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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09年7月5日，包括妇女和孩童在内的维吾尔人到人民广场进行和平集会，来抗议
政府对广东韶关维吾尔人在工厂被杀的不作为行为。 

2013年7月5日是中国军警残酷镇压这一集会抗议的四周年。 至此四年当中，维吾
尔人人权组织对于中国政府对此骚乱的回应提出诸多质疑。7/5事件及其之后对维
吾尔人的残酷镇压的目击者记述和文件不断涌现，这些技术同中国官员媒体的报道
截然相反。 

对那些参与了被镇压之前和平集会的维吾尔人以及骚乱之后的大搜捕行动中被捕维
吾尔人家庭成员的访谈，提供了中国政府在2009年过度使用武力的可信证据。 

人权组织获致的如庭审之类的中国官方文件表明同此骚乱有关案件中正当程序的缺
失。此外，在过去的几年中，”维吾尔人权项目”收集了中国的官方媒体的广泛报
道，尤其是从2009年7月到2010年期间《乌鲁木齐晚报》的报道资料，此报告将引
述其中一小部分。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维吾尔语资料，它们揭露出中国政府在骚乱
发生之后切断电话和网络通讯信息、实行为期长达10个月的信息封锁期间如何建构
有关骚乱的描述。这些资料也表明了在此描述建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于骚乱、尤
其是骚乱之后大肆拘捕的相关叙述缺失相当程度的清晰度。这一发现应当足以质疑
对此事件的官方版本的叙述。 

自2009年7月5日以来，中国官员不留余力地恐吓、禁止维吾尔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且积极地清除那些同官方叙述背道而驰的有关信息。除了进行长达10个月的信心
封锁，政府对维吾尔网管、新闻记者的严厉惩罚来配合政府对此次骚乱信息的操纵
和监控。1  

为此，此次骚乱四年之后，正如“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和其他人权组织所
记述的那样，有关审判和拘捕过程中的正当程序、强迫失踪、以及虐待有关的诸多
质疑依然未解。骚乱发生四年之后，横贯整个地区的很多维吾尔家庭不知道他们的
亲戚遭遇了什么状况。这一报告也记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大量使用摄像监控系统查
找那些参加和平集会的维吾尔人并将其拘捕。7/5之后东土耳其斯坦面临的另一麻
烦是有关对青少年的随意拘捕、折磨、判刑或者轻易失踪的报道。中国政府的这一
镇压行径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尤其是第37条所规定
的义务。2  

                                                
1 This Is Xinjiang 博客于2009年8月5日张贴了一个翻译过来的警察通知，要求禁止
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制造和散布谣言以及骚乱社会治安。”参见 
http://blogs.princeton.edu/pia/personal/xinjiang/2009/08/riot_feedback_l.html。 
2 联合国大会（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参见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ae6b38f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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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次事件叙述的一个压倒性的模式就是中国政府在一些列问题上缺乏清晰度。
对于到底有多少维吾尔人被捕、被审判以及被强迫失踪不得而知。就人权而言，这
些透明度的缺失特别麻烦，正如在缺乏准确细节的情况下，一些矫正过程难以起始
。 

在此报告中，”维吾尔人权项目”在过去的四年中反复参照了既有的证据以及与此
相吻合的最新材料。这些综合的证据对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几个问题，以期寻求对诸
多宣称的违反人权的清晰解释。 

 
数目不详的拘捕人员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7/5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但是，它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摧毁多年以来敌对势力培植起来的有生力量。无论
花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不应该错失良机，我们应该采取一
切措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应该坚持“预防打击”“露头就打”
的原则，采取强硬的措施和手段进行最严厉的打击。 
 
 在2009年8月5日“乌鲁木齐晚报”引述的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书记王乐泉的讲话。 

 
 

 
 

 
 
 
 
 
 
左：2009年7月7日王
乐泉关于7/5事件的讲
话（新华社） 
 
 
 
 

 
对中国的质疑：  

• 为什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被捕维吾尔人的数目未详？为什么它们同海外的
报道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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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迄今为止并没有给出在7/5事件中被捕的维吾尔人总数。 根据《纽约时报
》的报道，如果把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有关人数叠加起来，那么在7/5之后的一个
月里，被捕的维吾尔人数多达2000人。3  
 

 
 

2009年7月5日刚开始的和平集会游行，（BBC） 

 
“维吾尔人权项目”收集的有关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资料也显示出，中国当局没有
提供确切的总体被捕人数，而且对在历次的安全扫荡中被捕的确切人数只提供一个
模糊的参考。绝大多数情况下，新闻报道中对镇压的程度略微带过。 
 
 

2009年7月7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7/5事件中140人死亡，100多嫌犯被捕  

“公安机关逮捕了100多名参与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乌鲁木齐
的交通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3 《纽约时报》，2009年8月12日，“中国在新疆骚乱中逮捕了319人。”参见 
http://www.nytimes.com/2009/08/03/world/asia/03china.html?_r=1&h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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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警遍布乌鲁木齐街头，2009年7月10日（美联社） 
 

2009年7月8日的《乌鲁木齐晚报》4 

100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调查  

“‘7/5事件’事件之后，市党委和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和谨慎计划，公安人员迅
速派到情况严重的下列街道恢复秩序，如人民广场、南門、团结路、新华南路，并
设置了路障、维护了
秩序、驱散了人群、
警告和疏散漫游人群

并戴笠那些企图扩大
事态人员” 

“此外，公安组织起
来封锁了上述区域，
救助了滞留人员，到7
月6日晚上10点，超过
1000多人犯罪嫌疑人
被捕审问。”  

 

 
中国的公安人员和一维吾尔抗议者发生冲突（Peter Parks, AFP/Getty Image） 

                                                
4 资料库中这一报道的时间没有标明，但是基于对此报道的时间分析，”维吾尔人权项目”相信最
可能的时间为20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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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截至7月9日半夜，190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从7月9日中午到半夜，市公安进行了第四轮恢复秩序的逮捕行动，公有190民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参与打、砸、强、烧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被逮捕。 

根据市公安消息，自7/5事件以来，乌鲁木齐各族群众向公安部門提供犯罪嫌疑人
的线索。公安部門立即组织力量抓捕了这些犯罪嫌疑人。 

 

 
 
上面图片为2009年7月11日的《乌鲁木齐晚报》的截图，标题为“抓捕犯罪嫌疑人” 
 
市公安局天山区一领导说，“那天在华侨宾馆附件的4个饭馆拘捕了49名犯罪嫌疑
人，后来来明化路19到23街之间，又抓获了66名犯罪嫌疑人。 

根据警方的报道，这些打击相当成功，疑犯没有反抗或逃窜的机会。” 

 

2009年7月17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在乌鲁木齐周边的搜索行动中抓捕多名犯罪嫌疑人  

