固。 

有经历的研究⼈员对维吾尔知识分⼦的未来忧⼼忡忡；对以维吾尔⾝份为特征及知识创造

者的镇压，意味着政府正准备全⼒以赴将维吾尔⼈全⾯融⼊汉⽂化；然⽽，实现⽬标的⼿

段不是在维吾尔⼟地通过逐渐政策⽅式，⽽是通过以造成震惊与忧⼼的极端措施。 

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拒绝维吾尔⼈最基本⼈权，⽆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或⽂化已经是

持续了⼏年；‘严打’运动、所谓的‘双语教育’、‘去极端化’和‘西部⼤开发’反应的是在维吾

尔⼈家园持续打压运动的不同层⾯；⼈权组织⼀直在呼吁须在状况恶化前发出警告；现在

已经是该有关国家和政府、多边机构负起责任的时候了；就维吾尔知识精英被迫害，⼤学

和其他学术机构必须追究中国的负责；是时候结束⼀切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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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者 

报告突出 7 位亲⼈在海外⽆惧中共对海外维吾尔⼈的⾼压威胁呼吁呐喊者的故事；包括在

华盛顿特区的美术设计巴赫拉姆﹒森塔什，在德国的软件⼯程师古丽孜亚﹒塔什麦麦提，

在伊斯坦布尔的⽼师阿尔斯兰﹒赫达耶提，哥廷根⼤学博⼠学位学⽣塔依尔﹒穆塔⼒普﹒

卡哈尔，欧洲的“阿依古丽”，美国的学⽣阿勒佛瑞德﹒维吾尔；他们只是成千上万流亡维

吾尔与哈萨克散居者中的⼏位，为被拘押亲⼈，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发声；2 中国政府对海

外维吾尔⼈使⽤威胁和恐吓⼿段，以使他们对维吾尔家园发⽣的⼀切保持沉默。3 

维吾尔⼈权项⽬从各⽅⾯搜集材料，补充更新有关维吾尔知识精英的本报告；流亡维吾尔

学者阿不都外⼒﹒阿优普的搜集⼯作，在警醒国际社会关注针对维吾尔知识精英⽣存的破

坏性打压，⾄关重要，同时对维吾尔⼈权项⽬本报告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 

由于对东突厥斯坦信息的严密控制，确认每⼀个收到影响维吾尔知识精英的名字并不是⼀

件很容易的事；有关维吾尔知识精英的信息通过流亡社区、亲⼈和其他媒体，包括⾃由亚

洲电台维吾尔语部超凡新闻报道进⾏了确认；考虑到东突厥斯坦信息报道的严格限制，维

吾尔⼈权项⽬欢迎各界对附录中给予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名单进⾏补充纠正。 

那些被抓捕者关押于集中营、监狱或强制失踪的包括 101 名学⽣和 285 名学者、艺⼈和记

者，总共 386 位；其中有 77 名⼤学教师和 58 名记者、编辑和出版社员⼯（见表格⼀）；

2018 年 12 ⽉，保护记者委员会注意到全中国被抓捕 47 名记者中，23 位是维吾尔；4 其中

280 位知识精英是男性，70 位是⼥性，因信息不全，有 36 位⽆法确认。（见表格⼆）。 

被拘押、失踪者的简历可参看维吾尔⼈权项⽬ 2018 年 10 ⽉和 2019 年 1 ⽉的报告，其中

包括： 

• 热依拉﹒达吾提：新疆⼤学维吾尔民俗及传统研究之学科带头⼈，其研究由中国政

府赞助；热依拉于 2017 年 12 ⽉离开乌鲁⽊齐前往北京，⾃此⾳讯全⽆。 

• 齐曼姑丽﹒阿吾提：⼀位⼥诗⼈，据报道于 2018 年 11 ⽉被拘押于集中营；齐曼姑

丽在 2004 年的⼥作家⼤会上被表彰，她的诗《不归之路》在 2008 年 11 ⽉荣获天

马⽂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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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都卡德尔﹒加拉⼒丁：新疆师范⼤学教授，也是著名维吾尔哲学家、诗⼈。 

• 塔什普拉提﹒特伊普：新疆⼤学前校长，他以“分裂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学⽣ 101 

⼤学教师 77 

记者、编辑和出版社员⼯ 58 

诗⼈、作家和学者 35 

初⾼中⽼师 27 

演员、导演、主持⼈和歌唱家 23 

医学研究⼈员和医⽣ 20 

电脑⼯程师 15 

其他 22 

摄影师和画家 8 

总共 386 

表格⼀：按专业分类被迫害知识精英（根据阿不都外⼒﹒阿优普搜集资料） 

⼥⼠ 70 

男⼠ 280 

⽆法确认 5 36 

总共 386 

表格⼆：按性别分类被迫害知识精英（根据阿不都外⼒﹒阿优普搜集资料） 

考虑到新疆⼤学在培养维吾尔学者⽅⾯的重要性，各学系成了中国政府针对关键；该⼤学

21 位维吾尔学者被拘押于集中营，包括国际知名学者如阿布都克⾥⽊﹒热合曼博⼠。6 

15 名新疆师范⼤学员⼯，包括⽟努斯﹒艾拜都拉教授；13 名喀什噶尔⼤学员⼯，包括穆

赫塔尔﹒阿布都乌普尔和库尔班﹒乌斯满教授；6 名新疆医科⼤学员⼯，包括哈⼒⽊拉提

﹒吾普尔和阿巴斯﹒埃塞提；6 名新疆社科院员⼯，包括库热西﹒塔依尔和阿布都热扎克

﹒萨⾐⽊；以及 4 名和⽥教育学院员⼯，包括乌麦尔江﹒努⼒和居来提﹒道来提；已知被

拘押于集中营、监狱或被强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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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初，埃及安保部对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开始对居住在开罗的维吾尔⼈，主

