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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镇压维吾尔运动中对知识分⼦的迫害 
 

最常见的是，那些让党不满意的⼈会消失，⽽且再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 

                          乔治﹒奥威尔, 1984 

 

维吾尔⼈权项⽬（维吾尔⼈权项⽬）已经确认有 231 名维吾尔知识分⼦在 2017 年四⽉⾄

2018 年 9 ⽉之间在中国失踪，被带⼊集中营，或在被拘押期间死亡。由于集中营被严密

看守，以及对任何与国际媒体或海外有联系⼈员的严厉惩罚，这份名单可能只占被拘押者

的很⼀⼩部分。本报告中包括在 2017 年 4 ⽉之前被拘押 14 名学者和学⽣的简要介绍算是

提供额外的背景介绍。对严重侵犯维吾尔知识分⼦⼈权⾏为，维吾尔⼈权项⽬提出了 18

条紧急⾏动建议。 

 

⾃ 2017 年春季以来，中国政府已在集中营内拘押了⼀百多万维吾尔⼈。 可靠报告描述了

在集中营内死亡、使⽤酷刑和系统性政治洗脑的存在。根据估计，另外两百万⼈被迫参加

⽩天和晚上的“政治学习”。更多的集中营在建造中。在集中营内，没有哪个维吾尔⼈是安

全的：农民，商店⽼板，宗教⼈⼠，艺术家，⾜球远动员，当地政府⼯作⼈员，妇⼥，男

⼈，⼉童，青少年，其中还有⽼⼈。 

 

作为迫害运动的⼀部分，政府专门将维吾尔知识分⼦作为打压⽬标。数⼗名知名的教授和

学者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突然带⾛。对维吾尔学者和学⽣的拘押和监禁标志着东

突厥斯坦（又名新疆）正在⾛向极权主义。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迫害维吾尔知识分⼦，包括 2000 年对维吾尔历史学家托赫提﹒图尼

亚孜(Tohti Tunyaz) 和 2005 年对诗⼈努尔麦麦提﹒亚森(Nurmemet Yasin)的不公正监禁。

据报道他们在 2012 年在押中死亡，死亡者还包括其他很多。正如⼈权观察所指出的，这

些良⼼犯是⼀种“官⽅政策认为在艺术和⽂学中的批评，甚⾄，民族⾝份表达都可被视为

是分离主义的变相形式， 其作者是犯罪分⼦甚⾄是‘恐怖分⼦”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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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近对知识分⼦的迫害代表了种族迫害的显著升级。因为即使忠于党和国家的维吾

尔⼈现在也受到荒谬的指控，诸如宣传分裂主义和希望建⽴伊斯兰哈⾥发国等。 

 

极权主义迫害，⽬前在东突厥斯坦各⼤学表现为中国政府强⼒控制维吾尔⾮物质⽂化遗产，

如⾳、舞蹈、⽂学和历史等⽅⾯。中国政府试图将维吾尔⽂化和知识改造成中国遗产的⼀

部分，使其只能以官⽅定义的狭隘形式存在。正如乔治敦⼤学教授詹姆斯﹒⽶尔沃德所说，

“⽂化清洗是北京寻求最终解决新疆问题的尝试”。 

 

这份简报介绍了⾃ 2017 年以来被拘押和监禁的维吾尔学者和学⽣。这些案例说明了镇压

的惊⼈规模和全球性，涉及到东突厥斯坦和海外的数百名维吾尔⼈。 

 

维吾尔⼈权项⽬呼吁中国政府⽴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包括被酷刑虐待的学者、作家、

艺术家和学⽣。维吾尔⼈权项⽬督促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向中国政府强烈施压，要求

了解失踪和被拘押的学者和知识分⼦的下落及其健康状况. 最后详列建议采取⾏动之完整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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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以来被打压维吾尔学者：简介 
 

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 

 

著名维吾尔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是中国政府⽀持的新疆⼤学维吾尔民俗学和传统⽅⾯的学