“在乌鲁木齐的南边和北边，在城市的出口要道，在7月5日晚上9点都设立了检查
站，过往行人、汽车都要接受严格检查，在现在为止，已经抓获多名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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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街头被公安逮捕的维吾尔人（卫报） 
 
2009年7月31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市公安部門登出7/5犯罪嫌疑人照片  

“各族民众坚决拥护政府处置“七·五”事件的决策，同仇敌忾，积极踊跃提供线
索，检举揭发“七·五”事件涉案犯罪嫌疑人，根据这些情况，公安机关相继抓获
了一大批涉案犯罪嫌疑人；同时，一批“七·五”事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员先后到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 

 
 
 
 
 
 
 
 
 
 
 

 
 

2009年7月5日，公安逮捕
的一个维吾尔人，目击者

提供（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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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1日《乌鲁木齐晚报》提供的人名（从左到右）依次为： 

第一排：买买提里夏特•爱海提，吐尔逊买买提•巴克， 爱海特•奥布力，阿布都克伊姆 奥布力，古
丽杰克拉•肉孜，艾尔肯•阿布拉，毛兰江•买买提，阿里木江•艾尔肯 

第二排：阿里木买买提•玉苏普，阿伊努尔•吐尔逊， 杨秉宸，托和提•帕兹，吐尔逊•迈赫墨，努
尔买买提•阿不力孜， 买买提艾利•艾孜孜 

 
在对7/5事件中逮捕的详细报告中，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5 总结说，中国关于拘
捕的表述“前后矛盾”。 
 

“中国官方的中文和英文媒体在报道有关拘留和逮捕的诸多个案中不尽相同
，有关拘留和逮捕的很多细节包括囚禁的人口总数，都模糊不清。”6  

 
考虑到维吾尔目击者提供的有关乌鲁木齐肆意的逮捕，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对维吾尔
人被强迫失踪的指控，维吾尔人被拘捕数目的含糊其辞质疑中国政策行为的不透明
性。那些在媒体中所说的主动投案自首的资料也无法证实，而且值得高度怀疑。 
 
根据独立目击者的陈述和国际媒体的报道，”维吾尔人权项目”深信，如果可以查
明的话，那么被捕的维吾尔人口总数远远大于官方所宣称的数目。2009年7月19日
《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截至7月中旬为止，被捕的维吾尔人多达4000多人，乌
鲁木齐监狱的人满为患，以至于这些被拘捕的人员被关押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仓库
里。7  
 

                                                
5 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报告，2009年11月6日。“新疆当局继续拘捕，宣布逮捕多名参与7/5事
件人士”。参见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28326。 
6 同上。 
7  《 金 融 时 报 》 ， 2009 年 7 月 19 日 ， “ 新 疆 扩 大 对 维 吾 尔 人 的 镇 压 。 ” 参 见 ，
http://www.uhrp.org/articles/2530/1/Xinjiang-widens-crackdown-on-Uyghu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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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晚报》于2009年7月31日发布的“市公安部門公布的嫌犯照片” 

左边：公安部門调查的7/5嫌犯通缉犯名单。第一排：艾尼•奥斯曼，海热古丽•欧玛尔，茹仙古丽•
泰来提; 第二排：爱海提•亚森，爱和买提•艾买提，艾买提•亚森; 第三排：吐尔逊•托赫提买买提，
阿布杜哈里里•买买提明，江•照派替; 第四排：努尔买买提•莫赫塔尔，塔伊尔•阿布力米提，欧布
力哈斯穆•买买提敏; 第五派：欧拉木江•艾尼，阿布杜热西提•豪硕尔，迪力穆拉提•迪里夏特 

右边：公安调查组最近逮捕了7/5犯罪嫌疑人。 第一排：托尔逊•托赫提，穆萨江•拉赫曼，买买提
敏•爱海提，吐尔逊•尼牙孜，尧乐瓦斯•买买提，买买提吐尔逊•尼杂木; 第二排：买买提•阿卜杜拉
伯格，帕尔哈特•阿布里基母， 伊利亚斯•多尔坤，爱海特•奥普，艾利•热加普; 第三排：库尔班•
图拉普，阿布里克母•欧玛尔，阿尤布江•吐尔逊诺夫，王俊峰，穆塔利普•艾孜孜; 第四排：阿伊古
丽•爱麦尔，阿乌提•麻木特，法提玛•阿布里米提，裴连升，买买提艾利•奥普尔; 第五派：艾山江•

阿布莱提，阿布莱特•亚森，胡尔喜达•亚古普，努尔尼萨•伊敏，茹仙古丽•托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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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过程中正当程序的缺乏  
 
对中国的质问: 

• 为什么对7/5嫌犯的拘捕没有根据中国法律实行正当程序？ 

作为对7/5事件的回应，中国军警在乌鲁木齐征对维吾尔人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
维吾尔人人权项目根据有关骚乱的第一手资料撰写并于2010年和2011年发布的两份
报告中，详细记述了了7/5夜间及其随后的数周数月之内，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遭
受的大规模的随意拘捕。”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的一个目击证人在2011年说到，
“他们根本不会停止拘捕人们。”8  
 

 
 

一警察在乌鲁木齐实施逮捕（Nelson Ching, 彭博新闻）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0年和2011年访谈的其他一些维吾尔人也证实了拘捕的幅度
。一位受访者指出，在7月6日凌晨3点到4点之间，在维吾尔聚居区赛马场开始实施
大规模拘捕行动。9 第二位受访者报告说，在骚乱发生后的几天，他曾目击了到安
全部队在靠近二道桥巴扎市场附加他家对面的街道上逮捕每一个人。10 

                                                
8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 
9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2。 
10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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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录制的有关中国军警在街道上殴打维吾尔抗议者的视频截图（BBC） 

 
“大赦国际”在其2010年发布的有关7/5骚乱的报告“正义，正义，中国新疆2009年
7月的抗议” 11 中同样记述了了中国武装军警对维吾尔人实施拘捕的随意性。“大
赦国际”访谈的维吾尔人说，在被转运走之前，那些被拘捕的同7/5事件有关的维
吾尔人被装进军车或公共汽车。“大赦国际”获得的维吾尔证词还详述了中国军警
挨家挨户的扫荡搜寻以及大规模逮捕的情况。 

“人权观察”于2009年发布的 “我们甚至害怕寻找他们”的报告中也详述了中国军
警自7月6日在乌鲁木齐维吾尔社区展开的大规模行动和有目标的扫荡。在引用中国
《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警察法》之后，“人权观察”认为，在乌鲁木齐
维吾尔人展开的随意逮捕违法中国的国内法律。 

此外，目击者还告诉“人权观察”的研究人员，安全部队在实施逮捕时并没有介绍
其身份，并没有解释抓捕理由，他们也不告诉将被抓捕的人员带往何处。当家属后
来到公安局或军对询问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拘捕地点，状况或法律地位时，他们根本
得不到一丝信息。 12 所有这些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都违反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和《警察法》。 