要是针对在艾资哈尔⼤学的阿拉伯语、伊斯兰神学学⽣进⾏围捕；12 名维吾尔学⽣于

2017 年 7 ⽉ 6 ⽇被强制遣返，另外 22 名维吾尔学⽣等待遣返；7 阿不都外⼒﹒阿优普的

搜集揭⽰在艾资哈尔⼤学学习的 48 名维吾尔学⽣被强制遣返中国后，被关押于集中营。 

针对仅剩不多⼏家维吾尔语出版社和政府运营研究机构员⼯的迫害，突显政府清除维吾尔

语学习和研究的企图；⾄少 20 名新疆教育出版社员⼯，5 名《新疆⽇报》维吾尔⽂编辑

部员⼯，13 名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退休、现有员⼯及前任、现任领导都被拘押于集中

营，或被惩治；此外，4 名⾃治区语⾔委员会员⼯，9 名新疆电视台员⼯和 5 名新疆剧院

演员被拘押于集中营或监狱。 

将有经验的维吾尔媒体专业⼈⼠、语⾔研究⼈员和维吾尔语演艺⼈员完全清除，是中国政

府长期通过以压制维吾尔语为媒介教学指导及破坏维吾尔⽂学和历史教学⼤纲之⽅法，8

系统性将维吾尔语清除于公共领域之最后阶段。9   

在 2019 年 1 ⽉对被拘押、被监禁和失踪维吾尔知识精英的信息更新中，维吾尔⼈权项⽬

报道了⾃ 2017 年，5 位死于拘押，或被释放回家后即死亡者案例；死亡者包括著名宗教

学家穆哈默德﹒萨利﹒阿吉和阿布杜艾赫德﹒麦合苏姆，及学⽣阿布都萨拉姆﹒麦麦提、

亚森江、穆塔⼒普﹒努尔麦麦提；第六位知识精英是艾尔肯江.阿布都克⾥⽊，喀什噶尔

阿⽡提镇教师，他⾃集中营释放回家不久，于 2018 年 9 ⽉ 30 ⽇去世。 

本报告列举的名单只是被迫害者的⼀少部分；考虑到极端保密，以及对任何未经当局允许

信息传播的严厉惩治，与其说被迫害维吾尔知识精英的数字反应当局迫害的程度和范围，

不如说这只是个别例⼦。本报告附录 386 ⼈名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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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呼声 

维吾尔⼈权项⽬对 7 名被拘押和失踪知识精英海外流亡亲⼈进⾏了采访；在此系列感伤访

谈中，他们描绘了其亲⼈的成就以及对他们的⽆法⽤语⾔表达的伤害；他们在苦苦寻找亲

⼈为何被抓捕的答案，答案不在，借⼜又很勉强；维吾尔⼈权项⽬感谢他们感情丰富的陈

述和对维吾尔⼈权项⽬的信任。 

访谈者证⾔中⼀个很普遍的问题值得深思；很多被拘押者的海外亲⼈因其亲⼈遭难⽽内疚，

对他们在（海外）⾏动可能使其亲⼈遭难的原因深表担忧，或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弄明⽩其

亲⼈被抓捕的原因——尽管他们也知道这种⾮法惩治是⽆法⾃圆其说的；这种负疚感是亲

⼈被抓捕关押于维吾尔⼈家园者亲⼈遭受的另⼀压⼒和痛苦。 

巴赫拉姆﹒森塔什（他⽗亲——库尔班﹒马⽊提） 

“我⽆法确认任何有关我⽗亲的详细情况，他或许在集中营，或许在监狱；我不知道；

2019 年初，⼀些维吾尔⼈接到了他们亲⼈被释放的消息；我试图通过联系乌鲁⽊齐的朋

友获得⼀些新信息，但没有。 

我来为我⽗亲呼吁；然⽽，现在维吾尔⼈悲剧太多，因⽽，我也来为他们发声；我是⼀个

图案设计师，我在⽤我的技术向媒体、社交媒体揭⽰现状；在家乡，我学的是图案设计；

我在美国有⾃⼰的事业。 

我⽗亲是学者兼作家；他也是个著名的记者；因为⽗亲是⾮常有影响⼒杂志《新疆⽂化》

主编，我喜欢称⽗亲是维吾尔新闻“教⽗”；上世纪 80 年代，维吾尔⼈很少看杂志；他们

认为那都是宣传；然⽽《新疆⽂化》提出了⼀些令⼈思考的问题，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是怎么落到今天这地步的？我们能做什么？”杂志满篇都是教育维吾尔⼈⾃⼰的，因

⽽很快就出名了；⼋⼗年代末杂志发⾏量达到了 10000 份，九⼗年代末发⾏量上升⾄

80000 份；对维吾尔⼈来说，那可是个⼤数字；并且杂志是独⽴的，没有政府赞助，完全

靠读者订阅收⼊；当时没有互联⽹，很多名⼈都读该杂志；该杂志就是维吾尔⼈的《时

报》；杂志是很多维吾尔学者、作家、艺⼈和摄影师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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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马⽊提和巴赫拉姆﹒森塔什，2017；图⽚由巴赫拉姆﹒森塔什提供 