科带头⼈。她与 2017 年 12 ⽉离开乌鲁⽊齐前往北京，此后再⽆⾳讯。 

 

 
热依拉﹒达吾提©世界⼟著研究中⼼ 

 
热依拉 教授在世界各地的同事展开了⼀场拯救她的国际运动。关注新疆学者组织呼吁⽴

即释放热依拉﹒达吾提，并要求中国“允许她 a)继续在新疆⼤学任职，或者 b)在中国境外

任职。2018 年 8 ⽉ 13 ⽇，美国⼈类学协会向美国驻华⼤使 Terry Branstad 发表了⼀封信

表⽰关注，并督促“美国驻华⼤使馆尽其所能，为达吾提博⼠提供保护。“在“伦敦书评”的

⼀篇⽂章中，作者 Nick Holdstock 称热依拉的失踪是“长期酝酿的⼀项（同化）战略的⼀

部分，通过洗脑或恐吓来消除新疆各种形式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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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东⽅与⾮洲研究学院讲师 Rachel Harris 博⼠告诉《⼤学世界新闻》：“这是⼀个⾮常

典型的做法，只要是研究维吾尔⽂化，且和海外有联系的学者都成为了⽬标… … 热依拉 

就是⼀个和海外有着紧密联系的学者。美国的⼤学邀请她作为访问学者，她在国际刊物上

出版发表论⽂。如果她是中国的其他民族，或者是汉⼈，那么这⼀切都会是⾮常正⾯的。

但由于她是维吾尔⼈，她被视为威胁。” 

 

阿布都克⾥⽊﹒热合曼（Abdukerim Rehman）, 阿扎提﹒苏⼒坦（Azat Sultan）, 

海来提江﹒乌斯满（Gheyretjan Osman）, 和阿尔斯兰﹒阿⼘杜拉（Arslan Abdulla） 

 

据报道，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中有四⼈被关押在集中营。 阿布都克⾥⽊﹒热合曼, 阿扎提

﹒苏⼒坦和海来提江﹒乌斯满都是⽂学教授，和阿尔斯兰﹒阿⼘杜拉是语⾔学教授。阿布

都克⾥⽊已有 80 多岁，阿尔斯兰 70 多岁。新疆⼤学的官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学者们

被抓捕的细节。在 2018 年 9 ⽉ 24 ⽇的⼀份报告中， ⾃由亚洲电台（RFA）描述了阿扎提

﹒苏⼒坦如何因“两⾯⼈”，⼀个主要针对维吾尔精英使⽤的意识形态术语⽽被调查,。 

 

 
阿扎提﹒苏⼒坦©⾃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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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都克⾥⽊﹒热合曼(左) 阿尔斯兰﹒阿⼘杜拉(右)©⾃由亚洲电台 

 
在有关阿布都克⾥⽊﹒热合曼的详细资料中， Amy Anderson 写道：“他的教学和研究与宗

教⼏乎没有什么联系，很难理解热合曼被指控化背后的逻辑。他被中共认可并表彰了五⼗

多年，⼀个⼈怎么可以被认可⾄ 77 岁之久，突然又被⽆缘⽆故的指控为“双⾯”⼈呢？他

的第⼆个“⾯孔”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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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肯.吾麦尔, 穆赫塔尔.阿布都乌普尔, 库尔班.乌斯满, 和 姑丽娜尔.乌布利 
 

 
艾尔肯.吾麦尔©⾃由亚洲电台 

  
喀什噶尔⼤学的四名管理⼈员和学者因表现出“双⾯”⼈倾向，已被从该学校的帖⼦中删除。 

喀什噶尔⼤学校长艾尔肯.吾麦尔, 副校长穆赫塔尔.阿布都乌普尔, 以及库尔班.乌斯满和姑

丽娜尔.乌布利教授的名字已从该学校的⽹站上被删除。喀什噶尔的消息⼈⼠告诉记者，

他们不确定这四个⼈是在家还是被拘押在集中营。 

 

 
姑丽娜尔.乌布利©⾃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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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卡德尔﹒加拉⼒丁（Abdulqadir Jalaleddin） 
 