                                                
11 “大赦国际”报告 （2010），“正义，正义，中国新疆2009年7月的抗议。”参
见 http://www.observatori.org/paises/pais_81/documentos/asa170272010en.pdf。 
12 “人权观察”报告（2009），“我们甚至害怕寻找他们，7/5抗议之际的强迫失踪
。”参见 www.hrw.org/en/reports/2009/10/22/we-are-afraid-even-look-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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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1年发布的有关7/5骚乱的报告“一座由恐惧和沉寂统治
的城市：两年之后的乌鲁木齐”中，13 引用了一个长达10分钟左右的视频来形象地
揭示了中国武装军警7/5之
际逮捕维吾尔人的随意性
。这一视频验证了“维吾
尔人权项目”和“大赦国
际”在2010年发布有关“
挨家挨户扫荡搜捕”的记
述，展示了中国军队、人
民武装警察以及警察在乌
鲁木齐对维吾尔人的随意
拘捕。14  

 根据中国的《刑法》第
385条，“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
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
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 15《警察法》第22条
第6款规定，警察不得“
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
贿赂。”但是，那些对勇
于在2010年和2011年向维
吾尔人权项目说出他们被
捕真相的维吾尔人却道出
了他们不得不向中国的安
全人员支付大量的贿赂来
寻求释放。 

                                                
13 “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 （2011年7月5日），“一座由恐惧和沉寂统治的城市：
两年之后的乌鲁木齐。”参见http://uhrp.org/uaa-and-uhrp-reports-press-releases/new-
uhrp-report-city-ruled-fear-and-silence-urumchitwo-years。 
14 这一视频链接地址为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pRcOZOygmZc。 
15 “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newLaws/criminalLawENG.php。 

 
 
 
 
 
 
 
 
 
 
 
 
 
 
 
 

2010年的一个视频揭示挨家挨户搜寻（上图） 
2009年7/5事件之后的逮捕（下图） 

 

 
 
 
 
 
 
 
 
 
 
 
 
 
 
 
 

2010年的一个视频揭示挨家挨户搜寻（上图） 
2009年7/5事件之后的逮捕（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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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一个26岁的维吾尔男子和他的两个熟人在他家中被捕。他说警察不
让他们说任何话便将他们塞入警车，拉到乌鲁木齐郊区的卡兹万监狱（喀子
湾监狱）。在他被抓之后的一周之内，其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遭遇。他说警
察持续性殴打他并一直问同样的问题，直到他昏厥。最后警察才告诉他说，
他认识的的两个熟人参与了一个“非法游行”，即指7/5游行。他告诉维吾
尔人权项目，他的父母通过关系和贿赂才才打听到他的关押地并获得释放。
不这样做的话，他可能被指控某种罪名并被监禁。16  
 

• 4号受访者在7月23日被捕。他在一个拘留所被反复殴打审问。他的父母给人
民武装警察支付了数目不详的贿赂后才得以释放。17  
 

• 5号受访者的被捕是在警察搜索他的住处时，从7/5骚乱拍摄的画面上认出了
他。他被拘留了15天。他的父母给南关派出所警察支付了20，000 元人民币
18（约合3125美元）后才获得释放。19  
 

• 6号受访者因为在7月21日在出租车上和一外国人交谈而在7月26日被捕。他
在拘留所被反复殴打，直到他父亲付出一笔贿赂时才得以获释。20 
  

 
 

乌鲁木齐维吾妇女（很多抱着孩子）坐在中国武警面前抗议对其家属的拘捕 

                                                
16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3。 
17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4。 
18 1美元等于6.2元人民币。 
19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5。 
20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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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监控设备的滥用  
 

对中国的质问：  
• 为什么滥用摄像监控设备大肆拘捕和平示威者？ 

 
 

 
 

乌鲁木齐街头的安全监控系统，2010年7月（法新社） 
 
维吾尔人权项目获得的《乌鲁木齐晚报》在2009年8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描绘了
7/5事件之后，中国军警是如何通过监控设备大肆实施抓捕的。目前为止，还没有
人权组织详细报道监控设备在决定7/5骚乱嫌疑人过程中的使用角色。然而，这一
文章揭示出中国当局是如何利用视频图像对维吾尔人实施抓捕的。这篇《乌鲁木齐
晚报》文章摘录如下： 
 

“‘7/5事件’以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7/5事件’专案组和‘7/5专案取证
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领导下，为了迅速识
别卷入此次‘打杂抢烧’以及其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收集相关证据，
成立了由技术和刑侦骨干组成的“7·5”专案视频影像工作组…… 
 
首先，根据同一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地不同时间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视频资料
，他们收集了犯罪学嫌疑人的信息，并将此信息输入‘同7/5事件’相关的
《“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重点犯罪嫌疑人视频报告》《涉嫌可疑
车辆报告》，并提交给专案组。他们按时间段、现场方位、案件性质、嫌疑
人特征、行为等相关证据汇总信息并编辑成《涉嫌人员影像稿》。他们还编
辑制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犯罪嫌疑人照片汇总》等视频资
料并传递给专案单位。最后，他们认真制作并出具《影像资料检验报告》，
为诉讼工作提供了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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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频资料辨认犯罪份子，”《乌鲁木齐晚报》，2009年8月24日。 
 

尽管这篇报道描述的是如何抓捕犯罪嫌疑人，但是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1年访谈的
一些通过视频资料被抓的维吾尔人认为，逮捕很多个人的动机仅仅是因为他们参与
了7/5骚乱之前的和平游行。 
 
一个男性受访者开车去游行人群并帮助两个在人民广场因受惊吓而离场的女孩安全
离开。他的车牌在一段中央电视台的视频资料出现而于8月份被捕并被关押了一周
。 21 第7号受访者也证实，他被拘捕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一段视频资料中出现了他
的车牌。 22 
 
   第8号受访者深信他被捕是因为在游行期间，他看到在他所在的接到有警察对人
群摄像。由于担心他被逮捕，他的家人赶紧安排他去东土耳其斯坦南部的阿图什。
他的家人告诉他，他家在7月6日遭到搜查。前来搜寻逮捕他的警察告诉他们说，他
们有视频证据显示他参加了7/5游行示威。 23 
 

                                                
21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7。 
22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8。 
23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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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维吾尔聚居区的监控设备 《纽约时报》 
 

警察对第10号受访者说，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视频资料中出现而被捕。自他离开东土
耳其斯坦之后，警察不断地骚然他的家庭。24  此外，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她被捕
是因为警察在中央电视台在人们广场附近拍摄的视频资料中发现了她。25  第12号
受访者和其他数目不详的维吾尔人于7月18日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是因为警察在中
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发现了他们。他的父母后来给警察支付一笔贿赂以后他才得以释
放。在拘留期间，他被殴打，后来他逃离到瑞典，警察就一直给他的家庭施压。 26 
 