⼀直，政府不停的向我⽗亲施压；他和政府的审查周旋，并以拐弯抹⾓形式表达看法；然

⽽，他很聪明；他知道他不能跨越政府红线，也避免使⽤敏感词汇；35 年的编辑⽣涯，

他没有犯过⼀次错误。 

2004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政策，该政策在事实上停⽌了学校的维吾尔语教育；

政府同时也在调整课本；⼀位作者在《新疆⽂化》写⽂章争论说维吾尔⼈应该接受母语教

育，当然，这不会使政府⾼兴；他们想要和作者谈话，我⽗亲⼒争参加会见并极⼒避免事

态扩⼤。 

我⽗亲⼀天⼯作 14 个⼩时，编审修改著名维吾尔作家的作品以助⾃⼰的民族；维吾尔⼈

需要了解世界和中国，他真诚的热爱⼯作。 

我⾃ 2018 年⼀⽉开始替⽗亲担忧了，因为到处传说其他知识精英和编辑被抓捕的消息；1

⽉与 2 ⽉间，我开始听⾃由亚洲电台的报导了；母亲和妹妹早已把我从她们社交媒体上删

除了，所以我试图从我邻居那⾥得到消息；2 ⽉份，⼀个⼈⽤暗语告诉我我⽗亲被抓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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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齐什么地⽅集中营；然后就是邻居也把我拉⿊了；当你每天听到骇⼈消息，也⽆法

得到家庭亲⼈消息时，你是个什么⼼情？ 

中国政府企图让我们消失；上世纪⼋⼗年代（政府）稍微有所松动，我们找到了⾃我；然

⽽，这又被政府当成了威胁；受过教育的⼈对这种政权是个威胁；作为维吾尔⼈我们应该

感到⾃豪，不应该内⼼害怕；我现在才认识到为什么维吾尔⼈在 80 年代写了那么多有关

⽂化和⾝份的书本；那是在教育下⼀代站出来成为⼀个真正的维吾尔⼈。” 

古丽孜亚.塔什麦麦提（她的妹妹——古丽歌娜.塔什麦麦提）  

“我来⾃伊犁；2005 年⾄ 2010 年我在深圳⼤学学习软件⼯程；2010 年，我来到德国，因

为 2009 年的 7.5 事件我斥责了⼀些同事，受到迫害，所以我申请政治庇护成功留在了德

国。 

我妹妹在乌鲁⽊齐上的⾼中，她是⼀个好学⽣，⾼分毕业使得她的学习选择更为宽⼴；她

想在北京学习法语，然后去法国；那是她的梦想；然⽽，2010 年，她被马来西亚新⼭市

的马来西亚科技⼤学录取；她先学英语，然后学习电脑科学，再往后准备于 2017 年 12 ⽉

完成她的硕⼠学位；她特别激动能去马来西亚，想着马来西亚能使她最后进⼊欧洲的那⼀

所⼤学。 

⼀开始，古丽歌娜于 2017 年 3 ⽉因⽗亲得病⽽返回伊犁；当她在伊犁时，当地警⽅让她

在⼀个保证在马来西亚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的保证书上签字；如果不回来，将失去和亲⼈

的⼀切联系；警察是当地派出所的；那是⼀个⾚裸裸的威胁；他们告诉她：‘如果你不回

来，你⽗亲就很危险。’⽗亲因为给德国的我寄钱⽽成为怀疑对象。 

同时，警察抽取了她的⾎样并将其护照没收⼀个⽉；我们也开始担⼼学医的弟弟了，担⼼

他会被带到集中营⾥；2017 年 10 ⽉，⽗母告诉她不要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也告诉她不要

返回中国；我最后⼀次和古丽歌娜谈话是在 2017 年 12 ⽉ 26 ⽇通过 WhatsApp，当时她在

吉隆坡机场；我在 2018 年 2 ⽉得知她失踪了；我是通过⼀个朋友听说的；我在 2 ⽉ 1 ⽇

问这个朋友我家的情况；⼀个星期后她告诉我古丽歌娜失踪了；我们⽤暗语交流；她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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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古丽歌娜‘去学习了’且‘没有⼈知道她什么时候完成’；她同时告诉我不要再问任何问题

了，然后把我从她的社交圈删除了。 

 

古丽歌娜.塔什麦麦提@⾃由亚洲电台 

我唯⼀能够想到的，她在到达中国后被抓捕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海外学习；她不过是⼀个

⽆关政治的学⽣，她喜欢学习；我向德国政府求助，有时我得到同情，有时什么都没有；

我也向她学习的⼤学求助；⼀位教授和她的⼀些同学回复了，那些来⾃中国的她的同学认

为她可能是⼀个恐怖份⼦，他们太⽆知。 

⾃ 2017 年 10 ⽉以来，我和⽗母也失去了联络；我⽗亲是个商⼈，母亲是个家庭妇⼥；我

在中国的朋友都把我从他们的微信上删除了，我得不到任何信息；我试过其他⽅式；2018

年，朋友的朋友打电话到我⽗母家问古丽歌娜的消息，母亲告诉他们在不要打电话了。 

2018 年 7 ⽉中旬⾄ 8 ⽉初，⼀位德国记者在伊犁采访时，试图访问我家；她从我家外⾯

观察到我⽗母和弟弟在家，那就是她唯⼀能做的：确认我⽗母弟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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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斯兰.赫达耶提（他的岳⽗——阿迪⼒.⽶吉提） 

“我叫阿尔斯兰；我⽗母于 1983 年离开东突厥斯坦来到澳⼤利亚；我出⽣在澳⼤利亚；我

⼩时候喜欢⾳乐，我获得了⾳乐学⼠学位和教育硕⼠学位；我又在南威尔⼠教学的资格证

书；⾃⼩我们经常每年假期去东突厥斯坦；我妻⼦的⽗母和我⽗母在东突厥斯坦时就是朋

友；我和妻⼦ 10 年前结婚；我在澳⼤利亚当⾳乐教师，但因为我岳⽗更容易前往⼟⽿其，

我和妻⼦决定 2011 年迁到⼟⽿其住以便她能经常和⽗母见⾯；如果我们维吾尔⼈有⾃⼰

的⾃由国家，就不会这样了；我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当英语⽼师，同时帮助想申请进⼊⼤学

