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牢笼: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网路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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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摘要
在 2009 年 7 月 5 日，在中共军警在乌鲁木齐暴力镇压维吾尔示威后，中国国家官
员／官方切断东土耳其斯坦的所有互联网服务。拥有超过两千万人，占领中国陆地
面积六分之一的广大地区面临长达 10 个月的互联网封锁。伴随互联网／封锁而来
的是长途电话和短信服务的中断，不但削减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沟通，在政治动荡之
时，让中国政府得以控制非官方讯息的外流。
此一前所未有的行动乃肇因于中国官方担忧维吾尔人对政府政策的广泛不满和在东
土耳其斯坦情况上与官方说相左的讯息一旦得以传播，将提供外界一个洞察国家侵
犯维吾尔人人权的机会。简单地说，东土耳其斯坦的互联网和世界许多地方不同，
并不作为制衡国家的机制和改变的推手，反而作为国家政令、思想宣传和铲除和平
反对的工具。

虚拟牢笼: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网路镇压记载中国政府实际控制维吾尔人在东土
耳其斯坦网上接收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包括技术和立法的策略，以及利用司法系统
制造恐惧、恫吓和自我审查的气氛。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采访了一些熟悉东土耳其斯坦网络文化的维吾尔人，中
国互联网审查制度的专家，以及以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维吾尔族用户。从这些访谈和
无数次要来源，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人员得以结论：东土耳其斯坦的网民，尤其是
维吾尔网民，受到针对性的资讯审查及封锁、甚至拘留。中国官员制定的措施，不
仅导致维吾尔人的网络空间相较于其人口相当微小，更还展现了对基本言论和结社
自由的侵犯。
在东土耳其斯坦，中国政府特别采用“互联网断电”，也就是在局部区域完全网络
断讯／封锁的措施，在 2009 年 7 月 5 日之后的时期就时常发生。然而，审查和封
锁网上张贴的内容也十分令人担忧。虽然网上审查和封锁在中国是常见的，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显示，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相关审查单位
在东土耳其斯坦删除了 50％的内容，明显高于北京的 10％。维吾尔人权项目
（UHRP）还发现，与宗教或政治有关的网站在中国是罕见的，尽管这些议题在海
外维吾尔网站相当普遍。此外，伊斯兰教及维吾尔族历史比其他议题更容易遭到审
查。
维吾尔人权项目记录 2009 年互联网关闭和随后的“复原”对于有关维吾尔的资讯
造成毁灭性的损失。估计超过 80％维吾尔网站在互联网恢复服务后，没有重新出
现。网站如 Diyarim，Salkin 和 Xabnam 消失，跟着消失的是这些网站上数以百万
计维吾尔人所发的论坛帖子。此外，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的维吾尔人，维吾尔
族在 2009 年之后在互联网文化上转趋谨慎，并有自我审查的现象。几位维吾尔族
受访者表示，原本就已受限的言论自由在 2009 年之后又遭受额外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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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采用法律手段来确保互联网在东土耳其斯坦扮演的角色和在民主
国家中扮演的公开论坛角色完全相反。除了以国家法律框架剥夺公民自由寻求、接
受和传递网上信息的能力，东土耳其斯坦地区当局亦剥夺居民，特别是维吾尔人，
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为了限制言论和结社自由，中国政府往往将和平异议与恐
怖主义犯罪、危害国家安全或“分裂主义”混为一谈。中国政府对于线上和平异议
亦抱持相同的态度：中国官员已针对维吾尔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做出一样的指控。

网站（特别是 Uighurbiz／维吾尔在线、Diyarim／地亚热木、Salkin／赛里肯和
Xabnam／夏比纳木网站）管理员和博客被拘留，乃是中国官员强硬政策的实现。
Salkin 撰稿人古丽美拉。伊明被以“分裂主义，泄露国家秘密和组织非法示威”判
处了终身监禁。 Diyarim 创始人兼站长地力夏提。帕尔哈提被以“危害国家安全”
害判处监禁五年。 Xabnam 站长尼佳提。阿扎提被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十年监
禁。 Uighurbiz 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目前面临“分裂主义”的指控。这些案
子都远远低于国际对于正当程序的标准。

虚拟牢笼: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网路镇压探讨中国的审查单位经常任由汉族网民
发表针对维吾尔人民充满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言论，但当维吾尔人民发表对政府政策
不满的言论时却遭到封锁， 发表者亦时常面临刑事指控的命运。维吾尔人在使用
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如新浪微博、WeChat 和人人网）时亦遭受不平等的对待，
包括对申请帐户、发布内容、甚至搜寻维吾尔族姓名的种种限制。此外，本报告还
讨论了来自中国，针对海外维吾尔团体网站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从维吾尔人权项
目收集到的证据中可一窥中国对言论和结社自由国际标准的蔑视，令人质疑中国在
国际社会扮演负责任一员的能力。
维吾尔人权项目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并遵守自身有关言论和结社自由的
规律。 维吾尔人权项目也呼吁中国政府将互联网视为公开辩论与和解的平台。中
国政府应当就维吾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上，支持网上自由言论的氛围，
以确保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之间理性和透明的讨论。此外，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国际
社会公开对于维吾尔网络自由的严格限制表达关切，并敦促中国检讨及改革控管网
络的相关法规，以符合国际标准。对此议题关注的国家政府应支持国际社会作出努
力以停止网络审查，并起草一个兼具全面性及可行性的联合国文书以保护互联网用
户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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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资讯取自于各种主要和次要来源。 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人员以维吾尔
语、汉语（普通话）和英语对维吾尔证人进行面谈。采访对象乃是透过现有网络随
机选择，并考量当事人意愿。
寻找愿意重述自身经历的目击者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政府镇压的触角远超
出东土耳其斯坦的范围，甚至延伸到维吾尔流亡者所在的民主国家。基于这个原因
，维吾尔人权项目给受访者提供匿名，并为了保护采访对象，改变了相关人士的详
细背景。
为了掌握在 2009 年后维吾尔网站受到影响的情形，维吾尔人权项目深入的研究一
家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 Internet Archive 所做的 Wayback Machine，也
就是一个互联网档案。该档案所使用的软体将各网页以快照存档的方式，允许使用
者一窥网站的旧有版本，即便网站已不再存在。这对研究被关闭的维吾尔网站特别
有帮助，不仅能掌握这些网站的“关于我们”页面等静态内容，还可以查看浏览计
数器和留言板等动态内容。
本报告书使用的次要来源包括使用维吾尔语、普通话和英语，来自中国境内及境外
的媒体报导、人权组织的报告书、政府文件与学术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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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景
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率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透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有关全国互联网的数据。数据
包含了东土耳其斯坦在内的各省级地区的资料。
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东土耳其斯坦上网的人口比例为 49％，即
10,094,000 总用户，这在 2013 年 12 月月底占中国互联网用户总数约 1.8％ 。1中国
的互联网用户为 6 亿 1800 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45.8％。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上网的人口比例在 31 个省级地区中排名第 9。
尽管东土耳其斯坦互联网普及率相对的高，该连接的质量却常常较差。根据北京蓝
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报告，东土耳其斯坦的连接速率为中国最慢。2
虽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访问不受种族分类，有划分在农村和城市的互联
网用户之间的国家级和这些数据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城市的用户构成所有互联网
用户的 71.4％，农村用户仅占 28.6％ 。3
在东土耳其斯坦，汉族占城市人口比例远高于非汉族所占比例。根据一项 2010 年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的联合研究，东土耳其斯坦西南部 25 个县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 47％，但该地区城市人口只占总城市人口的 19％，该地区居民亦有
超过 90％非汉族。此外，该地区 25 个县中，有 20 个被列为“贫困县”。4根据斯坦
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 2012 年的研究，认为贫困与低电脑普及率、低互联网
使用率有关，同时也发现，在中国青海省非汉族农村居民比汉族农村居民上网率较
低。5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4 年 1 月 27 日).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第 33 版报告。印
⾃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2
蓝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蓝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发布有关中国互联⺴⽹网连接速

印自 http://www.chinacache.com/index.php/aboutchinacache/news-and-releases/82-chinacache-releases-third-quarter-2012-china-internetconnection-speed-rankings.

度评定的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3

这中央⼀一级的指标主要是指中国占 47.4%的城郊⼈人⼝口。参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2014 年 1 ⽉月 27 ⽇日）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引⾃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4

Cao, Huhua and Anwaer Maimaitiming. (2010). 城市--郊区收⼊入的不平等及城市化：打散聚居族群的
作⽤用？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案例剖析。区域研究：44 卷，第 8 册，965-982 ⻚页。引⾃自：
[ [1] 对于中国政府封锁的流⾏行⺴⽹网站列表，请参⻅见: http://www.chinaeam.uottawa.ca/eng/pubcao/CaoUrban-rural%20Disparity%20in%20Xinjiang-2008.pdf.
5

中国科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农村教育行动项目 (REAP). (2010,年 4 月). 北京郊区学校学生的所有权，
存取信息与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其他电子技术状况. 印自： http://iisdb.stanford.edu/res/2954/Report_on_Student_Technology_Access_Suburban_Public_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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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鸿沟及互联网普及率可观察， 维吾尔人虽占东土耳其斯坦总人口的 47％（
根据 2011 年的官方资料约为 10, 400,000 人），他们极可能仅占东土耳其斯坦一千
万网民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占总人口 38％（约 840 万）的汉族大多数集中在
城市，因此可以预东土耳其斯坦绝大部分网民都属汉族。
该地区宽频连接率是互联网普及率的另一个指标。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称，截至
2012 年底，全中国 71％有连接宽频。6东土耳其斯坦的宽频连接率宽也广泛增加。
从 2008 年开始，中国的商业互联网已经由三个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中国最大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宣布自 2004 年进入该地
区以来，该公司在东土耳其斯坦已有超过 200 万宽带用户。中国电信宣称在该地区
已经投资十亿人民币（1.6 亿美元），覆盖率占东土耳其斯坦各行政村的 70％。在
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该公司计划投资二十亿人民币（3.2 亿美
元）建设区域宽频网络。7东土耳其斯坦其他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则包括中国移动（
始运营于 1998 年）及中国联通（始运营于 2008 年） 。8
城乡鸿沟在宽频网络连接率上特别明显。举例说，中国电信宣称在 98％的乡镇、
95％的准军事兵团地区和 100％的城市提供宽频服务，但在农村地区只有 53％ 。9
这显示，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维吾尔人能连接宽频服务的比例最低。
虽然官方公布的数字并不统计有关种族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数据，从资料中不难定论
在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人相较于汉族从国家宽频投资中得到的好处明显较少。对于
很大一部分的维吾尔族人口而言，缺乏宽频对上网形成显著的障碍。
使用互联网的方式
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人员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对维吾尔族网民进行一系列的采访。
维吾尔人网路的使用方式包括从市区家庭电脑接入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笔记本电
脑连接到教育网、以及网吧。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多使用城市的家用电脑上网，
他们的许多家庭成员在 2000 年代早期和中期已经购买了家用电脑。许多受访者表
示前往网吧是很罕见的。一名维吾尔高中生描述网吧为“不安全10”，另一所高中

6

蓝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CNNIC). (2013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第 32 版. 印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310/P020131029430558704972.pdf.
7

Chinadaily.com. (2012 年 9 月 7 日). 在新疆中国电信有 200 万宽带用户. 印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9/07/content_15744273.htm.
8

要更多了解有关中国移动，请看:
http://www.10086.cn/aboutus/culture/intro/province_culture_intro/xj/. 了解中国联通, 请看:
http://www.chinaunicom.com.cn/city/xinjiang/.