一个17岁的维吾尔少年，努尔-阿尔-伊斯兰•舍尔巴兹，于2009年7月27日遭到逮捕
，据说是因为“挑起事端”并宣称在2009年7月5日的视频录像中显示他参与了杀人
。舍尔巴兹的案件在2010年4月13日经过一个约为30分钟的庭审之后便被判处终身
监禁，这一案例由“大赦国际” 27 和“自由亚洲电台” 28 加以报道。正如“大赦
国际”所说的那样，在法庭上所展示的视频资料中，     尽管舍尔巴兹出现在发生
一起斗殴事件的同一街道，但没有证据表明舍尔巴兹本人参与了打人。努尔-阿尔-
伊斯兰•舍尔巴兹的父亲舍尔巴兹•罕是个巴基斯坦人，他说他的儿子在7月5日那天

                                                
24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0。 
25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1。 
26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2。 
27 “大赦国际”（2010年），“正义，正义，中国新疆7/5游行，”参见
http://www.observatori.org/paises/pais_81/documentos/asa170272010en.pdf。 
28 “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4月23日），“维吾尔少年保住了命，”参见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youth-04232010111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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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高三入学考试。舍尔巴兹•罕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的儿子在开庭之前
遭到折磨并被强迫在口供上画押。在“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12月6日的一篇报道
中，说努尔-阿尔-伊斯兰•舍尔巴兹已经死于监狱。 29 
 
 

 
 
 
 
 
 
 
 
 
 
 
 
 
 
 
 
 
 
 
 
 

监狱中的努尔-阿尔-伊斯兰•舍尔巴兹，（Now Public Photo Archive） 
 
拘捕期间的折磨  
 
对中国的质问：  
• 为什么对7/5 被捕者骇人听闻的折磨不进行调查？ 
 
刑讯折磨和强迫招供是那些落入警察之手的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人的普遍遭遇。 30 
中国刑事审判体系中的这一特质早在2005年就由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曼弗雷德
·诺瓦克在对中国访问、其中也包括访问东土耳其斯坦的监狱之后提出批评，认为
折磨依然“遍布”。这一发现是中国在1986年12月12日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之后的事情。 
 
根据《刑法》第247条和《警察法》第22条第4款的规定，刑讯逼供是非法的。然而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限制刑讯逼供措施得以有效发挥作用。在诺瓦克访华期
间，他也注意到了目前申诉机制的无效。例如，在他访问乌鲁木齐第四监狱时得知
                                                
29 “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12月6日），“维吾尔青年死于狱中”，参见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jail-12062011110617.html。 
30 “维吾尔人权项目”（2009年），“联合国和大赦国际有关东土耳其斯坦酷刑问题，”参见
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TURKEST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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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在过去十多年没有一起有关刑讯逼供的申诉。31  在“大赦国际”1999
年的一篇报道中，“大赦国际”详细记述了了遍布东土耳其斯坦的刑讯逼供现象以
及对此缺乏对刑讯逼供的任何监督机构。 
 
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的因为7/5事件而被拘捕的维吾尔人详细证实了中国警察依然
刑讯逼供。一个18岁的维吾尔人讲述了自己在2009年7月7日被捕的经历。他说他事
先不知道有游行示威会发生，但在7/5那天被置身于游行队伍当中。他说自己后来
被拘捕到胜利路派出所。在那里，抓满了维吾尔人，他们有的被捆绑住，有的被铐
起来。除了反复询问他在7/5那天在做什么之外，他遭受了殴打折磨。他在7月9日
被释放，但是被告知他可能会随时被捕，他还要每周去派出所报道一次。 32 
 
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的另一位乌鲁木齐居民讲述了一个15岁少年阿乐玛斯被捕的事
情，他在7月10日左右在家外被捕。警察用黑袋子蒙住他的脸抓走了他。阿乐玛斯
据说遭受了长达72小时的酷刑折磨，尤其是警察用电棒击打他的阴茎。后来经过他
的老师作证他在7/5当天在家没有外出的情况下，他被拘留4天后得到释放。阿乐玛
斯相信自己被捕仅仅是因为此前被捕的一个人在酷刑之下虚供了他的名字。 33 
 
 
不公平审判  
 
对中国的质问：  
•为什么对那些指控涉嫌参加7/5事件嫌疑人的审判如此迅速而缺乏正当程序？ 
 
对于到底有多少人因同2009年的7/5事件罪行而被审判和判刑则不得而知。对那些
指控参与了7/5事件的维吾尔人的审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缺乏正当程序和透明。34尽

管《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了“所有宣判应该公开宣告,”法庭对7/5嫌疑人的审
判却没有公开。35  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的一个现已移居瑞典的医学院学生说， 她
25岁的哥哥在被囚禁半年后才有警察告诉家人他被判刑了。 这本身就违反了中国
法律，根据中国法律，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36 
  
                                                
31 联合国（2005年12月2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强调在中国访问结束之际遭遇的挑战”
，参见
http://www.unhchr.ch/huricane/huricane.nsf/view01/677C1943FAA14D67C12570CB0034966D?opendocu
Ment。 
32“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3。 
33“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3。 
34“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10年3月26日), “据报198人在新疆不透明审判，”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37197。 
35参考《中国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0条，参见http://www.unhcr.org/refworld/pdfid/4c32023b2.pdf。 
36“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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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在2010年3月声称，所有同7/5有关的被告人都将被“
公开”审判。37 然而，正如“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所注意到的那样，就在白
克力作上述表述的同时，一位官员宣布在东土耳其斯坦同7/5事件有关的犯罪人员
共有198人被判刑。但是中国的媒体提供的同乌鲁木齐骚乱有关的审判人数只有76
人。38 
 
在200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约有170名
维吾尔和20名汉族律师被指定为动乱犯罪嫌疑人辩护，而且对他们的审判将“以他
们的本族语”进行。 39 但是，“大赦国际”在2009年12月3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说，那些同7/5相关的被告人选择自己律师的权利被剥夺。40  此外，“人权观察”
和“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注意到，北京的乌鲁木齐的律师们收到警告，不要
单独承揽同7/5骚乱有关的案件的辩护。41  
 
在同7/5事件有关的第一批审判进行之前，中国官员的言论引导偏向重判。例如，
在同7/5事件相关的人员被审判之前，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2009年7月8日的一
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死刑将被用以对付那些卷入7/5事件的人。42  而且，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在2009年7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各级法院思想上同中央的决定和政
策保持一致。王胜俊同时也呼吁对７／５事件中发生的“打、砸、抢、烧等严重暴
力犯罪事件”“依法严打。” 43 
  