的维吾尔⼈；我岳⽗母每年两三次来⼟⽿其住⼏个星期看望我们。 

我岳⽗是著名的维吾尔喜剧⼩品演员，岳⽗的名⽓迫使我公开发声。 

2016 年我们第⼀个⼥⼉出⽣，岳母来到了⼟⽿其；她现在还和我们在⼀起；在这⼀时期，

我们开始听说新疆歌舞团，也是我岳⽗阿迪⼒的单位，开始因为他们的节⽬‘隐射’的宗教

⽽出现⿇烦；我岳⽗经常去寺⾥礼拜，因⽽我们开始担⼼了；2017 年 6 ⽉，他来看我们；

我们知道了⼈们开始失踪于集中营，但他告诉我们他不会有问题；如果当时我知道今天我

所知道的情况，我⼀定会把他的护照撕掉；2018 年 11 ⽉ 2 ⽇，他失踪了。 

在通过微信和他见他最后⼀⾯之后，有⼏个⽉我们还能联系他；当我们通话时，⽤的是暗

语；如果顺利：‘天⽓⾮常好。’事情不顺利：‘天有风暴、很冷。’有时他会挂掉电话，我

们就开始担⼼；但他会回话告诉我们他忙于政府的宣传⼯作；他还告诉我们 2018 年 8 ⽉

中因持续不舒服他去了⼏次医院；他在医院可以⽤他的电话，但告诉我们他因⼯作压⼒很

⼤；在其失踪前的两个⽉，他的信息因其领导总是批评他⽽逐渐带有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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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吉提和阿尔斯兰.赫达耶提， 2015；图⽚由阿尔斯兰.赫达耶提提供 

他参加了 2018 年 10 ⽉ 1 ⽇国庆节电视汇演；10 ⽉中旬他被停⽌⼯作；11 ⽉ 1 ⽇、11 ⽉

2 ⽇，我们连续向他发去了他第⼆个孙⼥⼉的照⽚和视频，没有任何⾳讯；我们等了⼀个

⽉，还是没有⾳讯，我们给他的单位打电话，被告知不知道；然后，我们向⾃由亚洲电台

讲了他和我们断了联系，可能失踪了。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被审判；有⼈告诉我们他被判刑，不在集中营；我们还受到了⼀个⾃称

是在他被关押监狱医院给他当护⼠的⼥⼠的信。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很为⾃⼰的⼯作⾃豪，说是为维吾尔民族带来了欢乐；然⽽，⽬

前的状况使维吾尔⼈的希望为零；我做了⼒所能及向海外媒体讲述，如 BBC。 

喜剧演员在中国的⼯作不像是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他们⾪属于⼯作单位，且必须参加政府

的宣传；我⽗亲的失踪象征着维吾尔⼈笑容的消失；在他最后⼀次和我们的通话中，他说：

‘我做好了⼊狱的思想准备，我想和我的族⼈在⼀起，我能成为今天的阿迪⼒是我的民族

给予的，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时抛弃他们；⾄少我还能给他们带来⼀点暂时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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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忙于照看我们的孩⼦；她过去从不看电视新闻，但现在她每天看又有谁被失踪

了。” 

塔依尔﹒穆塔⼒普﹒卡哈尔（他⽗亲——穆塔⼒普﹒斯迪克﹒卡哈尔） 

“我⽗亲的失踪我是从⾃由亚洲电台 2018 年 11 ⽉ 22 ⽇的报道中听到的，我惊呆了；我最

后⼀次和我⽗亲通电话是在 10 ⽉ 18 ⽇；当时，⽗亲告诉我别再给他打电话。 

 

穆塔⼒普﹒斯迪克﹒卡哈尔 

我⽗亲于 1950 年在离喀什噶尔不远的疏附县出⽣；⽂化⼤⾰命时期他被送到了⼀个农村，

后来在 1978 年参加⾼考，在喀什噶尔师范学院获得了中国⽂学学⼠学位（注：该学院现

在称为喀什噶尔⼤学）；他被喀什噶尔师范学院聘⽤教⽂学和现代维吾尔语；1989 年，

⽗亲在政府赞助下前往开罗⼤学学习阿拉伯⽂学；他于 1990 年返回后，在学院做⾏政⼯

作，是学术杂志的副主编，⾃ 1993 年起成为⽂学教授；在 1995 年，他申请再⼀次前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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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学习阿拉伯⽂学，以两年全额奖学⾦被接受；但学院领导不允许他去，党委否决了

他的请求。 

在后续⼏年，⽗亲开始在喀什噶尔、和⽥地区进⾏语⾔研究，特别是波斯语的影响；他在

1992 年还出版了⼀本很有名的有关维吾尔⼈名的书，该书是他⾃ 1985 年开始写的；有关

维吾尔⼈名的书他总共出了 7 本；2010 年，他完成了花费精⼒极⼤的有关维吾尔⼈名的

900 多页的⼀本书；他还出版了 11 本有关阿拉伯语的书，2011 年他还为学校编纂了⼀本

维吾尔字母的课本；90 年代，他还出版了⼀本有关他在埃及学习经历及研究维吾尔⼈名

的回忆录；他还同时为⼏个杂志做编辑⼯作，不仅关注⽂学，还同时关注⾃然科学。 

2017 年，他的书被禁；2018 年 5 ⽉，我得知他因研究维吾尔⼈名⽽被罚款 68000 元⼈民

币；他的⼯资也被降低，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他的被抓捕，⼤约是在 2018 年 11 ⽉，令我