9

新疆电信. 新疆电信三项服务承诺 [Xinjiang Telecom’s Three Pledges]. 引自
http://10000zhidao.xj.189.cn/cxinfo.jsp?areaid=23&id=4291&code=4003&icode=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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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跟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采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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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解释说，“这个地方对学生而言很糟糕。11 个一位中年商人说在网吧会被监
控和录影（尤其如果你是维吾尔族），逮捕也是常见的12。
这些说法反映在城市地区网路普及率更高，也显示用户在使用习惯上的改变，和
CNNIC 报告中反映的一样。该报告指出， 2013 年全国在网吧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36％下降到 18.7％13 。在 2014 年， 89.5％的用户从家里上网，32.5％的
用户于工作上网，11.3 ％在学校，14.6％在公共场所14。这些资料为全国性的，并
没有详列东土耳其斯坦的数据。

在和田的一个网吧 (Wikicommons)

手机上网也已在中国被广泛使用。截至 2009 年 1 月，工信部对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发出各式 3G 牌照，使这些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提供手机上网服务15。

11

2013 年，跟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采访 4.

12

2013 年，跟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采访 3.

13

瓦特斯.伊利卡（Watts, Elleka). (2013, July 26). 中国网吧的衰落. 外交官. 印自：
http://thediplomat.com/2013/07/the-decline-of-chinas-internet-cafes/.
1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4 年 1 月 27 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第 33 版. 印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15

Lemon, Sumner. (2009 年 1 月). 经过多年的延迟，中国终于签发 3G 牌照. PC 世界. 印自：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56612/art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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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有超过 5 亿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国网民有 81％通过手机连接网路。
东土尔其斯坦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占中国用户的 1.7％（东土人口约占中国的总人口
1.6％ ）16 。和宽频连接率一样，手机上网使用率亦有城乡差距。 CNNIC 报告指出，
只有 25.3％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生活在农村地区，74.7％则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由于
维吾尔人多定居农村地区，可以推测的是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和定居于城市的
汉族比起来低许多。
从采访的结果得知， 生长在市区、学生年龄的维吾尔人大多使用手机连接到互联
网。年轻的维吾尔人描述了使用由国营机构经营的合法手机服务，以及未经登记的
手机“黑卡”，可在乌鲁木齐街上可以买到。17这些黑卡可以 50 元（$8 美元）购
买，并提供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因为他们可以使用后丢弃。这使得一些用户得以浏
览一些遭审查的网站，并张贴内容。这个议题本报告会在以下各节中进一步讨论。
中国的互联网控制
为了充分理解中国互联网的运行，我们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受到控制的，包括宏观层
面的互联网控制（如阻止访问整个互联网）与微观层面的策略（如审查、阻挡特定
网站或搜索名词）。在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在东土耳其斯坦曾被全面切断，最显著
的是 2009-2010 年长达大约 10 个月的期间，这部分会在第五章更详细的讨论。连
接速度也曾被减慢以至于互联网无法使用，被称为“网络阻塞”，这种现象在整个
中国都已被观察到，在重要的政治时刻，如全国人大会议前更特别常见18 。
中国控制互联网更针对性的手段是阻止外国资讯进入。自动过滤国外网站的系统被
称为金盾工程，或通俗称为“防火长城”。在这个系统中，整个网站的域名或 IP
地址可以被阻挡。这一层审查针对多种国外网站，包括媒体、社交媒体、任何传达
中国政府认为不妥的政治讯息的网站、和色情网站。维吾尔语网站，包括维吾尔人
权项目、美国维吾尔协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多被封锁。提供维吾尔新闻服务
的网站，如自由亚洲电台，也被阻挡。此外，世界上一些最流行的网站，包括谷歌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以及主要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也被
阻挡。19

16

城市到郊区用户指数为全国平均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辖范围指数并未单列. 见: 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 (2013 年 10 月). 中国手机浏览器用户研究报告 [China Mobile Web User Research
Report]. 取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17

2013 年，跟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采访 4.

18

Earp, Madeline. (2013年7月). 节流异议: 中国新领导人深化互联网控制. 自由之家，印自：
http://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Throttling%20Dissent_FOTN%202013_China_
0.pdf.

19

对于中国政府封锁的流行网站列表，请参见: https://en.greatfire.org/search/alexa-top-1000-domains.
Greatfire.org 同时，在中国不用网页登陆点测试各类不同网页可登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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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目标审查机制是传输控制系统连接的阻断；尽管目标网址可以打开，但是内
容被屏蔽。监控全部网络信息流通中、伴随（中共）新审查指导不断更新扩大关键
词的、审查过滤装置安置在骨干网，或者是省级网。根据 2010 年美国密西根大学
一份中国互联网审查过滤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了 2 个安置在东土尔斯坦骨干网的审
查过滤装置20。一旦‘关键词’被过滤到，搜索结果或者含有关键词的网页就会被
屏蔽；对使用了关键词的使用者，系统将显示‘连接被重新设置’错误报告。因而
，尽管网址没有被阻断，而且错误报告显
示的只是当前页面的无法打开，但这使得
后台的审查过滤被掩盖。
审查装置同时也被安置在一些用户可以进
行交流的网站上；如，电子布告栏、谈话
室、及新网站粘贴页面、 博客、微博等。
以传输控制系统对每一个贴文进行关键词
过滤，使那些含有关键词的显示错误记录
或者中断连接。有关维吾尔人的关键词包
括‘新疆’经常被屏蔽21。此外，人工审查
更是紧密监控含禁止内容的贴文，要么在
贴文发行前删掉或者是发行不久就立即删
掉。这种审查制度并不统一，一份发行于
图形来自 Dilnur Reyhan, e-Diasporas
2012 年的卡耐基美仑（Carnegie Mellon）
研究报告发现：在西藏、青海和东土耳其斯坦，社交传媒上一多本的贴文被审查、
删减，相对地北京、上海却只有 10%被审查删减22。
最后，简单审查内容之外，政府还豢养了一大批发贴、发短信的‘付费’网军，以
便引导网上讨论向着有利于执政者意愿的方向发展。这些网军被戏称为‘五毛党’
，或‘五毛’，五毛之称来自政府为每个跟贴所付费。这种形式的渗透，对‘公民
’集体心理的影响是极其阴险的，考虑到除积极改变公众在线话题，以及作为政府
代理人网军的存在，更使一种不信任和怀疑深深笼罩在线话题。这样，通过屏蔽外
国自由网站，阻断用户接触含敏感词内容，阻止用户上传含敏感词贴文，以及使用
政府宣传稀释网络话题，当局非常巧妙地控制了网上用户的一举一动。

20

徐学阳, Morley Z. Mao, and Alex J. Halderman. (2011年, 3月 20日) 互联网审查在中国:
过滤在那里? 第12届国际被动和主动措施报告会. 引自： http://pam2011.gatech.edu/papers/pam2011-Xu.pdf.
21
Greatfire.org. 审查在中国新疆. 引自：
https://en.greatfire.org/search/all/%E6%96%B0%E7%96%86.
22
Bamman, David, Brendan O’Connor, and Noah A. Smith. (2012年3月5日). 中国社交媒体审查和删除
实践。 《第一个星期五》. 引自：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3943/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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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网站和中国境内外网站的关系
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网站分布，远远低于中国在该区域 1.6%的网民分布。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3 年的报告，在东土耳其斯坦运行的网站总数
为 7595，尽占中国网站总数的 0.2%；这些网站总共有 61000000 个网页（
35000000 为静态，26000000 为动态网页），占中国网页总数的 0.04%23。
相比较，比邻东土耳其斯坦、且 GDP 低于东土耳其斯坦的阿富汗，却拥有 90000
个网络域名，大约每 1000 个人 3 个网站24；东土耳其斯坦，每 1000 人仅拥有 0.35
个网站。
《外交政策》杂志社的一位观察家就该区域相对极少的网站数目评价说：“分布数
据的悬殊似乎是在说新疆人及其渴望连接，但又及其讨厌建立自己的网站。”25
由互联网学者迪利努尔·热伊汗（Dilnur Reyhan）为互联网侨民项目进行的、始自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年底的调查发现；总数为 843 的维吾尔网站中，680 个在东
土耳其斯坦，17 个在中国，146 个在国外；26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0 年 10 月
的调查，该区域有 3721 个网站，680 个维吾尔网站只占 2009 年东土耳其斯坦全部
网站总数的 18% 。27《外交政策》引用的专家艾尼瓦尔·维吾尔（Enver Uyghur）的
估计是；今天的东土耳其斯坦大约有 2000 个维吾尔网站，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
心 2013 年的统计，大约是东土耳其斯坦网站总数的 1/428。
迪利努尔. 热伊汗 2009-2010 年的调查，通过分析据更新度及连线能力选取的 151
个、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网页及其通告栏和部落格，提供了维吾尔网站的额外信息；
语言，据热伊汗的发现，绝大多数在中国的维吾尔网站使用老维吾尔文，占 82%
；只有 7%的维吾尔网站使用汉语，8%多种语言，2%英语，以及 1%的拉丁字母维
吾尔语。