 
阿布杜卡德尔﹒加拉⼒丁©⾃由亚洲电台 

 
2018 年 1 ⽉，警察搜查了新疆师范⼤学教授、哲学家和诗⼈阿布杜卡德尔﹒加拉⼒丁的

家。到⽬前为⽌， 没有对阿布杜卡德尔教授提出任何正式指控，据信他被关押在⼀个政

治灌输营地。在 2018 年 5 ⽉ 20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 有关科学家委员会写

道：“我们对阿布杜卡德尔﹒加拉⼒的健康状况深表关注，因为使⽤单独监禁经常导致对

囚犯的酷刑和虐待。“ 

 

哈姆拉提﹒乌普尔（Halmurat Ghopur）, 塔什普拉提﹒特伊普（Tashpolat Tiyip）, 
沙塔尔﹒沙乌提（Satar Sawut） 和 亚利﹒坤茹孜（Yalqun Rozi） 
 

新疆⾷品药品检验监督局局长，新疆医科⼤学附属医院前院长哈姆拉提﹒乌普尔⾃ 2017

年 11 ⽉起被拘押在⼀个秘密地点。2018 年 1 ⽉，⼀名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流亡者表⽰他

被拘押的起因很可能是由海外留学⽣通过短信应⽤程序发给哈姆拉提的消息触发的。哈姆

拉提在他的⼿机上保留了⼀些短信⽽没有删除。哈姆拉提是⼀个国际公认的科学家，他的

⼯作曾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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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拉提﹒乌普尔©⾃由亚洲电台 

 

 

在 2018 年 9 ⽉ 28 ⽇发表的⼀篇后续⽂章中， ⾃由亚洲电台指出，警⽅指控包括了“民族

意识浓厚”。⽂章补充说，哈姆拉提被判处两年死缓，当局声称他“计划根据⾃⼰的意图建

⽴⼀个独⽴的国家并成为其领导⼈……在过去的 33 年⾥，他隐瞒了⾃⼰的意图。” 

 

⾃由亚洲电台记者通过当局拍摄的有关哈姆拉提及其他“四名维吾尔⾼级知识分⼦被判处

死刑或终⾝监禁的“视频发现了有关他们的信息。其中⼀⼈是新疆⼤学前校长塔什普拉提

﹒特伊普。塔什普拉提因“分裂主义”指控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呼吁“中国变⾰”组织在

其书写案例中特别提到塔什普拉提教授“出⽣于 1958 年，是⼀位地球和遥感物理科学家，

是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享受者。他于 2017 年 3 ⽉ 31 ⽇被解除职务， 他可能也是在这个

时间段被捕的。 

 



 11 

 
塔什普拉提﹒特伊普©⾃由亚洲电台 

 

⾃由亚洲电台在其 2018 年 10 ⽉ 10 ⽇的⼀篇报道中提到了其他两位被抓捕维吾尔知识分

⼦；维吾尔⾃治区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乌提被判两年死缓，作家亚利坤﹒茹孜因“煽动

分裂主义”被判⽆期徒⾏。 

 

 

宗教学者默罕默德﹒萨利﹒阿吉 和阿不都艾赫德﹒麦合苏姆  
 

2018 年 1 ⽉ 29 ⽇，维吾尔⼈权项⽬由默罕默德﹒萨利﹒阿吉亲属⼜中确认了他在集中营

死亡的消息。这位著名的《古兰经》翻译学家和维吾尔宗教领袖已是 82 岁⾼龄⽼⼈。他

死亡的确切原因不明，他和他的⼥⼉纳兹拉默罕默德﹒萨利及其他亲属于 2017 年年底被

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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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默罕默德﹒萨利﹒阿吉©⾃由亚洲电台 

 