此外，新疆人民检察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遵从“三快原则”原则（块审，块
捕，块诉），简化同7/5游行相关的司法诉讼。在官方报道的所有相关案件审理过
程中，被告的宣判和审判要么当天同时进行要么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就马上宣判。  

                                                
37新华网(2010年3月7日)，“乌鲁木齐“7•5”事件已审理宣判97案198人，”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3/07/content_13122850.htm  
38“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10年3月26日)，“据报198人在新疆不透明审判，”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37197。 
39《人民日报》在线（2009年8月24日），“200人因杀人面临审判，”参见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2/6736663.html。 
40“大赦国家”（2009年12月3日），“中国必须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死刑判决，”参见
http://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news/china-must-halt-death-sentences-against-Uyghurs-20091203 
。 

41“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09年9月14日)，“当局宣布安排辩护律师从而设限阻止律师为7/5
嫌犯辩护”，参见http://www.uhrp.org/articles/2977/1/Authorities-Impose-Restrictions-on-Lawyers-
Defending-Xinjiang-Suspects-Amid-Official-Announcement-on-Arranging-Legal-Defense-/index.html。 
42“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09年7月14日)，“7/5游行示威后当局誓言继续镇压，”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XinjiangDemonstrations_07142009.html。 
43“法制日报”（200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发挥审判职能全力维护稳定，”参见
http://www.legaldaily.com.cn/0801/2009-07/11/content_11214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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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09年7/5有关的8名维吾尔人和1名汉族人于2009年11月被处决。44 对于这9人而
言，所有的过程都在一个月之内结束:包括逮捕、审判、宣判。他们的宣判由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后被执行死刑。45 
  
2011年1月17日，“大赦国际”质疑了2010年在东土耳其斯坦同7/5事件有关的数以
百计的审判的合法性，呼吁中国政府“证实在2010年审判的同7/5事件有关的376人
受到了公平审判，而不是仅仅因为实施言论自由而遭到惩罚。” 46 
 
维吾尔人权项目发掘到的《乌鲁木齐晚报》在2009年10月6日的一篇同7/5事件有关
的文章报道了牵扯21个人的6个案例。对这21人的系列指控包括杀人和故意破坏公
共财产罪。这一文章是以官方媒体记者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警官的对话方式进行
。根据文字叙述，公安局的领导刘波声称对这六起案件的调查完全符合正当法律程
序。 
 

“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程序，检察机关依法确定了六起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掌握充分确凿，这个标准是一致的。在这六起案件中，检察机关严格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和标准，对公安机关移送的起诉案件严格依
法进行了审查，认为六起案件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
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维吾尔人权项目从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检察院获得的有关2011年对10个维吾尔人
的案件官方文件表明了同7/5有关的刑事-司法审判中缺失正当程序。根据第一份资
料，有关10个维吾尔人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犯罪的案件在2010年4月15日进行
了不公开审判。他们的判决从两年有期徒刑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等。维吾尔人权
项目获得的第二份资料表明，其中的被告之一，即15岁的阿里木江•穆萨江在给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说明他是被刑讯逼供的。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被宣称在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犯罪的被告人的审判为
何选在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进行。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刑事审判地点一般是在
被告实施犯罪的地方进行。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如第24-26条对于异地司法审判
赋予的权限并不显著。另外，公开的官方讲话早已说明有关7/5的案件要在乌鲁木

                                                
44“人权观察”（2010年1月），“中国：2009年事件”章节，参见， www.hrw.org/en/node/87491 ；
www.hrw.org/world-report-2010 ； (2009年10月15日，“中国：新疆审判拒绝正义：过程缺乏最低公
平审判标准，”参见 www.hrw.org/en/news/2009/10/15/china-xinjiang-trials-denyjustice。 
45“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09年7月14日)，“7/5游行示威后当局誓言继续镇压，”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XinjiangDemonstrations_07142009.html； 另见，《法制日报在
线》(200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发挥审判职能全力维护稳定”，参见
http://www.legaldaily.com.cn/0801/2009-07/11/content_1121455.htm。 
46“大赦国家”（2011年1月17日），“当局必须证明新疆审判公平”，参见
http://www.amnesty.org.uk/news_details.asp?NewsID=1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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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法院审判。47  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获得的资料，所有的这十个维吾尔人在被判
定同7/5事件有关，宣判之后在巴音郭楞首府库尔勒服刑。这一地方距离乌鲁木齐
西南120多英里。 
 
在第一份法院文件中涉及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孟兹热•巴开吉女士。她被指控为故
意杀人罪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根据法庭文件，她曾等告诉同伙，被她们
攻击的被害还未死亡。尽管巴开吉本人并没有实施任何暴力行为，但是她比同伙判
的更重，法庭认为由于她的煽动，导致一个妇女被害。另外的两个被告人，土拉浑
•加利利和 伊斯腊皮勒•阿巴伊因为“窝赃”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据说在调查其
同伙犯罪的时候，他们对调查人员撒谎。 
 

 
 

2009年10月14日乌鲁木齐审判截图（路透社/中央电视台） 
 

 

                                                
47“中国日报”（2009年7月31日). “骚乱嫌犯将在8月受审”，参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7/31/content_8495784.htm；另见，新华网（2009年7月28日
，“ 7•5”案件审理工作准备就绪 目前已组建多个合议庭。”参见http://www.xj.xinhuanet.com/2009-
07/28/content_17228319.htm；另见，“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2009年11月6日)，“新疆当局继
续拘捕，宣布抓获7/5嫌犯，”参见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2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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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法庭而言，判处一个据说是煽动暴力的人死刑或死缓并不稀奇。但是，在
涉及政治敏感性和政府残酷镇压某一特殊人群时，死刑却被应用。例如，在2010年
5月，索南•策愣因为指控在2008年在拉萨“三一四”骚乱中“动乱和煽动动乱”而
被判处死缓。对索南•策愣的重判刚好发生在2008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抗议之际。  
土拉浑•加利利和 伊斯腊皮勒•阿巴伊因为“窝藏”而被判处5年的案例和西藏的诸
多判决类似。在索南•策愣的案件中，5名藏人也试图为给索南•策愣提供住处而被
判处2到7年的徒刑。48 
 
根据法院的文件，土拉浑•加利利对有关在7/5那天他目击一起殴打致死事件进行了
撒谎。法院声称，在加利利第四次被审问的时候，他对调查人员招供。同样，根据
法院的文件，阿巴伊就目击一起殴打一男一女致死的案件在对他进行第五次审问的
时候才招供。 
 