23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2014年1月27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第33份报告；引自：
http://www1.cnnic.cn/IDR/ReportDownloads/201404/U020140417607531610855.pdf.
24
Propel Steps Blog. (2013年11月12日). 知道 : 全国网站总数；引自：
from http://propelsteps.wordpress.com/2013/11/12/know-total-number-of-websites-country-wise/.
25
Olesen, Alexa. (2014年4月21日). 欢迎来到维吾尔网站。 外交政策。引自：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4/21/life_on_chinas_censored_uighur_web.
26
Reyhan, Dilnur. (2012年4月). 维吾尔侨民和互联网。 E-Diaspora Atlas. 引自：
http://www.e-diasporas.fr/working-papers/Reyhan-Uyghurs-EN.pdf.
27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2010年1月).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
计报告25]。 引自：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001/P020120709345300487558.pdf.
28
Olesen, Alexa. (2014年4月21日). 欢迎来到维吾尔网站。 外交政策。引自：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4/21/life_on_chinas_censored_uighur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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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侨民中的维吾 尔网站（左） 以及在东突 厥斯坦的维吾 尔网站（右）

热伊汗 2010 年的调查，也给出了存在于当时维吾尔网站的类型。热伊汗将网站最
大类定义为‘多样性’，占 24%，其包括混合信息，如新闻、娱乐及拥有上千登
记用户信息板系统；‘教育’类是第二大块儿（12%），热伊汗注意到该类包括了
两个政府网站和几个个人网站；第三大块儿是‘文学’类（11%），据热伊汗：“
主要包括 PDF 形式的维吾尔经典、宗教、历史书籍。一些文学类的个人部落格/博
客，主要聚焦于倡导延续维吾尔文化与传统的青年人诗作。”最后一大类（8%）
是：“娱乐”、“商业”和“文化”；娱乐包括音乐视频和电影类网站，商业包括
购物网站，文化网站主要用于维吾尔文化。
热依汗的研究揭示了东土耳其斯坦国内和国外网站内容上的极大不同；研究清楚地
显示，在国外成为维吾尔人网站主要关切题目的政治和宗教，并不是国内维吾尔人
网站的主要题目；其他题目如：文化，教育，新闻和电脑技术则是国内外维吾尔人
网上共同探讨的兴趣。
•
•
•
•
•

•
•

44 个国外网站以政治为主题，而东土耳其斯坦没有一个网站谈论。
61%的文化网站在国外。
教育分别占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网站 62%，国外维吾尔网站 38%。
新建网站 6 个在国外，7 个在东土耳其斯坦
宗教只在中国境内个人网站上被讨论，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网站没有一个讨论宗教的；
国外 17 个维吾尔网站中，5 个在土耳其、4 个在美国、3 个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
丹麦、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各一个。
电脑/科技是 10 个在东土耳其斯坦网站及 7 个国外网站的主题。
各网站中归类做多的是反映除上述各话题之外的‘多样’话题的；哪些在东土耳其
斯坦的维吾尔网站有一些反映政治的、来自中国媒体的内容；相反，那些国外的维
吾尔网站却来源丰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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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4 个维吾尔语网站的视频截图例子
网站: Bilimlar
题目: 教育

网站: Bagdax
题目: 多种的

网站: Nahxilar
题目: 音乐

网站: Okyan
题目: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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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的一项对 400 名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其他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维吾尔互联
网用户进行了调查分析。29 对于语言使用，调查发现全部接受调查网民中的 63%登
陆的是维吾尔语网站。然而，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当中有 51%的维吾尔网民登陆中
文网站，相对，只有 18%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维吾尔网民登陆中文网站。同时，教
育背景也使登陆者查看内容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网民登陆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类内容比例明显高；相反，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维吾尔网民登陆查看农业的
比例较高。30下面的表格显示的是不同背景网民登陆特定内容的图标：

教育背景和访问内容
80
% which access

70
60
50
40
30
20

College educated

10

Non-college educated

0

考虑到东土耳其斯坦网站贫乏的前提，再考虑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语网站的极端贫
乏；有那么高比例维吾尔网民登陆中文网站，（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受教育的维吾尔
网民），特别是中文社交媒体，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中国共有597000000人积极
参与各类社交媒体，占网民总的91%，总人口的42%。3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问卷
者都使用中文社交媒体，包括Q区、滕讯、微博、微信和人人等网站。

29

陈欣和杨洁琼。 (2013年5月15日) 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受教育程度与网络接触研究。[人民日报在线
]。引自：http://media.people.com.cn/n/2013/0515/c40628-21494013.html.
30
该结果和迪利努尔热依汗的发现矛盾，她只找到了几篇有关农业的文章；迪利努尔发现高中毕业
的维吾尔人基本上是接触论坛及有关维吾尔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文章。2014 年 4 月和作者的
访谈。
31

Kemp, Simon. (2014年1月9日). 2014年的社会、数据、移动世界。我们是社会博客。
引自： http://wearesocial.net/blog/2014/01/social-digital-mobile-worldwid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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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文社交媒体维吾尔人百分比是个未知数。2012年由香港大学进行的对中国微
博审查研究，随机抽样上传帖子发现：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帖子少于0.57%。32互
联网学者Jason Q Ng于2013年2月对中国微博上传帖子地理来源进行的系统研究发
现：在一周的观察中，只有0.67%的帖子来自于东土耳其斯坦。33这个数字远低于
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网民数1.8%的百分比。当然，并不是全部中国网民都在中国
，而且一些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网民，特别是那些不能使用中文的维吾尔人是不可能
使用中国微博。
语言隔阂是接触互联网的一个阻隔；中国主要社交媒体，没有一个提供维吾尔语入
口的，尽管维吾尔语可以使用拉丁字母输入。另一个造成东土耳其斯坦低百分比上
传帖子的原因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歧视；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7部分进行进一
步讨论。
现有接触互联网数据显示（包括宽带和移动网）：维吾尔人上网人数正在上升。在
东土耳其斯坦的汉人在上网百分比和在当地拥有网站量上都具明显优势。该区不仅
在全中国境内网速最慢，网站最少，而且还是世界上封闭互联网时间最长的区。中
国全方位审查机制——长城防火墙，关键字屏蔽，人工删帖及政府雇用跟贴等方式
，在东土耳其斯坦被非常有效地使用。在东土耳其斯坦，中国政府在审查网络言论
方面针对维吾尔网民强化其审查机制。

32

Fu, King-wa and Michael Chau. (2013年3月8日)。 对中文微博空间的真实诊断：随机抽样检测。
PLoS ONE 8(3): e58356. 引自：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fetchObject.action?uri=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58356
&representation=PDF.
33

Ng, Jason. (2013年3月1日). <微博用户住在哪儿？不同中国互联网统计数据的城市省区分解。 微
博博客屏蔽。引自：
http://blockedonweibo.tumblr.com/post/44289028375/where-do-weibo-users-live-city-and-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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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立法
国际
由联合国相关体系通过的有关国际人权法规定了人们拥有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尽管
国际人权法规制定时间早于互联网时代，但多数国际社会认定国际法人权法规适用
于互联网行为。
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对言论自由的表述为：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
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34
自由表达权也被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9 款35，及国际《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公约》36 第 5 款第 4 项第 8 条保护。
对结社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 20 款37、《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22 款
38
，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第 5 款第 4 项第 9 条39都有明确规定。
2012 年 7 月 5 日，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不具约束力决议，非常清楚地表明
：自由表达权及自由结社权适用于互联网。40需要关注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
议 A/HRC/20/L13，被中国政府所认可。41
该决议规定：“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款及《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公约》；无论是在何处、无关使用媒体，人们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表
达权，网上、网下都受保护，不得侵犯。”42
34

联合国 (1948 年 12 月 10 日). 世界人权宣言。引自：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35

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 (1976年3月23日). 公民权利政治权国际公约(ICCPR). 引自：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36
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 (1965年12月21日). 全面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引自：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 .
37
联合国 (UN). (1948 年 12 月 10 日). 世界人权宣言 (UDHR). 引自：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38

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 (1976年3月23日). 公民权利政治权力国际公约(ICCPR). 引自：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39
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 (1965年12月21日). 全面消除种族歧视公约。 引自：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
40
Sengupta, Somini. (2012年7月6日). 联合国确认互联网自由为基本权利。 《纽约时报》. 引自：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7/06/so-the-united-nations-affirms-internetfreedomas-a-basic-right-now-what/.
41

自由之家. (2012 年 7 月 6 日). 路标性联合国决议、全球互联网自由重要的一步。引自：
http://www.freedomhouse.org/article/landmark-un-resolution-important-stepglobal-internetfreedom#.U391FSiAR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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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是 2011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两个有关促进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特别报告的
跟进。4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互在联网观点、言论自由表达权特别报告 强调互联
网在促进网络网民记者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具重大新闻价值，过去只限于传统记
者接触之事件。报告特别指出：“由博客博主的手机录像、对话，上传到互联网、
社交媒体的信息，对国际社会了解事件真相起到了极大的作用。”44
报告更进一步指出：“禁止网页或信息传播系统发布可能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批评
”是不符合人权保护法案之言论自由权。45 报告还指出：任何国家以‘无端抓捕、
使用酷刑、威胁生命’等手段对上传互联网信息主人进行的报复措施，都是违背《
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9 条之规定。46
报告同时还展望科技革新和人权的不可分割性，报告指出：
以明确语言声明无论在何处，人人拥有任意选择媒体发表观点的权利，《世
界人权宣言》及《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9 条是在展望了未来
科技赋予个人可能的表达权。47
2011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份报告，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对任何个人在互
联网上要求、接受、植入信息和各种理念的权利之挑战趋向的特别报告 中对互联
网过滤之做法表达了特别的关切；在报告的第 29 段落，特别报告表达了对以国家
权利，以‘阻止使用者对特定网页、网址、域名的连接，由提供服务之服务器上卸
载网页、或使用过滤手段排除含有特定关键词之网页、或特定内容’，屏蔽人们自
由接受信息的关切。48
对国家整体关闭互联网，报告指出：“在使用屏蔽、过滤手段阻止网民接触特定内
容的同时，国家还使用手段整体关闭互联网。特别报告极度忧虑有关国家对能够‘
开关’整个互联网流通之中央设置讨论。”在第 42 段落，特别报告强调私人实体
不应该被要求对内容进行过滤以及不应该为不是原作者的内容负责。

42

联合国大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推进、保护和享有互联网人权。 引自：
http://www.regeringen.se/content/1/c6/19/64/51/6999c512.pdf.
43

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 (匿名). 观点和表达自由——年度报告。引自
http://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Opinion/Pages/Annual.aspx.
44
联合国大会. (2011年8月10日). 推进和保护观点、表达自由权利。引自：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Opinion/A.66.290.pdf.
45
同上.
46

同上.