家⼈朋友还透露，⼏乎所有的默罕默德﹒萨利﹒阿吉的家⼈⼤多都被关押在中国的⼀个政

治洗脑营，没被关押的被警察骚扰。纳兹拉的丈夫阿迪⼒图尼亚孜， ⼀位著名的诗⼈，

与他的妻⼦⼀起被指控为“煽动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对夫妇的三个孩⼦被安置在

地区孤⼉院。默罕默德﹒萨利﹒阿吉的第⼆个⼥⼉，新疆⼤学中⽂教师阿斯娅﹒默罕默德

也被抓捕。“危难中的学者”组织针对默罕默德﹒萨利﹒阿吉的去世，要求“中国政府对学

者死亡的情况给予解释，另确保成⽴⼀个能够迅速进⾏独⽴和透明调查的机构，并将其遗

体交还家⼈。” 

 
阿不都艾赫德﹒麦合苏姆©世界维吾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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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岁的和阿不都乃赫德﹒麦合苏姆于 2017 年 11 ⽉在和⽥县的⼀个集中营死亡，但他的

死亡直到 2018 年 5 ⽉ 27 ⽇才被报道。阿不都乃赫德曾是⼀位著名的宗教学者。在欧洲议

会，2018 年 10 ⽉ 2 ⽇欧洲⾃由党和民主党联盟提出默罕默德﹒萨利﹒阿吉和 阿不都乃赫

德﹒麦合苏姆案件的决议案。 

 

其他学者，作家和知识分⼦ 

 

流亡美国的新疆⼤学前讲师库特鲁克﹒阿⼒玛斯报告称，“⾄少 56 名新疆⼤学维吾尔讲师

和研究⼈员⽬前被关押在集中营。⾃ 2002 年以来在伊犁师范⼤学执教的尼加提﹒苏菲博

⼠在 1 ⽉份被撤职，和⼀些（⼈数不明）同事监禁在⼀起。 

 

维吾尔笔会中⼼秘书艾则梓﹒艾沙汇总了以下在 2017 年之前和之后被拘捕和判刑的维吾

尔学者和知识分⼦名单。由于百万⼈甚⾄更多⼈被关押在集中营是在严密状态下，以及对

任何与国际媒体联系的个⼈的严厉惩罚，笔会名单可能只占被拘押者的⼀⼩部分。 

 

新疆⼤学学者： 
• 热依拉.达吾提                  

• 阿布都克⾥⽊.热合曼 

• 塔什普拉提.特伊普        

• 海来提江.乌斯满 

• 阿尔斯兰.阿⼘杜拉           

• 祖利夫卡尔﹒巴拉提乌兹巴⼠ 

• 阿扎提.苏⼒坦       

• 奈毕江﹒海毕布拉 

 

新疆⼤学计算机科学系学者： 
• 狄⽊拉提.图兰 

• 巴图勒.艾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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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赫⽊.热赫玛图拉 

• 艾尔肯.伊⽶尔巴克 

• 努尔碧娅 

 

新疆师范⼤学学者： 
• 阿布杜⽩瑟尔.舒克尔 

• 阿布杜卡德尔.加拉⼒丁 

• ⽟努斯.艾拜都拉 

• 阿巴⽩克尔 

• 努尔艾⼒ 
  

新疆医科⼤学学者： 
• 哈⼒姆拉提.乌普尔  

• 库热西.塔依尔 

 

新疆社会科学院学者： 
• 阿不都热扎克.萨衣⽊   

• 库热西.塔依尔 

 

喀什噶尔⼤学学者： 
• 姑丽娜尔.乌布利    

• 穆赫塔尔.阿布都乌普尔 

• 艾尔肯.吾麦尔    

• 库尔班.乌斯满 

• 艾尔肯.乌古孜    

• 艾尼瓦尔.卡德尔 

• 麦提热合穆.阿吉    

• 艾尼瓦尔.伊斯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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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机构的学者： 
• 尼加提.苏菲    

• 麦麦提.居马 

•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斯   

• 吉⼒⼒.阿吉 

 