惊讶，因我以为他已经被惩罚过了，⽽且⾝体不好；⽗亲最关⼼的还是他的研究，他没有

其他任何想法。 

我不知道他的状况，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我所知道的仅是⾃由亚洲电台的相关消息；

对他的指控是传播伊斯兰、推销阿拉伯⽂化，这全是谎⾔；当他去开罗时，他是被政府选

送去的，这和伊斯兰根本没有关系；中国政府不喜欢他，我相信是因为他对维吾尔⼈名的

研究令其不⾼兴；他被抓捕的消息摧毁了我们家，使我⽆法⼊睡。 

2019 年 1 ⽉ 9 ⽇，我给喀什噶尔⼤学打电话，书记办公室在电话中和我谈了约 10 分钟，

然⽽，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亲五个孩⼦，⼀个在乌鲁⽊齐、三个在喀什噶尔、⼀个

是我。”（注：2019 年 1 ⽉采访之后，穆塔⼒普﹒斯迪克﹒卡哈尔收到了他⽗亲‘证明其还

活着’的视频）10 

“阿依古丽”（她的妹妹——“阿依努尔”） 

“我妹妹住在和⽥附近，我现在在海外；拿护照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我现在是⾃由⾝；我

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停的给我找⿇烦，但我不能说出详细内容来；我的妹妹在⼯作

中主要因其宗教信仰⽽遇到了⿇烦；她在我们地区之外的⼀个⼤学毕业，还是⼀个极富经

验的数学⽼师；她学的专业不是数学，但她没能找到其专业的⼯作；我妹妹是个有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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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书的数学天才；在我们家乡维吾尔⼈很难找到⼯作；她特别想去海外，但她还是安下

⼼来了，结婚了，有了孩⼦。 

我和⼤多数亲⼈⾃ 2017 年初开始失去联系；突然， 在毫⽆准备下，又联系上了；两天后

我们联系上的⼈告诉我再不要联络了，我被告知妹妹失踪了；我的亲⼈把我从微信上删除

了；我不想因为联络⽽给他们添⿇烦，所以在等待信息；我不知道亲⼈在哪⼉，特别是妹

妹；我不理解为什么信仰宗教就成了问题；我⽆法⼊睡，我经常哭，在这⾥的家庭⼈说我

不再笑了。”（注：为了保护受访者，可能泄露个⼈⾝份的信息被修改了）。 

阿勒佛瑞德﹒维吾尔（他的母亲、⽗亲——姑丽娜尔﹒泰来提，艾尔肯﹒吐尔逊） 

“我是以学⽣⾝份来到美国的，主要是因为那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糟；⽗母担⼼我，我是

在⿇烦不断中拿到护照，于 2015 年 10 ⽉来到美国的；2017 年底我⽗母被拘押后，我的资

⾦来源断了，我不得已停⽌了学业，资⾦和其他压⼒有时⽆法令⼈承受。 

我⽗亲叫艾尔肯.吐尔逊，他毕业于新疆⼤学历史系，是历史⽼师；上世纪 90 年代他在学

校及⼀些⼉童聚会上组织了舞蹈表演，这使得他被伊犁电视台聘⽤；他主持⼀个电视节⽬，

并开办了⼀个培养维吾尔⼉童的⾳乐、艺术、舞蹈和语⾔学校；他同时还举办拳击⽐赛，

然⽽，2001 年，官⽅取消了拳击和舞蹈⽐赛；然后，他制作了⼀部反应维吾尔⼈⾯临，

如毒品、⾼离婚率等社会问题的⽚⼦。 

⼤约是在 2002 或 2003 年，他去了趟⽇本；当时，⽇本对维吾尔⽂化⾮常有兴趣，他拿着

外交护照还参与了⽂化交流活动；他的活动不带任何政治⾊彩；他继续在伊犁电视台⼯作，

同时于 2008 年还开了家餐厅；我母亲姑丽娜﹒泰来提是伊犁第 5 ⼩学的算术⽼师，她⾃

1990 年代开始在那⼉⼯作。 

在 2015 ⾄ 2017 年间，我经常给⽗母打电话；当形式越来越不好时，电话联系也越来越少

了；伴随时间，他们的语⾔也改变了，他们不再使⽤“Salam”了，开始说‘⼀切都好，感谢

党我们过得⾮常好，⽽且越来越好。’正常⼈不这么说话，我⽗母当然也不这样；当我们

想谈真实的形式时，我们就⽤暗语；⼀天，他们告诉我不要再打电话，但要我⽤社交媒体



	 17	

保持联系；然⽽，就这种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最后，他们把我从他们的联络名单中删

除了。 

 

阿勒佛瑞德﹒维吾尔和他的母亲姑丽娜尔﹒泰来提与他的⽗亲艾尔肯﹒吐尔逊；图⽚由阿

勒佛瑞德﹒维吾尔提供 

我从我们⼀个朋友那⼉得知我母亲⾃ 2017 年 11 ⽉或 12 ⽉其就被关押在集中营⾥了，我

也收到消息说我母亲可能被释放了，然⽽，我⽆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假；她在伊犁吗？我

不知道；我和⽗亲失去联系是在 2017 年，直到 2018 年 8 ⽉才得知他被拘押；有⼈说我⽗

亲被判刑可能在 9 ⾄ 11 年；我不知道指控罪名，他可能在离哈纳斯不远的新源县监狱。 

我⽗母都能讲中⽂，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培训，他们受过⾼等教育；我

⽗亲参与了⽂化活动，我想政府是在抓捕任何从事这⼀⼯作的⼈；我不认为他的被抓捕是

因为去⽇本，因为那是政府安排的；拘押我母亲那更是⽆理；我⼀直没有联系我的亲⼈，

因我不想给他们再增加不必要的⿇烦。 



	 18	

在我前往美国前，我母亲说她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因我可能回不来了；我向她保证我不