47

同上. 参考《世界高峰会议有关信息社会的原则宣言》日内瓦，该原则声明：“使用信息通信技
术必须尊重人权和其他基本权利，包括个人隐私、思想自由、信念和宗教自由且要符合其他国际法
规。”参看： http://www.itu.int/wsis/docs/geneva/official/dop.html.
48
联合国大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特别报告员有关倡导和保护自由和言论的报告。Frank La Rue.
引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132/01/PDF/G1113201.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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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同时聚焦不同于国家‘政权’借口的、互联网言论罪名化问题；报告指
出：无论是通过现存刑法，或使用针对性通过的新刑法，罪名化互联网言论
；都是以保护个人名誉、国家机密以及反恐为借口的；但实际上，国家是在
屏蔽、过滤其不喜欢、不同意其观点的信息。49

中国

管理
中国的互联网安全管理是通过几个政府机构实施的。尽管中国政府正式的文件都公
开强调，通过提高现有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互联网连接，但政府官员同时在积极
参与限制、监督及屏蔽互联网事务。5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4 年制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公安部主管
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如信息工业部、文化部等，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做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的有关工作。51
根据 2012 由北京大学学者徐景、胡月明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总共有 85 个‘制定
规则’的实体负责互联网管理，包括国家部门以及非政府/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
等。52在这些‘制定规则’者中，较有名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2008 年 3 月，人民
代表大会通过组建提议，同年 6 月正式组建。根据中国政府媒体报道，工业和信息
化部由 24 个部门组成，替代了原来的信息工业部。53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主要责任
包括：“促进主要科技装备发展，及自主创新；负责管理通信业；指导信息系统建
设；保障中国信息安全。”54 工业和信息化部分支机构遍布中国，包括东土耳其斯
坦。55
49

同上.

50

Ai Lijiao. (2013). 政府法规对中国社交网络系统用户的影响。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新西
兰。引自：http://unitec.researchbank.ac.nz/bitstream/handle/10652/2336/Lijiao%20Ai(Elle)_2013-0620.pdf.
51
Herold, David Kurt and Marolt, Peter. 中国网络社会.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41页.
52
徐静和胡月明. (2012年5月). 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本质和特点： 对430条中国法规内容的分析。引自:
http://www.cmdconf.net/2012/makale/86.pdf. According to 根据OpenNet； p我们的研究指出至少有十
几个实体拥有对互联网登陆和内容的不同形式的管辖权”内容的不同形式的管补充道：进一步，对
互联网有管辖权的实体增加了。这或许是政府机构间对构成中国经济关键和政治稳定争得一席说话
权的竞争。 参看： https://opennet.net/studies/china#toc2c. 非政府机构参与管理法规例子参看：
Self-Discipline Convention for Blog Services
http://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07/08/21/self-discipline-convention-for-blog-services/.
53
新华社. (2008年6月30日). 工业和信息产业部成立仪式。引自：
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news/2008-06/30/content_15906787.htm.
54
《环球时报》 (2013). 工业和信息技术部。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db/government/6.shtml.
55
《环球时报》 (2013). 工业和信息技术部。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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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和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1 年 5 月的成立是试图解决“条块分割
、功能重叠管理为集中综合管理”56 《中国日报》2011 年 5 月 4 日的一篇文章对新
成立实体的解释为：“直接、协调及监督在线内容管理以及批准管理有关在线新闻
报道经营。”57 《中国日报》文章同时描述了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的职责不仅是
进行“政府在线宣传工作”同时也“调查及惩处违反法律法规的网页”58 然而，
2014 年 1 月 21 日的一篇文章描述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困于官僚及一批政府机构
，包括新闻出版及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局、国务院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监管，这很容
易引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59
国家互联网细细管理办公室同时也被赋予“积极促成建设主干新闻网站，”60这是
在强化政府对中国境内的话语控制。伴随 2010 年成立互联网新闻协调委员会的运
作，通过实施对新闻管理的指导，强化了对互动论坛的监督。根据 2010 年 4 月 16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官员视社交媒体，如社交网页、微博博客、视频共
享网站为主要的防范弱点”61
自由之家在其 2013 年进行的互联网自由民意调查将中国归类为“不自由。”报告
描述官员是如何利用“政治化的法律系统有选择地判决一大批人；”更进一步：“
少数民族在中共统治受到质疑及不满的的地区，如西藏、新疆处于特别弱势。”与
中国政府的声称相反（以下将讨论），自由之家结论为，极端过滤和屏蔽，使互联
网用户的言论自由被彻底否定。62

规定
由国务院信息管理办公室于 2010 年 6 月发布的《互联网在中国》白皮书规划了中
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遵行科学有效的依法管理互联网，努
力实现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强化监督管理、自我管理，技术保护及公共监督和社
会教育相结合。”
http://www.globaltimes.cn/db/government/6.shtml.
胡月明、徐静. (2012年5月11日). 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本质和特点：对430条中国法规内容的分析。
中国，北京大学。引自： http://www.cmdconf.net/2012/makale/86.pdf
57
中国日报 (2011年5月4日). 中国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引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1-05/04/content_12440782.htm
56

58

同上.

59

Carsten, Paul. (2014年1月21日). 中国命令网络上传视频实名登记。路透社。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1/us-china-internet-idUSBREA0K04T20140121.
60
新华社. (2011年5月4日). 中国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引自：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5/04/c_13857911.htm.
61

Ansfield, Jonathan. (2010年4月16日). 中国成立新机构遏制互联网。 《纽约时报》。引自：
http://www.nytimes.com/2010/04/17/world/asia/17chinaweb.html.
62
自由之家. (2013年10月3日). 互联网自由 2013。引自：
http://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OTN%202013_Full%20Report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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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和胡在他们 2012 年有关中国互联网管理框架的研究中指出有：“有关中个法律
法规”指导中国互联网管理，其中“导中国个（89.1%）由中央部门颁布，17 个（
4%）由国务院发布，15 个（3.5%）由高级法院颁布，13 个（3%）由第三方发布
，2 个由人民代表大会暨常务委员会颁行。”63
在一段有关言论自由的部分，白皮书声称：“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享有完全的言论自
由。”64 白皮书还强调互联网言论自由权利是有中国《宪法》第 35 条赋予的，该
条款同时也保护结社自由。65尽管白皮书没有引用，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 51 条保障：“在实行区域自治地区，对牵扯不同民族的有关问题时，民族自治
机构必须和他们的代表进行全面协商、尊重其观点。”66
在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权利 的章节中，白皮书也纲领性地指出了互联网在监
督政府责任方面的作用：赋予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地创造条件以便公
民监督政府，并对互联网监督政府之作用给予极大肯定。67
撇开白皮书在其第四部分对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的强调；在第 5 部分保障互联网安
全， 开始勾勒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用户的实际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外国
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自觉保护互联网安全。”68 然后，白
皮书罗列了几条互联网犯罪，“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和破
坏国家统一；败坏国家名誉和国家利益，煽动民族仇视，歧视并破坏民族团结，破
坏国家宗教政策，进行邪教、迷信宣传，传播谣言，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69
提倡互联网自由的组织《互联网开放倡议者》，表述中国互联网管理法规框架为“
极其复杂。”互联网开放倡议者指出中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形式是“重叠、重复优
先法规。”进一步，互联网开放倡议者详细指出：这种法规的交错重叠使得互联网
用户无可避免的落入何谓许可的迷茫中，特别是加上“对管理条例更为宽泛的解释
。”70
63

胡月明、徐静. (2012年5月11日). 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本质和特点：对430条中国法规内容的分析。
中国北京大学。引自：http://www.cmdconf.net/2012/makale/86.pdf.
64
中国政府. (2001年6月8日). 互联网在中国。引自： http://english.gov.cn/201006/08/content_1622956_5.htm.
65
中国政府. (1982年12月4日颁布).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引自：
http://english.people.com.cn/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l.
66
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匿名).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文、英文原本). 引自：
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ional-ethnic-autonom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mended.
67
中国政府. (2001 年 6 月 8 日). 互 网在中国。引自： http://english.gov.cn/201006/08/content_1622956_5.htm.
68

同上.

69

同上.

70

OpenNet Initiative. (2005年4月14日). 互联网过滤在中国 2004-2005：一个国家的研究。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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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开放倡议者组织指出互联网管理法规涵盖一系列的互联网行为，包括一般媒
体，在线连接，互联网服务商，互联网高速缓存协议，用户，网上聊天室，版面管
理（包括用户，页面服务，政府机密控制，聊天室新闻及内容控制）；以及对互联
网的法外控制，如自我审查，担保“好表现”和用户自行报告所谓其他用户的违法
行为。71
根据互联网开放倡议者“自 2000 年起，中国强化了对互联网的依法管制。”72学
者安妮常 2006 年写到：“仅 2000 年一年，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信息工业部就
颁布了 6 部法规；这还不包括其它部门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这一波对网页
内容的立法一直持续到 2002 年。”73 根据一位学者，自 1994 年至 2005 年“中国
颁行了 50 多个互联网管理法规。”74
1994 之 2005 年期间通过的法规证实了中国对互联网，特别是对国家机密及民族问
题的立法框架的重复性和模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脑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条例》
（1994）第 24 条，75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第 5
条，76《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 4 条，77《中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护互联网安全决议》（2000）第 2 条，78《中国人民共和国
通信管理条例》（2000）第 6 条，79《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2000）第
1 条、第 8 条，80《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第 15 条，81《互联网信息

https://opennet.net/studies/china#toc2c.
同上.

71
72

同上.