作家和诗⼈： 
• 亚利坤.茹孜   

• 帕尔哈提.⼟尔逊 

• 阿布都拉.阿布都热依⽊   

• 塔依尔.塔⾥甫  

• 阿迪⼒.图尼亚孜    

• 伊⼒哈⽊.塔依尔 

• 图尼亚孜.乌斯满  

• 尼亚孜.伊敏 

• 阿巴斯.穆尼亚孜   

• 萨伊拉⽶耶 

 

  

在线博主和作家: 
• 乌麦尔江.哈桑博梓库尔   

• 阿迪⼒.热西提 

• 吐尔逊江.海梓穆    

• 卡斯⽊江.乌斯满噶兹 

• 艾克拜尔.埃塞提     

• 凯塞尔.阿布都克⾥⽊ 

• 吐尔逊江.穆罕默德马歇尔  

• 尼加提.阿扎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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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 阿布拉江.阿吾提阿尤甫 

• 阿不都热合.穆艾伊提 

• 玛依拉.⽟素甫 

 
2018 年 9 ⽉ 28 ⽇，⾃由亚洲电台报道了新疆⽂学艺术协会出版的“⽂学翻译”杂志主编凯

塞尔﹒库尔班的⾃杀事件。凯塞尔担⼼会被关在⼀个政治洗脑营⽽从⾃⼰在⼋楼的办公室

跳楼⾃杀。新疆⽇报副总编伊⼒哈⽊﹒⽡利于 2018 年 7 ⽉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疆农

民⽇报”的负责⼈麦麦提明﹒乌布利和 居来提﹒阿吉，以及⽶尔卡⽶利﹒阿布⼒⽶提翟在

⼀个公开会议中被谴责，并于 8 ⽉初被警⽅带⾛。虽然在⾃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中没有提及

有关对该事件的任何指控，但中国当局指责这些⼈发表了“双⾯”⽂章。这四名学者的前同

事告诉⾃由亚洲电台:“我看不出他们怎么可能说过或者写过⼀些批评北京的东西，尽管他

们负责的⼀些⽂章可能包含了⼀些当局不喜欢的东西，但都不是反政府的。“保护记者委

员会”于 2018 年 9 ⽉ 7 ⽇代表这四名学者发出了警报。新疆⼈民出版社前任局长兼党委副

书记阿布都热合曼阿拜于 2018 年 7 ⽉以“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罪名被捕。 

 

 
库尔班马⽊提©Bahram Kurban Sintash 



 17 

 

2018 年 10 ⽉ 8 ⽇，美国公民巴赫拉姆﹒库尔班﹒森塔什描述了他的⽗亲被拘押在⼀个政

治洗脑营。1985 年⾄ 2011 年，库尔班在不同⼏个媒体上担任了多个⾼级职位，包括《新

疆⽂化》的总编辑。巴赫拉姆写道：“新疆维吾尔⾃治区和中国政府没有正当理由拘押我

的⽗亲。” 引领新闻⾃由的观察者明确谴责了中国在审查和骚扰记者⽅⾯的劣迹。在“⽆

国界记者”组织的 2018 年世界新闻⾃由指数中， 中国在 180 个新闻⾃由排名国家中位列第

176 位。“⾃由之家”2017 年的新闻⾃由报告中将中国列⼊“⾮⾃由”类。“⾃由之家”还在

2017 年⽹络⾃由报告中将中国列⼊“⾮⾃由”类。2017 年的监狱⼈⼜普查中， “保护记者委

员会”记录了 41 名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其中 14 ⼈是维吾尔⼈）。 

 

维吾尔学⽣ 

 

2017 年 5 ⽉，有新闻报道描述了中国当局是如何命令海外的维吾尔学⽣在 5 ⽉ 20 ⽇之前

返回中国的。据了解，该命令涵盖居住在埃及，⼟⽿其，法国，澳⼤利亚和美国的学⽣。

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讲述了中国官员是如何以监禁家⼈为条件，威胁没有回国学⽣的。在

该命令发布前回国的学⽣，也都被拘押并关押在集中营。 

 

埃及的维吾尔学⽣是中国最感兴趣的。 ⾄ 2017 年 7 ⽉初，埃及情报和安全部门协助拘押

了多达 200 名维吾尔⼈。许多维吾尔学⽣，是开罗爱资哈尔⼤学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