会参与甚⾄靠近华盛顿地区流亡维吾尔⼈组织的任何政治活动；我与他们保持距离，安静

的⽣活在⾃⼰圈⼦⾥，避开⿇烦；我以为这应该有效，⾃⽗母失踪后，我决定要站出来说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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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维吾尔⼈权项⽬向流亡维吾尔知识分⼦和维吾尔专家就针对维吾尔学者、艺⼈和公众⼈物

的迫害提出了两个直接但又⾮常基本的问题。 

⎯ 为什么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学者、艺⼈和其他知识精英？ 

⎯ 针对维吾尔知识精英的迫害将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 

三位流亡维吾尔知识分⼦；热赫玛﹒马赫穆提、塔依尔﹒阿⽊提、艾泽孜﹒艾沙愉快的提

供了他们的看法。华盛顿⼤学的教授达林﹒贝勒(Darren Byler)博⼠，印第安纳⼤学的博⼠

后爱丽丝﹒安德森(Elise Anderson)也对此两问题提供了他们的看法；他们俩都拥有最近前

往维吾尔⼈家园的经历，且都是从不同⾓度研究维吾尔问题学者。 

对两个问题的看法反应的是他们个⼈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有助于澄清迫害的原因及长远影

响，同时，⾯对全⾯⽂化摧残，及难于⽤语⾔描述的发⽣在维吾尔⼈家园的迫害情况下，

凸显关切思想者讨论如何拯救维吾尔知识精英之急要性。 

为什么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学者、艺⼈和其他知识精英？ 

达林﹒贝勒：“我最早的研究主要是现代视觉艺术；这⼀景象真正出现是在 2000 年代初，

当⼤规模的汉⼈国内旅⾏者涌⼊该区时；最初，这类景⾊的设计主要聚焦少数民族⽂化和

地标建筑，且是针对国内游客的促销；当 2000 年代末，城市策划者和艺术认识开始商讨

要将乌鲁⽊齐的地表发展成与北京、上海似得现代都市时，这⼀趋势的改变开始慢慢出现；

2009 年，⼀个创造性的⼯业园区在⼀个政府废弃建筑物区出现，2014 年新疆现代艺术博

物馆在该园区开张。 

⼀开始，对这⼀领域的监管相对宽松；该区相当⼀部分景点艺术特⾊及博物馆，⼤约

40%，不是针对旅游项⽬或商业⽬的的是现代艺术；边缘化、混合的及城市呆板特⾊成为

了新疆新出现现代艺术的流⾏特⾊；当时，暗⽰性反应该区政治、经济状况的画作和摄影

作品以群体形式展出；总体上，可以说，这类的政治暗⽰是⾮常的谨慎的，以避免踩禁区

红线；又因为这⼀领域讲中⽂的艺术家和雇主占主导，很多维吾尔艺术家进⼊这⼀领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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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很困难，但在很多展⽰上也经常出现那些⾃信的游⾛于中⽂世界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影。 

2017 年和 2018 年，任何暗⽰政治和民族团结题⽬消失了；维吾尔艺术家被排挤出了展⽰，

作品现在要么是政府操纵的宣传，要么是 2000 年代早期成为主题的异域民族风情的“标准

艺术。” 

到⽬前，失踪公众⼈物主要是以演讲或书写为媒介者；有⼏种解释；⾸先与从事其他领域

如写诗、⼩说、拍摄或⾳乐的相⽐，从事美术和摄影领的本⾝就没有⼏个维吾尔⼈；其次，

相对来说，再教育营特别针对的是那些拥有⼀定影响⼒的公众⼈物；因为从事维吾尔视觉

艺术的艺⼈在维吾尔社团没有太多的粉丝，因⽽他们并没有如作家、影⽚制作者或⾳乐制

作者那样被视为拥有潜在影响⼒；再次，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再教育营的⽬的之⼀是清除

维吾尔语的价值和使⽤；美术是视觉艺术，因⽽可能没有把他们和⽂学、影视或⾳乐放在

⼀个监控档次；很多失踪维吾尔公众⼈物被抓捕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尽管过去也是在政府

同意后出版的，但现在这些作品都成了罪⾏。 

很多维吾尔⼈说现在发⽣的⼀切⽐⽂化⼤⾰命还可怕；可怕是因为政府使⽤监控系统监督

他们每天的⼀举⼀动、⼀⾔⼀⾏；在过去还能通过躲避政府⽿⽬找到⼀点个⼈空间；⽐过

去更可怕的另⼀原因许多孩⼦被⽣⽣从⽗母⾝边夺⾛。” 

塔依尔﹒阿⽊提：“中国政府总是将维吾尔知识精英当作其镇压⽬标，但不同时期不同的

形式；⾃ 2014 年起的镇压⽬标是和中国领导⼈“⼀带⼀路”有关，也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

其他原因；此外，此次对维吾尔精英的攻击始于重审维吾尔中⼩学课本和历史⼩说；中国

政府拘押了百万多维吾尔⼈，其中精英被抓数量很⼤；中国政府知道精英在维吾尔社区的

影响；攻击他们将威慑其他维吾尔⼈；当然，政府总会找到理由攻击他们，问题是这理由

是否合法，对他们的拘押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突然要抓捕

这么多⼈。” 

艾泽孜﹒艾沙：“如果我们检视中国政府⼏⼗年来针对维吾尔⼈的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先是开始禁⽌维吾尔语的学校，然后开始攻击维吾尔⼈信仰；⾃此，我们知道