73

Cheung, Anne S.Y. (2006年11月7日). 管理的经营：中国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立法。国际司法与政
治杂志，纽约大学。引自：
http://nyujilp.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38.1_2-Cheung.pdf.
74
Ai, Lijiao. (2013). 政府法规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的影响。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新西兰。
引自：http://unitec.researchbank.ac.nz/bitstream/handle/10652/2336/Lijiao%20Ai(Elle)_2013-06-20.pdf.
75
Asian LII. (Unknown). 电脑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法规。引自：
http://www.asianlii.org/cn/legis/cen/laws/rfspocis719/.
76
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1997年12月30日). 国际联网电脑信息安全保护管理法规。 (中文原本
CECC 部分翻译). 引自： 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security-protection-of-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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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匿名). 国际联网电脑信息安全保护管理法规。引自：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8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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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条例》（2000）第 15 条，82《互联网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2002）第 17 条，83《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条例》（2005）第 19 条，84 以上
法规全部都包含有有关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民族团结模糊规定。2005 年以后，法
规如《互联网音频、视频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继续定义（可惩罚）互联网行为如“
破坏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及损害国家声
誉、国家利益；煽动民族仇视及歧视破坏民族团结。”85
白皮书强调，除了特别针对互联网行为之外的中国法律也可适用于起诉个人在线活
动。白皮书引用的其他法律包括：《中国刑诉法》，《中国民法通则》，《中国社
会治安惩罚管理条例》，甚至，《国家保密法》也都可以作为起诉个人在线活动法
律依据。86
当中国官员有意识的自 2012 年年底开始遏制日益增长的、危机政府权威的互联网
活动时；始自 2000 年初的，建设中国互联网管理法规基础的工作，得到了强烈的
理论支持。2013 年 11 月 28 日路透社一篇文章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
任任贤亮称在开展了互联网清理“在线谣言”之后；“互联网变干净了。”任还“
强调了中国清理互联网批判和攻击的决心。”87
2012 年 12 月 28 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要求互联网服务实名登记的新管理规定
，而且加大压力要求服务商删除认为是违法的内容、报告‘重点’用户。88中国作
家慕容雪村代表大家表示：这将使自我审查更甚，他对联合通讯社记者说：“他们
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夺去那一点表达公众意见的领地，即，成千上万中国网民要
争取的言论自由。”89
81

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2000年9月25日). 互联网信息服务行政管理法规。 (中文原本CECC部
分翻译)。引自：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internet-informationservices-cecc.
82
Lehman, Lee & Xu. (匿名).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措施——网信息服。引自：
http://www.lehmanlaw.com/resource-centre/laws-and-regulations/informationtechnology/
measures-for-managing-internet-information-services-2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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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2010年1月20日). 互联网发布行政管理规定。引自：
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2010-01/20/content_192756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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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05年11月25日).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行政管理法规。(中文原本
CECC 翻译). 引自： 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provisions-on-the-administrationofinternet-news-information-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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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gopalan, Megha. (2013年11月28日). 中国互联网官员说对谣言的打击‘清理’了网络，路透社
。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1/28/us-china-internetidUSBRE9AR0BQ201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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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sher, Keith. (2012年12月28日). 中国强户对互联网的控制。《纽约时报》。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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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实名上网管理规定之前，实名制在北京于
2011 年 12 月就开始实施了。90 2014 年 1 月 21 日，路透社报道了强化实名上网制
的新规定，新规定要求上传视频的互联网用户必须实名登陆视频网页服务器；路透
社描述此类网页“因为网民上传记录政府及政府官员腐败、蛮横、滥用权力的视频
，成为了对中国社会问题批判、评论的磁力场。”91
进一步显示控制的是，2013 年 5 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内部发现的《
有关思想领域形式》的报告，该报告详细给出了中国官员对共产党是否能控制公众
舆论的担忧。92《环球之声》2013 年 5 月 16 日报道指出‘报不讲’政策，已经包
括在 5 月份的审查互联网评论的文件中。引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话，《环球之声
》报道指出：‘份不讲’涵盖“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力、司法独立、出版
自由、共产党过去犯的错误以及特权资本家。”93 2013 年 5 月 14 日，联合通讯社
报道了：政府使用新管理法规关闭中国人权律师及公共知识分子微博帐号的消息。
94

2013 年 9 月，《先驱报》报道了中国政府强化对传播“不负责任谣言”的打击力
度；《先驱报》更进一步指出：“根据中国高级法院、检察院发布的实施细则；如
果个人发布的在线谣言被 5000 个网民登陆过，或被粘贴 500 次，就可以以毁誉最
起诉。”如果罪名成立，罪犯可以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北京的博客版主迈克尔·安
提（Michael Anti）告诉《先驱报》：“这使得每一位腐败官员方便抓捕任何批评
他的人。”

东土尔其斯坦
在东土尔其斯坦的互联网管理不仅限于通过地方立法系统，而且也受到共产党主要
官员讲话影响；对东土尔其斯坦互联网的管理，无论是通过地方立法或政策讲话，
对互联网及其用户，特别是对维吾尔人，总的看法是怀疑和不信任。因为政府官员
害怕对其在该区域实施政策的公开挑战，经常地，法规和政策讲话主要针对的是维
吾尔人的在线言论和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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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ten, Paul. (2014年1月21日). 中国命令实名登记互联网上传视频。路透社；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1/us-china-internet-idUSBREA0K04T20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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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http://news.yahoo.com/china-tightens-grip-discourse-ideology-095441403.html.

22

中国边境警察在喀什噶尔玩电子游戏。©2014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为了镇压非网上言论和结社自由，中国政府经常将维吾尔人的和平异见夸大为危害
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维吾尔人和平的网上异见也被同样对待
，政府将维吾尔人网上活动作为打击目标并以颠覆国家安全指控。早在 2002 年，
中共在东土尔其斯坦的政府机构“清楚地指出‘反分裂斗争’，是一场广泛的、涵
盖全面镇压各类潜在的，包括以写诗、唱歌、出书、出版小册子、书信以及利用互
联网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见和反对思想的行为。95
2009 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成为东土耳其斯坦主题的安全考虑，主导了东土耳其
斯坦互联网政策讲话及法规的制定，政府指控是互联网的煽动引发了乌鲁木齐
‘7.5’骚乱，并将维吾尔社区一些成员作为了暴力煽动目标；除重刑判决那些提供
互联网服务的维吾尔人外，地区官员为控制当地言论，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互联网
的管控。96

95

大赦国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反恐怖立法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镇压。大赦国际出版社
。引自：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AI-Antiterrorism.pdf.
96
联合通讯社. (2009 年 7 月 8 日). 互联网在中国近期骚乱中起了重要作用。Caller.com. 引自：
http://www.caller.com/news/2009/jul/08/internet-plays-key-role-chinas-latest-un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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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吾尔自治区互联网因史无前例的关闭，而根本无法上网的时候；中国官员就在
2009 年的 12 月 1 日，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促进管理法》；该法规第 40
条解释被禁止的网上活动为：
（1）危害国家安全及破坏国家、社会利益；（2）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
分裂，及破坏社会稳定；（3）危害互联网及信息系统安全；（4）危害知识
产权，商业机密，以及危害个人、公民、公司或其他组织隐私；（5）提供
、制造、传播虚假或有害信息；（6）制造，传播淫秽、色情，宣传暴力、
恐怖、谋杀，及煽动犯罪；和（7）其他被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97
美国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CECC）解释说：如果个人网上行为触犯上述条例，应
该使用国法起诉。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同时指出该法 34 条：以违反 34 条的结果是
“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管理者要‘建立和完善’对互联
网信息安全的‘监控’。”98
该法的实施是在中国媒体报道，自治区刚通过一项法规：“严禁在互联网煽动民族
分裂行为”两个月之后；文章强调指出，根据法规：“在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破坏
国家社会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损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将被严厉依法惩
处。”99
2010 年 5 月 20 日的（互联网‘全面’恢复使用仅六天之后）《中国日报》报道了
对新疆通讯联络管理办公室主任杨茂发的采访。100 杨的陈述反映了在东突厥斯坦
，中国官员总是夸大网上不同意见为恐怖主义。在采访中杨强调：“去年的 7.5 骚
乱证实，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三股势力’——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制
造谣言、阴谋破坏之平台。。。所以，强化对新疆互联网的管理事关国家安全。”
101

在显示东土尔其斯坦地方政府实施互联网遏制，由喀什地方政府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一通知，目的是“打击”所谓的利用互联网、手机实施的犯罪。引人注意
的是通知超越通常保护国家安全及民族统一之国家法规条例，加上如禁止‘宣传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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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08年12月8日). 新疆政府发布互联网法规，对信息保持严厉的控制
。引自：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xinjiang-government-issues-internetregulationkeeps-strict.
98
同上.
99

中国政府. (2009年9月28日). 新疆禁止网上分裂行为。引自：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09-09/28/content_18616294.htm

100

中国日报 (2010年5月5日). 互联网、电话安全是新疆的首要。引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5/20/content_9870467.htm
10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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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分离主义’等在国家级法规中未定条例。通知同时指出政府各类已实施限
制利用不同互联网平台收集、散发信息之措施。102
通知同时显著强化了对传播于互联网、手机“煽动民族仇视”信息的限制；“煽动
民族仇视”罪行之定义也被拓宽，涵盖非常宽泛的“非法”教授《古兰经》及宗教
知识。上述限制显然是对维吾尔社区表达、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限制，而且也与
国际人权法规有关保护宗教信仰之自由原则冲突。
通知强调，根据《刑诉法》，那些涉嫌“严重煽动民族仇视”者，一旦罪名成立，
即将面临高达十年徒刑。通知第 5 条的目的显然是对着宗教自由权的，该条惩治“
建立网站，部落格，上传博客文章，建立讨论平台，或者使用手机信息非法上传、
传播宗教之行为。”103
2014 年 4 月 16 日，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政府网站上的一份通知，详细给出了任何人
举报当地居民符合该通知所列举 53 条禁止行为之一的奖励措施；104 考虑到 83%的
沙雅县维吾尔人口构成，显然该通知是针对维吾尔人的；如果告知政府任何涉嫌行
为，包括一些特定的互联网行为，举报者将获￥50 至￥50，000 元人民币（$8 至
$8000 美元）奖励；通知蛊惑居民：
举报有意使用互联网，制作、搜集、再加工、上传或发布，且在网上传播内
容包含煽动民族分裂、民族仇视及民族歧视音频、视频、图片、文章之线索
，以及举报非法出版、印刷、再制作、出售或散发含分裂内容书本、音频线
索。105
沙雅县通知同时为举报“发现有人观看反动 DVD，或在电脑、手机上下载反动视
频”者奖励￥50 至￥500 人民币（$8 至$80 美元）。106
对互联网网吧的管理法规可以回溯到 1998 年发布的《网吧管理和强化操作安全的
通知》，《通知》规定网吧经营要有“全面安全管理系统，且有至少一位专职或兼
职安全管理人员。”在 在互联网上网经营场所管理措施”一节的介绍中，《通知
》进一步澄清了安全管理，即公安局在互联网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在允许有关方面
进行“安全检查”的同时，网吧经营者“不仅被公然禁止使用其场所制作，复制，
评论，发布传播被禁内容，而且还必须阻止顾客的行为。”这一规定和对网站管理
102