院的学⽣。⼀名维吾尔学⽣告诉⾃由亚洲电台：“任何被遣返中国者肯定会被判⼊狱。”尽

管有⼈打电话要求⼤学出⾯保护这些学⽣，但 2017 年 7 ⽉ 12 ⽇还是有 80 多名学⽣被抓

捕关押。埃及当局于 2017 年 7 ⽉开始将维吾尔⼈遣返中国。据《纽约时报》报道，12 名

维吾尔⼈于 2017 年 7 ⽉ 6 ⽇被强⾏遣返；另外还有 22 名维吾尔⼈可能被遣返。 

 

据“⽆代表国家和⼈民”组织的⼀名代表称，“估计居住在埃及的 7000 ⾄ 8000 名维吾尔⼈中

约有 90%已返回中国。“⼈权观察”和“⼤赦国际”组织在其报道中提到了埃及维吾尔学⽣的

案例。⼈权观察中东事物主管 Sarah leah Whitson 表⽰：“⽣活在埃及的维吾尔⼈应该免于

被任意抓捕和遣返⾄⼀个可能⾯临迫害和酷刑国家之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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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森江©⾃由亚洲电台 

 

返回中国后，来⾃埃及的维吾尔学⽣被迫在集中营中接受“再教育”或被判刑，这其中包括

学习伊斯兰神学的维吾尔学者海毕布拉﹒⼟赫提，他在埃及的学习是得到中国伊斯兰协会

批准的。哈兹铁⼒﹒麦麦提,⼀名 12 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于 2017 年 2 ⽉⾃愿返回了中

国；还包括 17 名来⾃叶城县的维吾尔⼈。两名维吾尔学⽣，阿布都萨拉姆麦麦提和 亚森

江,两⼈⾃愿放弃埃及的留学回到库尔勒，据报道于 2017 年死于集中营。 

 

在⼀次闭门审判中，布再纳弗﹒阿不都热西提被判 7 年。针对她的指控及她⽬前的所在地

不为⼈知。布再纳弗曾是在埃及留学的学⽣之⼀。然⽽，当她从美国返回东突厥斯坦探望

她的岳⽗时被抓捕。 

 
布再纳弗﹒阿不都热西提（Buzainap Abdure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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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 4 ⽉期间，六名从⼟⽿其返回博尔塔拉的学⽣被⽆端指控判处 5 ⾄ 12 年徒

刑。这 6 个⼈分别是凯塞尔（Kawser）, 马乌兰（Mewlan）, 加乌兰（Jawlan）, 穆戴赛尔

（Mudeser）, 苏莱亚（Suriya）和 古丽仙（Gulshan）. 

 

在马来西亚完成学业的学⽣古丽给娜﹒塔什麦麦提（Gulgine Tashmemet） 因为担⼼失联

家⼈返回了伊犁，⾃此，她下落不明；她可能被关押在⼀个集中营⾥。“危机中学者”⾮常

关注古丽给娜的案例，该案件表明了“这是通过对学⽣的任意拘押和强制失踪，当局限制

学术⾃由权利、信仰⾃由和结社⾃由权利的⼀部分——⽽这些权利是受到包括《世界⼈权

宣⾔》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权法规之保护的。” 

 

 
古丽给娜﹒塔什麦麦提©⾃由亚洲电台 

 
 
 
 



 20 

2017 年之前被监禁的维吾尔知识分⼦：简介 
 

伊⼒哈⽊﹒⼟赫提（Ilham Tohti） 

 

维吾尔著名学者伊⼒哈⽊﹒托赫提曾是⼀位极受欢迎的北京中央民族⼤学经济学教授。他

还是《维吾尔在线》⽹站的创办⼈，该⽹站是⼀个以中⽂讨论维吾尔⼈在中国⾯临经济、

⽂化问题的论坛。2014 年 9 ⽉ 23 ⽇，他在⼀个根本不符合国际司法标准的审判之后被判

处⽆期徒刑。 ⽩宫、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凯利 John Kerry 和欧盟共同谴责了这⼀