在维吾尔人权项目获得的第二份有关阿里木江•穆萨江的文件中，被指控为故意杀
人的15岁的穆萨江说，他被刑讯逼供。穆萨江由于坚持无罪，最终被判处11年有期
徒刑。 
 
在这份文件中，穆萨江说他被指控为同2009年7月在乌鲁木齐的一起殴打3人的案件
有关，当时他在14岁。穆萨江概括出在对他审判过程中的法律程序问题，因为证据
不足，乌鲁木齐检察院三次驳回乌鲁木齐公安局的指控。他声称自己在某些方面无
罪而被释放到东土耳其斯坦西北的伊犁地区。他同时宣称自己在法庭上被剥夺了为
自己辩护的机会。此外，他说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被指控为“故意杀人”还是“故
意伤人”。 
 
根据中国法律，刑事被告在不服初审结果是可以向更高级别的法院上诉，而且这种
上诉不会增加量刑。 
 
强迫失踪 
 
对中国的质问 

• 2009年7/5之后，被中国安全人员强迫失踪的维吾尔人身在何处？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0年和2011年对自2009年7/5之后相当数量的维吾尔人被强迫
失踪的案例表达了担忧。维吾尔人权项目和其他人权组织根据访谈东土耳斯坦的维
吾尔人的第一手资料而记录了这些强迫失踪案例。自从维吾尔人权项目2010和2011
年的报告以及“人权观察”的报告“我们甚至害怕寻找他们”发布以来，有关维吾
尔人被强迫失踪的问题才被曝光。尽管在2009年10月“人权观察”的报告中提到强

                                                
48Phayul.com. (2010, May 26)，“中国法院判处1藏人死刑、5名长期徒刑”，参见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7384&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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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失踪的维吾尔人为43人，但是，“人权观察”的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
却预见到强迫失踪的维吾尔人数会上升： 
 

 “我们所记录的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脚。中国政府声称法治，但粉碎这一言论
的最好证据莫过于从家里或街道让人失踪̶̶而他们的家人却不知其死活”。
49 

 
此外，除了“人权观察”记录的43个强迫失踪个案之外，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0年
和2011年记录了以下有关强迫失踪的情况： 
 

• 第15号受访者描述了他家是如何在7月7日遭到搜查的。他的父亲和兄弟被捕
。他的兄弟最终被判10年徒刑并已在拘留所被关押6个月。到2011年3月受访
期间未知，他对于父亲的去向一无所知。 50 

• 一位18岁的受访者说，警察在7月5日之后拘捕了他父亲，但是自从被拘捕以
来，他的家人对父亲的去向，身体状况，以及指控一无所知。 51 

• 一位乌鲁木齐的市民说，7/5以后居住在大湾地区的两个年轻的维吾尔兄弟
被逮捕。弟弟，赛买特，于7月7日或8日被捕，现在依然失踪。赛买特从他
所在的艺术学院的窗户中目睹了7/5和平示威者被枪杀的画面。连同另外的
二、三十个一道目睹枪杀画面的同学一起，赛买特被警察逮捕。赛买特的哥
哥，阿不来提，因为告诉他人有关他目睹军警在7/5开枪杀人之事以后被判
刑四年。对于阿不来提受到的指控目前并不清楚。 52 

 
在2012年5月14日的一篇报道中，“自由亚洲电台”详述了自2009年7/5事件之后失
踪的36个维吾尔家庭如何挺身而出，揭露了其亲人被失踪的情况。根据“自由亚洲
电台”的报道，这36个家庭中的19户提供了有关被失踪的亲人的详细情况。“自由
亚洲电台”罗列的下列三例最具典型： 
 

• 纳比•艾利。 艾利的父亲艾利江•肉孜最后看到其16岁的儿子艾利是在2009
年8月15日，当时他和其他被捕人员一起被游街示众。 

• 阿布杜热合曼•思迪克。汽车修理工思迪克自2009年7/5以后便被失踪。他的
妻子阿依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阿布杜热合曼•思迪克在乌鲁木齐的山
西巷子去买鞋时就此失踪，没有回家。“他在3点从鞋垫给我打过电话。但
是我在晚上7点打过去的时候，他的电话已经关机。自此之后，我没有从官
方或公众那里得到他的任何信息。” 

                                                
49“人权观察”（2009年10月22日），“中国：新疆抗议后被捕后失踪，”参见
http://www.hrw.org/en/news/2009/10/20/china-detainees-disappeared-after-xinjiangprotests。 
50“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15。 
51“维吾尔人权项目”2011年访谈的受访者2。 
5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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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尔浑•奥部力卡斯木。奥部力卡斯木在乌鲁木齐华侨兵管饭店当经理。他
和饭店的6名同事在2009年7月9日被捕。当他的同事后来被释放后，他的雇
主就没有得到有关他境况的任何信息。 53 
 

“自由亚洲电台”的这篇报道及其在2012年9月4日的一篇文章还详述了有关伊敏买
买提•艾利的失踪。艾利的母亲帕提古丽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她的儿子在
2009年7月14日被捕，而她得到有关儿子的状况的信息是在他被捕9个月后。她从艾
利的狱友那里得知，艾利被持续折磨，最后不得不送到医院。帕提古丽对“自由亚
洲电台”表示，“我不晓得我儿子的处境，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自由亚洲电
台”也提及帕提古丽呼吁政府和警察提供她儿子下落的信息。“她说她在20111年3
月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局长王明山顶撞。王告诉她说自己收到了300多个有关查找
7/5之后失踪维吾尔人的请求。” 54 
 
从2012年5月到2013年5月的系列报道中，“自由亚洲电台”根据其家庭提供的证据
，记述了28个被失踪的维吾尔个案。55  他们的名字见下页。 
 
在失踪名单上的第7号失踪者吐尔逊江•托赫提的案例中，在“自由亚洲电台”2012
年6月25报道说，曾有10人目睹抓捕托赫提的警察甚至否认关押了托赫提。托赫提
自2009年7月21日被失踪。在“自由亚洲电台”问及他儿子可能遭遇的不测，托赫
提•巴拉特说，“他们[政府]权利无限，他们可以杀害成百上千人……我只是想知
道他们为什么犹豫或者害怕说他们杀死了我儿子呢？” 56  对于维吾尔人家庭所反
映的强迫失踪，“大赦国际”在2012年7月4日声明：“很显然，这些人只是强迫失
踪家庭的一小部分。” 57 

                                                
53“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5月14日），“更多地维吾尔人失去亲人”，参见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05152012121344.html；另见“大赦国家”

（2012年7月4日），“失踪的中国维吾尔人”，参见

http://www.amnesty.org/en/news/disappearing-china-s-Uyghurs-2012-07-04。 
54“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9月4日），“母亲被软禁”，参见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arrest-09042012194654.html。 
55“维吾尔在线”（2013年6月6日），“‘7/5’事件之后失踪的维吾尔人”，参见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5061。 
56“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6月25日），“警察否认拘捕维吾尔人”，参见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missing-06252012170612.html。 
57“大赦国际”（2012年7月4日），“中国：乌鲁木齐骚乱3年之后数十名维吾尔人任然失踪，”参

见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SA17/019/2012/en/ecbfb6e1-5226-4024-