新疆喀什政府信息网. (2010 年 3 月 10 日).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手机等进行犯罪活动
的通知。引自：http://chinese.uhrp.org/article/852329492.
10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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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4年5月8日). 中国政府企图全面罪刑化维吾尔信仰和实践。引自：
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5-8-14_Briefing-Religious_Restri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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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负责其网站内容的规定是一样的。根据新规定，公安局被给予起诉任何不服从经
营者的权利。2002 年的发布的《互联网服务场所管理规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
吧场所。107 2013 年 7 月 26 日的《外交》杂志的一份报道记录到：相对个体经营，
中国 40%的网吧是连锁经营的；这一趋势是由政府发起的“集中经营，便于有效
审查和监督。”108而来的。
互联网公开倡议者注意到：“全部网吧被要求安装能够屏蔽所谓含有淫秽或‘颠覆
”内容网页的软件。网吧必须要保存用户及其所登陆网页及任何登陆被屏蔽网站的
记录；这些记录要想公安局报告。网吧必须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以便登记用户个人
信息，且保存此记录至少 60 天。109
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互联网网吧要求实名登记的报道，最初见于《中国日报》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的一篇文章；是在完全关闭互联网 10 个月之后的、“全面恢复
”互联网服务的第二天。110人权项目采访的几位维吾尔人证实了网吧上网之前必须
出示个人身份证之要求的存在。111 几个被采访者也印证了不允许未成年人上网之
法规的存在。112 两位受访者描述了网吧是如何公然行使，对诸如政治、宗教‘敏
感’话题的禁令的。113两位受访者当中的一位，特别强调，考虑到网吧无孔不入的
监视，“在留下网上行踪之前，你必须想一想贴上去的文稿是否合法。”114 受访
者 4 和 6 描述了该区网吧中无处不在的视频监视器的存在。115自由亚洲电台于
2009 年 2 月 6 日报道了，由网吧警卫的粗暴行为引发的、发生在阿克苏地区的冲
突；这一现象显示：中国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相较其它，针对的是特定族群。116
2013 年 4 月 30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政府要求东土耳其斯坦手机用户，要实
名登记手记信息卡的新规定的实施；根据报道，规定是“直接来自新疆自治区电讯
局。”自由亚洲进一步指出该条例是 2010 年发起，但未广泛执行相似措施的跟进
。117同时，使用 2012 年发起的维吾尔语微博，也被要求实名登记。118
107

Herold, David Kurt and Marolt, Peter. 中国互联网社会.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41 页.
Watts, Elleka. (2013年7月26日). 中国网吧的撤退。 The Diplomat. 引自：
http://thediplomat.com/2013/07/the-decline-of-chinas-internet-cafes/.
109
OpenNet Initiative. (2005年4月14日). 2004-2005 中国互联网过滤: 一个国家的研究。引自：
https://opennet.net/studies/china#toc2c.
110
中国日报 (2010年5月5日). 互联网、电话安全是新疆的首要。引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5/20/content_9870467.htm.
108

111

受访者 2, 3 和 4 接受人权项目采访, 2013.

112

受访者2, 3, 4 和 10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受访者 13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受访者 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受访者 1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113
114

受访者 1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115

受访者 4 and 6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116

Lipes, Joshua. (2009年2月6日). 新疆网吧中的民族冲突。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xinjianginternetcafe-02062009150519.html.
117
Mudie, Luisetta. (2013年4月30日). 新疆手机用户被迫实名登记。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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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加区别武装反抗和非暴力异议之不同的情况下，中国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及
高级官员的讲话，更多将网上行为称为“恐怖主义”。在没有明确划分的情况下，
中国官员在东土耳其斯坦制造了一种极端的互联网自我审查管理氛围，使中国政府
叫嚷的互联网成为公民监督政府的宣传，显得极为苍白无力。
在 2014 年的一次人代会上，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告诉在场听众：“的一次的暴力
恐怖份子使用虚拟个人网络（VPN）工具来避开长城防火墙。”尽管张春贤没有
明确给出结论有何而来，但他声称最近在该区的打击“针对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普
通群众；”然而，张春贤也没有指出这两类人的区别。张春贤的讲话晚于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三个月，华春莹当时告诉媒体：“网传信息已经成为中国日渐增多恐怖
袭击的主要、直接原因。”119
《环球时报》发表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标题为新疆禁止恐怖视频、音频地文章
，进一步暴露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对互联网管理的强硬口气。报告指出新“通知”
是如何“针对包含有宣传暴力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分裂内容音频、视频
的；以及官方严禁使用手机、电脑和移动储存器制作，送发，播放，复制，传播或
保存上述被禁内容的音频、视频。”120
维吾尔人权项目于 2013 年进行的采访中，一位维吾尔年青人说：“我厌恶那些互
联网禁令。在中国你没有自由，你不能发表任何东西，令人难于置信！我们这一代
想了解世界；然而，这些禁令却非常令人烦恼。”121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gister-04302013134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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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社会. (2012年3月5日). 微博中国: 中国维吾尔使用母语上推特。引自：
http://www.isc.org.cn/english/Focus/listinfo-19253.html.

119

静静、许扬. (2014年3月7日). 恐怖袭击“部分趋势”。《环球时报》。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46775.shtml.
120
王怡琼. (2014年3月31日). 新疆禁止恐怖视频和音频。《环球时报》。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51921.shtml.
121
受访者 7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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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十个月的互联网关闭
2009 年的 7 月 6 日凌晨左右，历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乌鲁木齐骚乱发生不到 24 个
小时，东土耳其斯坦的绝大多数互联网切断了其服务。122 “中国官方不仅拥有切
断其管辖省份居民上网的技术能力，”而且确实切断了该区网络服务十个月。123实
际上，互联网的关闭是通讯联络屏蔽，包括阻断国际电话及电话信息联络的一部分
。互联网切断之时间跨度是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尽管其它政府也施行过互联网断网
，但发生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官员辩解称互联网切断是出于安
全考虑，他们声称，‘我们切断乌鲁木齐部分地区的互联网是为了尽快平息骚乱，
避免暴力扩散到其他地区。’”124
几个不同来源描述了中国政府在 2009 年 7 月 5 日骚乱之后，系统践踏维吾尔社区
人权、针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报复性镇压。大规模武断抓捕维吾尔人，125实施酷刑折
磨，126远远落后于世界标准的司法程序，127强制失踪128等是记录在案的、十个月互
联网关闭时期发生的践踏人权的事实；一位接受人权项目采访的维吾尔人说：“那
是一个黑暗时期。”129 互联网切断时期，海外媒体与东土耳其斯坦的联络也被极
力阻止：“坦的联事件发生后；海外媒体被禁止报道，包括对维吾尔人展开的全面
抓捕和审讯，以及不给予解释的被抓捕人员失踪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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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Oiwan. (2010年10月13日). 中国：当互联网在新疆被切断……：《环球之声》。引自：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3/china-when-network-was-cut-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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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ld, David Kurt and Marolt, Peter. 中国网络社会.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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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t Initiative (2012年8月9日). 国家身份：中国的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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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通讯社. (2009 年 7 月 7 日). 民族冲突引发的大规模抓捕。CNN。 引自：
http://edition.cnn.com/2009/WORLD/asiapcf/07/06/china.uyghur.prote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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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 (2009). 最严厉的打击：对乌鲁木齐2009年骚乱镇压的质疑。维吾尔人权项目,
Washington, D.C. 引自：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to-strike-the-strongest-blo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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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30日). 在新疆对9人执行死刑揭示对法制程序的不尊重。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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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2009年10月21日). “我们甚至害怕看他们。”引自：
http://www.hrw.org/en/reports/2009/10/22/we-are-afraid-even-look-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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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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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t Initiative (2012年8月9日). 国家身份：中国在后撤。
https://opennet.net/research/profil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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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装力量在人民广场列队，2009 年 7 月 6 日，©《先驱报》/丹冲（Dan Chung）

全自治区范围内对通讯联络的切断，对防范出现不同于政府说辞、对发生于 2009
年 7 月 5 日骚乱的民间陈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说辞的主导作用及其显眼
地表现在海外媒体经常引用的、在骚乱中有 197 人死亡说法。131这一说法来源于中
国政府媒体，人权项目承认也有几个记者在其报道中证实这一数据。通过对 7.5 之
后维吾尔难民的采访，大赦国际132和维吾尔人权项目133记录了，亲眼见证中国政府
在 2009 年 7 月 5 日，使用暴力镇压、以和平示威行使其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之
维吾尔人的事实，由此推论，可能的死亡人数远高于 197。
中国政府以断网拒绝对公民骚乱的、不同于政府的说辞，在东土耳其斯坦互联网的
出现、传播，是对出现骚乱期间国际行为准则的违反。134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
，对民众骚乱不同于政府说辞的打压，对恢复不同社群关系起副作用，并使政府失
信于民。
131

Branigan, Tania. (2009年7月31日). 对引发197人死亡乌鲁木齐骚乱的审判即将开始。《卫报》。
引自：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ul/31/china-urumqi-riot-trials.
132
大赦国际. (2010). “公正、公正”: 2009年7月的抗议。引自：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7/027/2010/en.
133

维吾尔人权项目. (2009). 你能倾听我们的声音吗？来自乌鲁木齐2009年骚乱的声音。引自：
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Can-Anyone-Hear-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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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 (2011年8月10日). 倡导和保护自由观点和自由表到权。引自：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Opinion/A.66.2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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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对互联网切断的陈述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的十几位维吾尔人，讲述了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实施互联
网切断之后，对个人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持续强调无法和海外亲人取得联系的同
时，几位受访者讲了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且被政府一面倒的、有关 2009 年 7 月 5
日事件的宣传所轰炸。结果是，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也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
媒体的一面倒宣传下成为了互联网被切断的替罪羊。其它受访者表示互联网切断，
使中国政府易于掩盖 7.5 之后政府广泛的人权脚踏行为。
受访者 13 告诉人权项目，在他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想到政府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措
施，去切断整个通讯联络十个月。接着，他说道：“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痛心的事
。维吾尔人被抓捕、被枪杀，政府想要掩盖这些人权践踏行为；切断通讯联络有利
于政府控制局势和消息，特别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南部；那里的人们不知道 7 月 5 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唯一消息来源是中国媒体。”135
受访者 17，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积极的网上活动者；印证上述事实，称互联网
切断为“维吾尔历史上的黑暗时期”。136受访者 17，进一步指出，切断使政府控
制了骚乱的真相；“很多有关 7.5 的信息，不可能控制的住；因为这些信息揭示中
国政府的措施及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所作所为，官员们为掩盖采取了极端措
施。”137
他指出，中国政府邀请国际媒体去乌鲁木齐采访骚乱，实际上是政府想借机兜售政
府版的骚乱说辞；他强调，那时候来乌鲁木齐的记者大多不会说维吾尔语；知道骚
乱真相，能够给出不同于政府说辞的维吾尔人却没有被采访。“一旦全部的记者返
回北京，严厉的抓捕和屠杀就开始了，”他说；“利用切断互联网和再没有国际记
者受邀来访的那几个月，政府将东土耳其斯坦和世界隔离。7.5 之前，国外记者是
不被允许驻乌鲁木齐的，为什么，中国政府突然变得这么开放了？”138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的这位维吾尔知识分子，同时也表达了骚乱产生的另一个
影响，即维汉群体关系的持续恶化。“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了解大多是通过互联网，
因此切断网络也切断了聚居维吾尔人的这一信息渠道。”139
几位受访者探讨了和海外亲人通讯联络的艰难经历，以及绕开政府对国际通话限制
的复杂困境。140 另一些谈到了在通讯联络切断期间，因为没有了和商业伙伴稳定
135