	 21	

他们的最终⽬的是通过使⽤国家机器的全部⼒量——你⽆法想象的——如建⽴集中营、将

百万⼈关起来，摧毁维吾尔⼈的民族和⽂化⾝份，强制同化维吾尔⼈，使他们成为汉⼈。 

维吾尔知识分⼦是维吾尔社会的引导⼒量，使维吾尔语⾔延续，通过⽂化和历史全⽅位孕

育维吾尔民族⾝份；中国政府将维吾尔知识精英做攻击⽬标以便重新设计维吾尔⼤众，使

其符合中国汉民族主义理想和利益；中国现在处于⼀个实现永远占有维吾尔⼈家园⽬标的

实施过程，全⽅位防范任何可能引发维吾尔⼈未来独⽴的不满，或民族、⽂化权⼒运动的

发⽣。” 

热赫玛﹒马赫穆提“中国政府⼏⼗年来⼀直在实施同化政策，极权统治容不得⼀个拥有完

全不同语⾔、⽂化和宗教的维吾尔⼈；针对维吾尔学者、艺⼈和知识分⼦的迫害有着很长

历史，特别是针对那些拥有独特思想者；然⽽，⾃ 2016 年，对维吾尔知识分⼦的迫害，

以清除维吾尔语⾔、⽂化和宗教信仰，达到了史⽆前例程度，因知识分⼦成为了中国政府

实现其⽂化清洗政策的最⼤绊脚⽯。 

因⽽，为了实现其⽬标，知识分⼦必须被威慑、洗脑，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开始失踪、被拘

押于所谓再教育营，或被判重刑的原因；维吾尔知识分⼦是维吾尔⼈的⼼和灵魂、是脊柱，

维吾尔⼈的尊严和⾃豪；摧毁知识分⼦是摧毁维吾尔⽂化⾝份和民族⾃豪的重要步骤之⼀；

历史上发⽣的全部的民族清洗都⼀样；今天发⽣的对维吾尔⼈的迫害和纳粹统治极其相

似。” 

爱丽丝﹒安德森：“（中国共产）党针对⽂化精英的打压，⽬的要使他们知道表达不同于

中国主流的、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空间是不存在的；明星、社交精英的消失相对那些普通

⼈的消失，使党要向⼤众发出的信息声⾳更⼤、更显眼。 ” 

针对维吾尔知识精英的迫害将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 

达林﹒贝勒：“清洗⼟著社会有影响⼒⼈物会有⼏种结果；⾸先，这些⼈物过去曾经是维

吾尔年轻⼈的榜样；他们的被指控，是告诉全体维吾尔社会，过去允许的、独特的维吾尔

⾝份空间已在消失，突显任何⾃我认可的维吾尔价值的提倡已不被允许；此外，维吾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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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领袖的缺失，以及维吾尔⾝份被视为是停滞和‘落后’，将使下⼀代维吾尔⼈产⽣⾃

卑⼼理。 

其次，镇压使对有别于汉中⼼的维吾尔历史和美学的叙述理解禁令昭然若揭；维吾尔⼈现

在⾯临即将成为⼀个没有⾃⼰的历史或⾃我的民族；消灭⼟著历来是殖民者最终的⽬标；

针对过去政府认可知识分⼦的打压使以清洗维吾尔社会中维吾尔独特性、⽤汉⽂化成分和

汉爱国主义替代的暴虐殖民⽬的⾚裸裸；这是⼀个由象征性攻击维吾尔知识到以暴⼒监禁

拘押为过程的、使暴⼒持续的过程；通过消灭维吾尔领袖，中国政府希望摧毁维吾尔社会。 

塔依尔阿⽊提：“维吾尔⼈在中国是⼀个弱势群体；1949 年以后，维吾尔⼈被中共边缘化；

在此过程中，维吾尔⼈遭遇着中共、及汉⽂化的双重压迫；但维吾尔⼈在尽⼒提升⾃⼰；

特别是⾃ 1980 年代起，各领域出现了⼀⼤批维吾尔精英；中共控制下的东突厥斯坦，做

⼀个知识分⼦极为艰难，普通维吾尔百姓对他们的期望很⼤；因⽽，对精英的镇压将摧毁

维吾尔社区的希望，使其坠⼊绝望的深渊，或许这就使中共想看到的结果。” 

艾泽孜﹒艾沙：“长远的影响不敢想象、令⼈绝望，因为中国正在镇压维吾尔知识分⼦，

摧毁维吾尔民族和遗迹；即便设想中国将停⽌对维吾尔⼈的民族清洗和⽂化清洗，维吾尔

⼈仍需要⼏⼗年去恢复；已失去的⽆法估量，再想到这⼀镇压已持续了两年多，⽽世界上

这么多国家与其呼吁中国停⽌对维吾尔⼈实施的反⼈类罪，却还在继续沉默，这，更是令

⼈⽆法容忍。” 

热赫玛﹒马赫穆提：“摧毁学者、艺⼈和知识分⼦将制造⼀个空缺，将没有⼈能够以深厚

的历史、⽂化知识填补下⼀代成就未来所需的思想及⽅向；清洗知识分⼦在我看来可能导

致两个极端相反结果；⼀个是完全的屈服，维吾尔⼈将被迫按政府所说所要去做，最终将

失去⽂化独特性；另⼀个可能是那些不屈服于政府清洗政策者最终⾛向极端主义，结果将

使对知识分⼦、学者的镇压引发⽆法修复的结果，这不仅将是维吾尔⼈巨⼤的失去也将是

作为⼀个整体的世界的失去；同时，这结果将⽆助于中国当局在国内或国际上的利益。” 