8a5fc1ff275ee546/asa170192012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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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马木买买提•艾利 

 
 
2. 阿巴浑•数普尔 

  
 
3. 土尔浑•奥部力嘎西姆 

 
 

4. 买买提阿布拉•阿布杜热依木 

 
 
5. 宰克尔•买买提 

 
 
6. 穆赫塔尔•买买提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28名维吾尔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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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吐尔逊江•托赫提 

 
 
8. 阿里木•阿布杜热依木 
 
 
 
 
 
 
 
 
 
 
 
 
 
 
 
9. 买买提•巴拉特 
 
 
 
 
 
 
 
 
 
 
 
 
 
 

10. 阿里木江•海义卢尔阿吉 

 
 
11. 阿曼泰•主麻泰 
 
 
 
 
 
 
 
 
 
 
 
 
 
 
 
12. 阿曼泰•主麻泰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28名维吾尔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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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艾夏江•爱麦特 
 
 
 
 
 
 
 
 
 
 
 
 
 
 
14. 白克力•托赫提（右） 
 
 
 
 
 
 
 
 
 
 
 
 
 
 
15. 阿布杜艾尼•爱孜孜  

 
 
 

16. 阿布杜赛买特•阿不来提 

 
 
17. 纳比江•艾利 

 
 
18. 阿布杜热伊姆•思迪克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28名维吾尔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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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吐尔逊江•托赫提 

 
 
20. 玉素甫•土尔浑 

 
 
21. 艾买提江•主麻 

 
 

 
22. 吐尔迪买买提•吐尔逊尼牙孜 

 
 
23. 阿布杜热伊姆•阿不来提 

 
 
24. 主麻•吐尔逊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28名维吾尔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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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阿布杜热伊姆•卡迪尔 

 
 
26. 阿里木江•白克力 

 
 

 
27. 阿布杜拉•苏莱曼 

 
 
28. 阿布利兹•卡迪尔 

政府、议员和人权组织对有关维吾尔人强迫失踪幅度之广以及对其所谓反对中国政
府的严重指控表达出强烈关注。 
 
2012年3月7日，美国议员麦戈文、斯密斯、埃里森、沃尔夫、莫兰以及皮茨在众议
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一议案。在此议案中，上述议员对于“中国政府通过控制宗
教、政治、文化活动以及通过剧增的安全控制、剥夺正当程序、强迫失踪、折磨、
以及法外处决等手段对维吾尔人的持续镇压”表达了关切。 58 
 
欧盟议员菲奥雷洛•普罗维拉就以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为例，对中国在东
土耳其斯坦的镇压在2012年7月4日提出议题。此欧盟议员指出，“这些失踪的个体

                                                
58 govtrack.us. (2012, March 7). H. Res. 576 (112th)，参见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es576/text。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28名维吾尔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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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多元，有关维吾尔人失踪的具体数目不得而知。很多维吾尔家庭描述说他们几
年来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威胁、恐吓以及遭受当局毒手的拘捕。很多人甚至说他
们并不寻求政府赔偿，而仅仅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是死是活。” 59  
 

 
 

努尔曼•买提手拿的是他的19岁和21岁的两个儿子，他说他的两个儿子在自家经营的洗浴房被防暴
警察带走  （《纽约时报》） 

 
在2012年9月召开的第21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来自捷克共和国和美国的代
表在第四部分（理事会需要关注的人权情况）的有关声明中表达了对强迫失踪的关
切。非政府组织“反对种族主义和人民友谊的运动”在第四部分中也突显了维吾尔
人强迫失踪的问题。60  “大赦国际”在2012年7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
府必须说出这些强迫失踪者的下落，并且停止迫害那些寻求亲人下落的家庭成员。
” 61 
 
反对国家实施的强迫失踪的法律框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是这一公约的签字国。构成这一公约基础的“保护所有人免

                                                
59 欧洲议会（2012年7月11日），“中国维吾尔人的失踪问题”，参见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WQ+E-2012-
006927+0+DOC+XML+V0//EN 。 
60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2012年9月28日），第21次人权理事会讨论有关维吾尔人
的人权侵犯。参见，http://uyghuramerican.org/articl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
uyghurs-discussed-21st-session-human-rights-council.html。 
61“大赦国际”（2012年7月4日），“乌鲁木齐骚乱三年以来：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激增，”参见，http://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Urumchi-riots-
three-yearscrackdown-Uyghurs-grows-bolder-2012-07-04。 
62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参见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ED/Pages/ConventionCED.aspx。 



 32 

遭强迫失踪宣言”早在199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63 尽管这一宣言对联合国成员不
具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却蕴含着道德义务。  
 
尽管中国还没有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它却有明确反对随意拘
捕的条文。其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无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
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这一条款还指出，“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
禁之人，应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执行司法权力之其他官员”。同样重要的是，这一
条款还规定，“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夺自由时，有权声请法院提审，以迅速决
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属非法，应即令释放”。 64 
 
此外，中国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也对于拘捕合法性提出异议在第37条中有详细
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
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
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 65 
 
 
 
 
 

                                                
63 明尼苏达大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参见
http://www1.umn.edu/humanrts/instree/h4dpaped.htm。 
64 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参见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65 联合国大会（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参见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ae6b38f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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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驻美大使的一封信  
 

 
 

崔天凯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共国大使 
3505 International Place, N.W. 
Washington, D.C. 20008 
传真送达：+1-202-495-2138 
 
 
2013年7月2日 
 
亲爱的崔大使： 
 
2013年的7月5日是发生的东土耳其斯坦乌鲁木齐骚乱四周年纪念日。根据诸多人权
组织的研究，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公开其在镇压7/5事件及其之后的追捕行动中的
角色扮演。 
 
美国维吾尔协会早2004年建立了维吾尔人权项目，以便在秉承基本人权的保护将有
助于落实维吾尔人的民主诉求这一理念下，来提升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人以及其他
当地群体的人权状况。 
 
自2009年以来，维吾尔人权项目基于目击者的证词和其他二手资料，撰写了有关乌
鲁木齐骚乱的两份报道。在此骚乱发生4年之后，一些基本的问题任然有待澄清。
对下列问题的官方回复将有助于厘清中国政府在回应这一骚乱中的角色扮演。 
 

•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有关拘捕的维吾尔人的人数为何模糊不清？而这些报道
中的数据同海外媒体大相径庭？ 

• 为什么对7/5嫌犯的拘捕没有按照中国法律实施正当程序？ 

• 为什么监控设备滥用于搜捕和平示威者？ 

• 为什么不对7/5嫌犯遭受残酷折磨之情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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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对7/5嫌犯的审判如此神速以至于产生对缺乏正当程序的忧虑？ 

• 那些在7/5以后被军警拘捕从而导致强迫失踪的维吾尔人身在何处？ 

 
非常感觉您能尽早关注上述问题， 
 
您真诚的 
 

 
 