受访者 1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136

受访者 17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137

同上.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受访者 3, 4 和 10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受访者 17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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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的通讯联络，父母或自己经营收入的消失。141 对通讯联络切断期间的经济损
失，目前没有任何数据。

维吾尔针刺攻击谣传之后，乌鲁木齐汉人上街游行。9/3/09©联合通讯社

受访者经常探讨的话题是被“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142 受访者 8 号说：“你不
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因为全部的电视频道宣传的都是‘民族团结’，而我
们又失去了平时获取信息的维吾尔网站。在那几个月里，我听得最多的大概是国歌
。” 143 受访者 6 号称有关骚乱的电视报道为“荒谬”。144同时，受访者 9 号称她
在中国看到的有关 7.5 骚乱的电视报道，和她出国后在国外看到的不一样。“我在
中国我没有看到过维吾尔人被汉人、警察殴打的场面。”145

141

受访者 4 and 10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142

受访者 7, 10 and 1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受访者 13 和 17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143

受访者 8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144

受访者 6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145

受访者 9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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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政府指控互联网大肆‘传播谣言’相反，互联网的缺失更使谣言四起。在维
吾尔人权项目 2013 年的，以谣言、猜疑、歇斯底里为标题的报告中，维吾尔人权
项目记录了 2009 年 9 月快速传遍乌鲁木齐的、指控维吾尔人正在全城进行针刺攻
击的谣言。所谓攻击肇事者通过针头将传染性致命病菌注入城市居民的谣言达到了
极其危险的地步。当谣言的准确性还处于问号时，一系列针对维吾尔人的汉人自发
复仇攻击的报道出现了。146
受访者 10 号表达了对切断通讯联络的愤怒，但认为反对切断也改变不了什么。“
政府无权切断互联网将我们和世界隔离；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得不服
从政府的安排；我们还不能问为什么。”147 尽管对政府表达不满，受访者 10 号还
是对切断有种负罪感：“因为对骚乱的一面倒宣传，汉人指责是维吾尔人使互联网
被切断。有时我觉得我因为做错了事而被惩罚。看起来似乎是要我为我一点都不了
解的什么事付出。”148
受访者 14 号讲道自互联网被切断后，维吾尔人是如何失去了对互联网安全的信任
，因为无论个人粘贴文章内容如何，互联网已经变成了搜集个人信息，以备日后使
用的地方。受访者 14 号谈到政府忽略收集 7.5 之前各维吾尔网站正在传播的信息
；然而，新的自我审查制度极大强化了政府对维吾尔人言论的控制。受访者 14 号
总结道：“当我告诉美国人 10 个整月的互联网切断时，他们不相信我说的。”149

切断
很多 7.5 骚乱的图片、视频很快被上传到了如推特、YouTube 和 Flicker 网页上，
也上传到了中国网页如饭否和犹酷上。150法新社记者，迪阿尔瑟·多然（D’Arcy
Dora）指出中国政府媒体如何利用“录像片断给予不同于你在 YouTube 上看到的
视频短片印象的。”政府审查很快介入，迅速删除了图片共享网站中有关骚乱的图
片，包括和平示威的图片和暴乱中死伤图片。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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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年9月18日). 谣言、疑虑和歇斯底里：乌鲁木齐汉族居民在2009年针刺事
件后攻击维吾尔人。 引自：
http://uhrp.org/pressrelease/rumors-suspicion-and-hysteria-urumchis-han-residents-target-uyghursseptember-2009.
147

受访者 10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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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149

受访者 1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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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Mark. (2009年7月6日). “中国在乌鲁木齐压制科技”. BBC News. 引自：
http://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136944.stm.
151
Doran, Darcy. (2009, July 6). 精明的网民无视中国对骚乱的审查. AFP. 引自：
http://archive.today/j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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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乌鲁木齐骚乱的信息对中国其他地区互联网用户也被屏蔽，对相关的搜索，如
“乌鲁木齐”中国的搜索引擎回复没有结果。152中国东部网民试图在网络通知栏进
行的有关骚乱的讨论也被过滤删除；如，网民在上海网站 pchome.com 上有关骚乱
的贴文不到几小时就被删除，代之于一行字“此帖不存在。”153 一位互联网用户
写道：“中国大陆不停地删除我的贴文，这是严重违反中国法律，践踏我的自由权
。对此，我表示极端的厌恶和强烈的谴责。”
7 月 5 日夜，互联网被切断。1542010 年 10 月 13 日的由欧万·拉姆（Oiwan Lam）发
表在《环球之声》的文章，归纳了一位东土耳其斯坦网民描述互联网切断过程的开
始及其后的几个月。
自 7 月 6 日凌晨开始，互联网服务就开始停止运作。中国网被停了，紧接着
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教研网，9 号中国科技网也被切断。移动上网大致
也在同一时间被切断，但 WAP 连接持续到了 8 月中旬。唯一能够避开切断
上网的方式是使用 56K 通话系统。155
网民描述电话上网方式又是如何在 2009 年的 12 月份被阻断的，使互联网用户只能
选择购买“昂贵的卫星上网”或“离开新疆”156 一些需要互联网维持商业运作的
经营户选择了后者。157《环球之声》文章强调，然而，“政府部门，如警察和通讯
联络部门继续保持网络连接。”158
谈到东土耳其斯坦的切断，《中国网络社会》合著者戴维·库尔特·赫若德（David
Kurt Herold）说：“中国政府拥有切断中国某一省居民上网使用互联网的技术能力
。它拥有能力和威力迫使私人互联网网络服务公司去为一个省的网民制作一个袖珍
网络，而且中国有这么做的政治愿望。”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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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Mark. (2009, July 6). “中国在乌鲁木齐压制科技.” BBC News. 引自
http://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136944.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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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hard, Ben. (2009, July 6). “中国新疆骚乱之后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的控路透社. 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9/07/06/us-china-xinjiang-internet-sb-idUSTRE56513820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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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cock, Rebekah. (2009, July 6). 中国在新疆骚乱之后切断互联网。 OpenNet Initiative, 引自：
https://opennet.net/blog/2009/07/china-shuts-down-internet-xinjiang-regionafter-riots; 和 Blanchard, Ben.
(2009年7月6日). “中国新疆骚乱之后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 路透社. 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9/07/06/us-china-xinjiang-internet-sbidUSTRE56513820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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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Owian. (2010年10月13日). 中国：当互联网在新疆被切断……环球之声。引自：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3/china-when-network-was-cut-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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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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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cas, Damien. (2010年2月11日). 为电子邮件行千里. BBC. 引自：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506601.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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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Owian. (2010年10月13日). 中国：当互联网在新疆被切断……环球之声。引自：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3/china-when-network-was-cut-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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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ld, David Kurt and Marolt, Peter. 中国的互联网社会.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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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之后，推特和 YouTube 在全国范围被屏蔽，160政府媒体的报道指控“疆独分子
”正在利用这些网站 在破坏中国利益”。161《中国日报》一篇文章指控“海外分
裂组织使用社交媒体和部落格网站，如推特、脸书、腾讯 QQ 和 MSN 联络暴乱分
子共同策划了 7.5 暴乱；”162 因此，“使极大限制互联网，避免分裂分子进一步整
合分裂力量成为必要。”163
切断自治区互联网联络还不足两周，浙江大学教授余晓峰就告诉中国媒体：“切断
信息交流不应该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第一选项。。。政府必须允许政府和非政府的信
息源，使政府和公众由信息知识获得真相。”164

部分恢复网络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5 月，中国官方开始逐渐恢复互联网运行。在准备恢复网
络服务之前，自治区官方通过了《信息促进法》，该法规定上网讨论“分裂主义”
为犯罪行为。165此外，该法还以将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及破坏“社会稳定”列
为打击目标。166互联网服务商被要求强化监督系统并及时报告任何违反该法行为。
这一法规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而且对私人公司也明显加大了要求报告任何可能
的犯罪行为以免被审查。电邮以及媒体共享平台和网络贴文、跟贴都被该法所规范
。167
2009 年 12 月 28 日，属于政府媒体延伸的新华网、中国日报在线等的网络服务被
恢复。168接着 2010 年的 1 月 10 日，搜狐和 Sina 的网络服务被恢复；然而，根据
一位海外居民，这两个网络的服务被限制。1692010 年 1 月 19 日，新华社报道了“
160