判决。在 2014 年 4 ⽉ 22 ⽇⾄ 5 ⽉ 1 ⽇举⾏的联合国任意抓捕问题⼯作组第六⼗九届会议

上，⼀个由五名⼈权专家组成的⼩组裁定，伊⼒哈⽊﹒托赫提⾃ 2014 年 1 ⽉ 15 ⽇起被剥

夺⾃由是⼀种任意抓捕，违反国际⼈权法。 

 

 
伊⼒哈⽊.⼟赫提©⾃由亚洲电台 

 

帕尔哈提哈⼒⽊拉提（Perhat Halmurat）, 薛赫来提尼加提（Shohret Nijat）, 穆塔

⼒甫.伊敏（Mutellip Imin）, 阿布杜柯伊姆（Abduqeyyum）, 阿提凯.姆茹孜

（Atikem Rozi）, 艾克拜尔.伊敏(Akbar Imin), 和罗⽟伟。 

 

2014 年 12 ⽉，伊⼒哈⽊﹒托赫提的七名学⽣被判处长达 8 年的徒刑。 帕尔哈提﹒哈⼒⽊

拉提、 薛赫来提﹒尼加提、穆塔⾥甫﹒伊敏、阿布杜柯伊姆、阿提凯姆﹒茹孜、艾克拜

尔﹒伊敏和罗⽟伟 (彝族)在托赫提教授的维吾尔在线⽹站上担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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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塔⼒甫.伊敏 

 

阿提凯姆于 2014 年 1 ⽉ 17 ⽇被抓捕，当时她 22 岁；茹孜在⽹上写了她申请护照遭遇的

刁难后被抓捕。尽管没有任何政治记录，他的护照申请在 2010 年⾄ 2012 年期间被否决了

三次，据称是因为政治原因。 

 

穆塔⾥甫于 2014 年 1 ⽉ 15 ⽇在和⽥洛浦县被抓捕，那是他 25 岁；由于他曾在海外学习

过于 2013 年被抓过。穆塔⾥甫是在准备前往⼟⽿其伊斯坦布尔⼤学完成其硕⼠学位第⼆

年学习时被捕的。在第⼀次被抓捕释放后，他在⼀个⼴为传播的博客⽂章中描述了其被抓

捕的经历。他被连续 79 天关押在三个不同的酒店，他被问及他在维吾尔在线的⼯作，并

要求提供他的⼿机、电脑和社交媒体账户的密码。 

 

古丽⽶拉﹒伊敏（Gulmire Imin） 

 

在 7 ⽉ 5 ⽇骚乱后，受到中国当局惩罚众多维吾尔⼈之⼀的有古丽⽶拉﹒伊敏，⼀名 32

岁⼥性，她在多个维吾尔⽹站上发表⾃⼰的诗作后，被特邀成为 Salkin ⽹站管理员。古

丽⽶拉﹒伊敏 于 2009 年 7 ⽉ 14 ⽇被抓捕，但其家⼈却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其被抓捕官⽅

⽂件。2010 年 4 ⽉⽇，她被判终⾝监禁，伊敏在其被秘密审判同⼀天被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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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丽⽶拉﹒伊敏©USCIRF 

 

2012 年 3 ⽉，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作组确认古丽⽶拉﹒伊敏的抓捕是任意抓捕。就伊

敏案件，⼯作组认定中国违反了“世界⼈权宣⾔”第 8，9，10 和 19 条。 2012 年 12 ⽉，由

于她为促进⾔论⾃由所做的努⼒，⼈权观察授予古丽⽶拉﹒伊敏 Hellman/Hammett 奖。 

 

其它受关注的案件： 

 

• 海莱特﹒尼亚孜（Gheyret Niyaz）, 记者，在 2010 年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 15 年