 
 

 
 
 

阿里木•赛义托夫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 
 

Alim A. Seytoff 
President,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35 

附录：《乌鲁木齐晚报》的节选翻译 

7/5事件中140人死亡，100多嫌犯被捕  

《乌鲁木齐晚报》2009年7月7日 

原文：截至7月6日早晨11点，在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共有828
人受伤，140所人死亡。公安机关逮捕了100多名参与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犯
罪嫌疑人。乌鲁木齐的交通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7月6日，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通报了“7/5”事件。 

乌鲁木齐公安机关查明 “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组
织的事件。民族分裂份子热比亚指导“世维会”利用韶关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境外
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事件。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这样说道：“为维护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稳定，新疆
及时部署警力分赴人民广场、南門、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等事态严重的地点
依法果断处置。我区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一线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营救群
众，搜捕打砸抢烧杀犯罪分子。”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一个通报在指着标有红线得地
图上说，“这张地图上，凡是标着红点的地方，就是发生严重暴力打砸抢烧事件的
主要地点，凡是标著部分的沿路門面几乎全部砸坏。” 

栗智还展示了受伤的人们以及受损车辆照片，有些是是在道路上直接被打死，有些
还有生命特征，有些是送到医院以后死亡的。栗智还介绍了一些犯罪现场，包括死
人，受伤者，烧毁的汽车等。 

据统计，在事件中死亡的140人里，其中有57人是直接在道路和巷道里打死的，剩
下一部分人，在医院里，医治过程中不断的有死亡。现在初步统计各类车辆是260
余辆，其中公交车190辆，出租车10余辆，其他社会车辆50余辆。受损车辆数据目
前还在上升。”   目前受损的店铺统计，在打砸抢烧中，店铺的門面约203间，受
损面积约6300平方米，被毁民房14间，受损面积约合1200平方米。根据最新的统计
消息，暴徒焚烧各类建筑物过火面积约56850平方米。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视频短片。自治区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屹主持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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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8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100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调查 

原文：“‘7/5事件’事件之后，市党委和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和谨慎计划，公安
人员迅速派到情况严重的下列街道恢复秩序，如人民广场、南門、团结路、新华南
路，并设置了路障、维护了秩序、驱散了人群、警告和疏散漫游人群并戴笠那些企
图扩大事态人员” 

“此外，公安组织起来封锁了上述区域，救助了滞留人员，到7月6日晚上10点，超
过1000多人犯罪嫌疑人被捕审问。” 

 

2009年7月11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截至7月9日半夜，190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原文：“从7月9日中午到半夜，市公安进行了第四轮恢复秩序的逮捕行动，公有
190民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参与打、砸、强、烧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被逮捕。 

根据市公安消息，自7/5事件以来，乌鲁木齐各族群众向公安部門提供犯罪嫌疑人
的线索。公安部門立即组织力量抓捕了这些犯罪嫌疑人。 

市公安局天山区一领导说，“那天在华侨宾馆附件的4个饭馆拘捕了49名犯罪嫌疑
人，后来来明化路19到23街之间，又抓获了66名犯罪嫌疑人。” 

根据警方的报道，这些打击相当成功，疑犯没有反抗或逃窜的机会。 

警察的行为表明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给公安部門举报极
端暴力事件以及相关人员的将有奖励。举报电话：110或0991-4918110. 

 

2009年7月17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在乌鲁木齐周边的搜索行动中抓捕多名犯罪嫌疑人 

原文：“在乌鲁木齐的南边和北边，在城市的出口要道，在7月5日晚上9点都设立
了检查站，过往行人、汽车都要接受严格检查，在现在为止，已经抓获多名嫌犯。
” 

“7月14日，在从乌鲁木齐市到邻近村子的检查站上设置了由人民警察、干部以及
其他人士组成的汽车检查站。这人人基本上没有回家，没有考虑自己的负担，只想
尽快抓捕那些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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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1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市公安部門登出7/5犯罪嫌疑人照片 

“三十日凌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发布了近期公安机关通过群众检举揭发和侦查追
捕抓获的“七·五”事件犯罪嫌疑人照片以及目前通缉的“七·五”事件犯罪嫌疑人
照片。 

“七·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当局迅速控制了社会局面，有力维
护了社会的政治和治安大局稳定。各族民众坚决拥护政府处置“七·五”事件的决
策，同仇敌忾，积极踊跃提供线索，检举揭发“七·五”事件涉案犯罪嫌疑人，根
据这些情况，公安机关相继抓获了一大批涉案犯罪嫌疑人；同时，一批“七·五”
事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员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公安机关正告“七·五”事件涉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不要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和
幻想，要主动向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一一0投案自首；凡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
期限内主动投案自首的，可依法从宽处理；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依法减轻或免除
处罚。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乌鲁木齐警方还吁请各族民众继续提供线索，检举揭发“七·五”事件涉案犯罪
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对检举有功的人员给予奖励，并严格保密。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二十八日介绍说，近期，公安机关又抓获了二百五十三名主
要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其中大部分是民众检举揭发的。” 

《乌鲁木齐晚报》，2009年12月4日  

多名被告被控参与7/5事件中6起打砸抢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检察院12月12日在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对25名
参与6起打砸抢烧暴力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在这些案件中，共有11名无辜者遭受
攻击，其中10人死亡，1人伤势严重” 

6起案件分别为：阿吾提·马木提和两外两人的故意杀人和抢劫案；阿不来提·赛买
提和其他12人的故意杀人案；阿不都肉苏力·阿不都沙拉木和其他6人的故意杀人案
；卡迪尔江·买买提的故意杀人案；穆赫塔尔·买买提敏的故意杀人和抢劫案；艾斯
卡尔·买买提的抢劫罪。 

检察机关和公安部門在经过全面调查和取证之后认为,“这6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 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必须依法审理。” 

检察机关保证在调查和起诉期间，被告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力。据认为，除了这
些同7/5有关的指控之外，乌鲁木齐检查机关将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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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吾尔协会 

 

美国维吾尔协（UAA）致力于促进丰富、人文、多元维吾尔文华的保存和繁荣，支

持维吾尔人民以和平、民主的形式追求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政治前途。 

 

 
 

维吾尔人权项目 

 

本着落实基本人权就可以推进实现一个群体民主梦想的启示，美国维吾尔协会与

2004年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以提升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民族的

人权状况。 

 

维吾尔人权项目通过如下活动来揭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的困境： 

研究、撰写同民权、政治权利、社会及经济权利相关的反应基本人权状况的新闻和

长篇报道。 

 

就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所面临人权状况以书面或个人面对面形式向

记者、学者、外交官、政治家进行吹分报道。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yghuramerican.org  

info@uyghuramerican.org    

维吾尔人权项目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hrp.org  

info@uhr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