爱丽丝﹒安德森：“长远影响极其严峻；维吾尔⼈正在失去以书写书本使他们的历史和⾝

份得以合理、创作艺术以助他们理解⾃⼰的⽂化传承者；不，这些⽂化传统不会在⼀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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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失，有希望在这骇⼈条件改善后，再恢复和复兴；但⾛向再恢复和复兴的道路看起来

既漫长⽽又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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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中国政府必须⽴即释放那些因其民族⾝份、信仰，或因其和平实践基本⼈权⽽被抓捕判刑

者。 

中国政府必须保障被强制带⼊孤⼉院的维吾尔⼉童回归其家庭并平反全体受害者。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趁还为时未晚，国际社会必须⽴即⾏动起来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知识分⼦的残酷迫害。 

⼤学必须施压中国政府要求提供曾在该院校获得学位、进⾏过研究，或进⾏过教学的、被

拘押学者和学⽣还活着的证明，要求⽴即释放他们。 

相关政府必须施压中国要求其提供被拘押学者、学⽣和记者及艺⼈是否还活着并要求⽴即

释放。 

⼤学应该停⽌和教育部及汉办（孔⼦学院）的合作，直到中国政府释放全体被迫害的知识

分⼦和记者，允许他们和家庭重聚，包括那些被强制送到政府孤⼉院的孩⼦，并依法惩治

那些肇事者。 

国际学者和学⽣不应该参加有中国官⽅⾼等教育参与举办的学术交流或者研讨会，直到全

部集中营关闭，平反受害者。 

政府、⼤学和私⼈基⾦会应该为那些因害怕被拘押、酷刑折磨和拘押中死亡⽽⽆法回家的、

流亡维吾尔学⽣和学者提供奖学⾦和资助；⼤学应该对那些因和家庭失去联系⽽断了资⾦

来源的学⽣免去学费。 

学者应该参加《新疆倡议》（xinjianginitiative.org）并在公众场为维吾尔⼈呼吁，签署“关

切学者针对中国⼤规模拘押突厥少数民族之声明”（http://concenedscholars.hom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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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维吾尔⼈权项⽬对那些不惧怕中国政府的报复、勇敢站出来讲出其亲⼈在维吾尔地区遭遇

的个⼈表达诚挚的谢意，⼈权纪录依赖他们的勇⽓，能和他们⼀起⼯作是维吾尔⼈权项⽬

的运⽓；维吾尔⼈权项⽬同时也感谢那些抽出宝贵时间，对被迫害维吾尔学者、记者和艺

⼈提供他们的观点之专家，他们的贡献确保公众能够对维吾尔地区⽬前之危机细微分析有

所了解；最后，维吾尔⼈权项⽬诚挚感谢⼀直搜集提供受迫害维吾尔知识分⼦记录的阿不

都外⼒﹒阿优普，他为其民族所做的最应该被肯定和感激。 

很多⼈为确保报告之准确和客观做了很难多艰苦⼯作；作者愿借此机会对维吾尔⼈权项⽬

⼯作⼈员提供的宝贵指导和⼈权专业知识表达诚挚谢意；维吾尔⼈权项⽬诚挚感谢那些捐

款⽀持我们⼯作的⼈们，同时对始终不渝⽀持⾃由、民主和⼈权，并确保维吾尔⼈拥有⼀

个发声平台的国家民主基⾦会表达诚挚的谢意。 

⽅法论  

本报告信息总括直接和简介资料源；主要数据搜集是以维吾尔语和英语通过⼜述和书⾯采

访形式在 2019 年 2 ⽉和 3 ⽉进⾏的；维吾尔⼈权项⽬和亲⼈在中国被拘押、监禁和失踪

者进⾏了谈话；和分析专家的谈话是通过书⾯形式进⾏；受访者选择是通过已知联系⽹进

⾏的；维吾尔⼈权项⽬和维吾尔学者阿不都外⼒.阿优普⼀起搜集罗列被迫害知识分⼦名

单，并通过不同⽅式进⾏名单确认，包括流亡维吾尔社区、亲⼈和其他海外媒体提供信息

和分析；中国政府的迫害已超出维吾尔地区延伸⾄海外流亡维吾尔⼈及其他海外批评者，

因⽽，维吾尔⼈权项⽬对要求受访者提供了完全的匿名，有⼀位受访者要求匿名；为保护

受访者，维吾尔⼈权项⽬在本报告采访中替换了受访者的详细⾝份。 

《拘押、失踪：维吾尔家园知识分⼦被围剿》补充和更新维吾尔⼈权项⽬此前两个报告： 

在维吾尔家园对知识分⼦的迫害还在持续/338 位已知被抓捕/2019 年 1 ⽉ 28 ⽇。11 

维吾尔家园对知识分⼦的迫害/231 位已知被抓捕/2018 年 10 ⽉ 22 ⽇。 

 



	 26	

附录 

有关被拘押、失踪和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名单，请参考：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jNKUYhGy9CoN7aMjtYdggipe2I4SivTlZvSm6ufRl

w/ed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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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权项⽬（UHRP）是由美国维吾尔⼈ 

协会（UAA）于 2004 年在美国国家民主基⾦会（NED）资助下设⽴的。 

维吾尔⼈权项⽬的使命是促进维吾尔⼈⼈权和民主。2016 年，依据⾮营利性免税企业法

501（c）（3），维吾尔⼈权项⽬成为独⽴研究机构。 

维吾尔⼈权项⽬通过如下⽅式使世界聚焦维吾尔⼈问题： 

以英⽂和中⽂研究、撰写和发表评论、报告，涵盖⼴泛的⼈权问题， 

涉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化和经济权利; 

为记者、学者、外交官和⽴法者提供维吾尔⼈所⾯临⼈权状况的书⾯、⼜头新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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