徒刑。 

• 麦麦提江﹒阿布都拉（Memetjan Abdulla）, 记者， ⾃ 2010 年 5 ⽉起失踪，据信因

散布“分裂主义思想”⽽被判⽆期徒⾏。 

• 阿不都热扎克﹒萨⾐⽊（Abdurazaq Sayim）, ⾃ 2003 年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

成员，于 2010 年被捕并被判处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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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提﹒霍加﹒阿布都拉（Ablimit Ghoja’ Abdulla）, 作家， 于 2010 年被捕并

被判处终⾝监禁。 

• 亚利坤﹒艾沙（Yalkun Isa）, 据信 56 岁的阿克苏教育学院数学教授被关押在集中

营。 

 

 

 

 

 

 

 

 

 

 

 

 

 

 

 

 

 

 

 

 

 

 

 

 

 



 24 

建议 
 

中国 

 

1. ⽴即⽆条件关闭所有集中营并释放所有在近期迫害中被拘押或监禁的维吾尔学者和

学⽣。 

2. 恢复所有被拘押和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职位。 

3. 落实联合国教科⽂组织关于⾼等教育教学⼈员地位建议书中详述的标准第六条：⾼

等教育教学⼈员的权利和⾃由、保护学术⾃由之规定。 

4. 落实《民族区域⾃治法》第 52 条和《中华⼈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中的保障⾔论

⾃由权利。 

5. 批准联合国《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并执⾏第 19 条中保护⾔论⾃由的规定。 

6. 落实联合国《关于民族和族裔，宗教和语⾔上属于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宣⾔》第

2.5 条中之规定，并⽴即停⽌对有海外关系维吾尔⼈的惩治 

 

有关政府和国际社会 

 

7. 利⽤中国 2018 年 11 ⽉的普遍定期审议，质询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学者和学⽣的⽆端

抓捕和拘押；成员国应该要求⽴即释放被拘押的维吾尔学者并尊重中国⼤学的学术

⾃由。 

8. 派遣观察员，特别是关于促进和保护⾔论⾃由权以及少数群体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到

东突厥斯坦，不受限制的进⼊集中营，并允许⾃由接触维吾尔学术界，以公正评估

中国对国际社会义务的落实情况。 

9. 对来⾃中国⾼等院校，由政府资助进⾏学术交流官员参加的学术交流，会议和国际

访问进⾏审查，以确保这些项⽬不赞助严重违反维吾尔⼈权政策之做法。 

10. 在和中国政府进⾏的外交会谈中，对中国政府任意抓捕维吾尔学者和学⽣的⾏为进

⾏谴责，并质询被抓捕学者、学⽣状况及其下落。 



 25 

11. 对计划访问中国进⾏教育交流或其他教育相关业务的机构和个⼈发布旅⾏警告，说

明⽆论是居住在新疆还是中国的其它城市的，对发⽣在维吾尔和其它受迫害宗教和

种族群体的成员，⽆论以何种⽅式联系，都会使其⾯临任意拘捕的风险。 

12. 发布政策声明， 警⽰向新疆教育机构和其它实业提供商务的供应商，不得向严重

侵犯⼈权（中国）机构提供援助。 

13. 向移民局和政治庇护当局提出政策建议，即，维吾尔学⽣和学者因⾮⾃愿返回中国

极有可能⾯临被抓捕、酷刑折磨，甚⾄可能在拘押中死亡。 

14. 提供政府资助并⿎励私⼈资助那些因家⼈和亲戚在中国遭到⾮法拘押维吾尔留学⽣

之教育经费。 

15. 向那些⼀旦回去就可能⾯临被抓捕、酷刑折磨和死亡⽽不能返回家园的维吾尔学者

提供奖学⾦。 

 

海外学术界 

 

16. 考虑加⼊新疆倡议（xinjianginitiative.org）, 并承诺在公众活动中提出维吾尔⼈权问

题。 

17. 敦促那些曾邀请维吾尔学者作为国际嘉宾的机构，向中国政府质询这些学者及其家

⼈的下落及其安全。 

18. 学术出版商需质询在其期刊上发表过⽂章的维吾尔学者的下落及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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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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