Doran, Darcy. (2009年7月9日). 精明的网民无视中国对骚乱的审查. AFP. 引自：
http://archive.today/j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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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线. (2009年7月10日). 80%网民赞成中国应该惩罚脸书。引自：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2/6697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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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 (2009年11月5日). 失去的连接.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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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2009年7月16日). 乌鲁木齐急切地等待和世界在连接. 引自：
http://www.china.org.cn/china/xinjiang_unrest/2009-07/16/content_181463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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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 (2009年9月28日). 新疆在互联网禁止分裂言论. 引自：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xinjiang-bans-separatist-discussions-on-internet/story-e6frfro0122578035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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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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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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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银行、在线交易，以及学生在线登记。”等服务的恢复。170然而，记者无国界
在其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批评了网络服务的恢复。“尽管中国政
府声称其正在逐步取消对西北新疆地区互联网服务及通讯联络的限制，但事实并非
如此。”171 记者无国界还强调指出网站如迪亚日暮（Diyarim）、莎布纳姆（
Xabnam）和其它网站一样还未恢复，并批评中国政府“试图让世界认为在新疆通
讯联络已经恢复。”172 新闻发布同时指责中国政府鼓励网络用户举报其他用户网
上“不爱国”言行。173
2010 年 2 月 8 日的《中国日报》文章宣布了 27 个被选择部分恢复服务网站的消息
，选择理由“因为这些网站全都在中国非常实用、受欢迎。”《中国日报》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的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报道了该区电邮的恢复；然而，服务仅限于
Sina 网。 1742010 年的 5 月 14 日，海外媒体报道了东土耳其斯坦互联网服务的‘全
面’恢复。175同一天，政府媒体报道说政府设立了电话及电邮热线，用于举报互联
网用户“有害”网上内容。176
尽管政府声称自 5 月 14 日起，东土耳其斯坦网民的“全面网络服务”已经恢复，
然而，该区网民和中国其他地区网民一样，面临中国政府安装“长城防火墙”的限
制。“长城防火墙”内网络用户，在没有代理服务器的情况下，还是不能上脸书、
推特、及 YouTube 网站。此外，住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报告，很多受欢迎的维
吾尔网站，即便是在 5 月 14 日之后，还仍然处于无法登陆状态。177本报告第 7 部
分将详细给出网络切断之后，有多少网站再也没有恢复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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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同于政府说法的先例
自由之家描述东土耳其斯坦十个月的互联网切断为“令人震惊。”178 在一份标题
为《窒息中异见》的报告中，自由之家指出中国政府自 7.5 骚乱以来，一直在“执
行对互联网通讯的小范围几天或几周的切断。”179 报告列举了 2012 年，发生在西
藏的，两起或者是在发生事件之后、或是在敏感纪念日到来之前，互联网被切断的
例子。《环球之声》2013 年 12 月 17 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互联网切断在西藏和东
土耳其斯坦成为了惯例；180并详细记录了 7.5 骚乱前在大西藏地区互联网被切断的
例子；一次发生在 2008 年 3 月拉萨骚乱发生之后，另一次发生在 2009 年 2 月的甘
孜藏族自治州。181
2013 年 3 月善鄯县发生事件，1822013 年 6 月鲁克沁镇发生事件，183及 2013 年 6 月
汗尔日柯发生事件时，184这些地区的互联网都被切断。 根据《环球之声》报道，
鲁克沁事件发生之后，连乌鲁木齐的互联网也被同时切断。185
在被证实互联网切断是骚乱之后信息控制的有效战略手段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将这
手段也使用于民族地区之外。例如，2011 年广东乌坎发生骚乱之后，乌坎村周遭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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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被切断。186《环球之声》也记录了 2009 年 6 月发生在湖北石首的一个例
子。187
作为互联网切断效果的展示，世界各地的暴政都使用切断互联网，作为其控制不同
于政府说法信息的出现和传播。自十个月的东土耳其斯坦互联网切断之后，非政府
组织及媒体报道了发生在叙利亚、188伊朗、189委内瑞拉、190埃及、191利比亚192和苏
丹193的网络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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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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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抓捕
中国政府经常抓捕维吾尔网站版主、博客作家、在线记者及网络用户，以压制不同
意见、窒息反对其政策之声音。高调抓捕和重刑判决以威慑网络不同声音。几起记
录在案的个体案件反映中国政府顽固压制维吾尔人网络言论及结社。在国外媒体、
人权组织及外国政府记录了很多此类案件的同时，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了一些认识
这类轰动案件所涉个体的维吾尔人。维吾尔人权项目还记录了第一手资料的，朋友
、亲人因网络活动而被骚扰和拘押的事例。

2009 年 7.5 之前的抓捕

自由亚洲电台匿名听众提供的，麦赫布拜·阿布列诗（Mehbube Ablesh）的无日期照片

7.5 之后，对维吾尔人网络活动的罪行起诉剧增，特别是紧接骚乱之后的一段时间
。然而，7.5 之前，维吾尔人就因行使网上言论自由权而被抓捕判刑。麦赫布拜·阿
布列诗先是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开除，然后，于 2008 年被抓捕；一位信息源告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麦赫布拜的被抓捕，主要是因为她在网上发表了批评政府双语
教育政策的文章。194麦赫布拜也发表了其他、质疑政府政策的文章，如质疑 2008
194

Hoshur, Shohret. (2008年9月8日). 广播电台维吾尔工作人员被开去、拘留。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adio-09082008141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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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北京奥林匹克期间采取的极端安全措施。195直到“对话”（旧金山一个人权
组织）组织 2010 年的报告揭示，麦赫布拜极有可能以“煽动分裂”罪名被判三年
徒刑为止，麦赫布拜案件的没有任何信息透露；“对话”猜测，麦赫布拜被判三年
，可能是因为其文章是发表在海外网络上。196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的一篇文章中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的报告表示麦赫布拜的刑期已满，可能已被释放。
2008 年 2 月 28 日，埃克巴尔江 加马力（Ekberjan Jamal），因为自己个人网页上
一篇也曾发给海外朋友的贴文，以“分裂主义及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 10 年重
刑。加马力将一个游行示威的记录发给了其在荷兰的朋友，这位朋友又将记录传给
了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加马力将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贴到了自己的网页上。
197

2009 年 3 月 17 日的《中国日报》的报道，也证实中国官员企图以惩罚传播、传递
东土耳其斯坦紧张势态个人的狂热心态。198文章还陈述了抓捕一位在网上记录发生
在阿克苏附近沙雅县汉维冲突的、被称为‘亚’某人的事例。根据政府媒体，该网
文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尽管《中国日报》报道说“亚”某人
承认编造了其 1 月 29 日网文中的故事，但 2009
年 2 月 6 日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通过引用一位官
员的话“证实该事件发生过。”199
7.5 之前，中国政府不仅窒息了对其政策的网络批
评，而且同时，以在网上进行违法活动名义惩处
“敢于发声”的维吾尔人的家属。阿布里克木·阿
布杜热依木（Ablikim Abdiriym），世界维吾尔大
会主席热比娅女士的儿子，于 2007 年 4 月，以“
煽动和参与分裂活动”的罪名被判处 9 年徒刑。
新华社的有关判刑的报道指责阿布里克木“在网
上传播分裂文章，使群众和政府对立，并书写歪
曲中国人权及民族政策的文章。”《条款 19》，
一个旨在维护言论自由的组织，在其 2007 年 4 月

阿布里克木阿布杜热依木，
维吾尔人权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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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1, October 18). 维吾尔政治犯麦赫布拜阿布列诗及阿布杜艾尼买买
提明的刑期已满。引自：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uyghur-political-prisoners-mehbube-ableshsandabdulghani.
196
对话. (2010). 官方对维吾尔政治犯名单的回复透露独特案件信息. Dui Hua Dialogue, 40 期. 引自:
http://www.duihua.org/work/publications/nl/dialogue/nl_txt/nl40/nl40_3a.htm.
197
Hoshur, Shoret. (2009年4月5日). 年青人因分裂指控被抓捕。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cellphone-04142009165038.html.
198
新华社. (2009 年 3 月 17 日). 因在网上谣言民族冲突而被逮捕。引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17/content_7588345.htm.
199

Hoshur, Shohret. (2009年2月6日). 新疆网吧里的紧张民族关系。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xinjianginternetcafe-02062009150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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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的新闻发布上，称对阿布里克木的判刑凸现“中国对互联网及媒体的限制。
”200
2010 年 12 月 20 日，大赦国际的新闻发布指出对阿布里克木的宣判，暴露中国政
府对“热比娅女士家人的极端迫害。”201
紧接 7.5 骚乱之后的抓捕
2009 年 7 月笼罩乌鲁木齐的骚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了其惩罚骚乱组织者及几个
维吾尔网站版主的惩罚行动。中国政府认定，网站是动员维吾尔人参加 2009 年 7
月 5 日在人民官场举行和平示威的主要工具。以关闭网站，迫害与网站有关个体，
中国政府向维吾尔人传送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承担参与“异见”活动的结果。
考虑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抓捕重判维吾尔社区关键人物，7.5 之后的环境对极受欢
迎维吾尔网站版主、网站主持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由记录案件看，与鄂尔浑（
Orkhun）、萨肯（Salkin）、迪亚日暮（Diyarim）、萨布奈姆（Xabnam）和维吾
尔在线等网站有关的个体都成为了目标。

2009 年 7.5 之后被抓捕的古丽米热·依明（Gulmire Imin，左）和麦买提江·阿布杜拉（Memetjan
Abdulla 右）。©自由亚洲电台
200

第19条款. (2007年4月18日). 著名维吾尔活动家因分裂罪名被抓捕。引自：
http://www.article19.org/data/files/pdfs/press/china-sedition.pdf.
201
大赦国际. (2010年12月20日). 中国被要求释放在监狱被酷刑折磨得维吾尔活动家。大赦国际新闻
。引自: http://www.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china-urged-release-uighur-activist-allegedlytortured-prison-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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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国政府将萨里肯（Salkin）网站群体作为目标，对其中两位隶属该群体
的维吾尔人给予了终身监禁的重刑；这些个体包括古丽米热·依明，罪名“分裂主
义，泄露国际机密及组织非法游行”202；网站版主麦买提江·阿布杜拉，同时也为
维吾尔在线工作（以相同的身份），罪名“未知”。203针对古丽米热依明案件，联
合国任意抓捕工作组于 2012 年发布了如下意见。
中国政府未能提供详实、具体的古丽米热女士构成威胁，并必须抓捕、判重
刑的必须依据。因此，工作组认为剥夺古丽米热女士之自由。。。是武断的
，且违背世界人权宣言之 8、9、10 以及第 19 条款。204
萨里肯（Salkin）网站创始人努尔艾力·乌布利（Nureli Obul）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判
三年徒刑，205而对该网版主穆哈买提（Muhemmet）的罪名、刑期不得而知。
206
Salkin 网站的另一版主，阿卜杜艾尼·阿布杜瓦依提（Abdugheni Abduwayit）因
为在网上发表了中国政府认为含有“敏感”材料的文章而被判刑十年。207

202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古丽米拉伊明。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948; 及 Vandenbrink,Rachel. (2010 年 8 月 8
日). 维吾尔网站管理者被判终生。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sentence-08082010190802.html.
203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09). 政治犯数据库, 买买提江阿卜杜拉。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579.

204

联合国武断抓捕工作委员会. (2012年3月21日). 关切古丽米拉伊明的声明于2012年3月21日通知了
有关政府。引自：http://www.unwgaddatabase.org/un/Document.aspx?id=2869&terms=(+Uyghur+).
205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努尔埃里乌布立. 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4 及 Lipes, Joshua. (2010年7月28日). 维吾
尔网管被判刑. 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webmasters-07282010170425.html.
206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穆哈迈提。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5.
207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2). 政治犯数据库, 阿卜杜埃尼阿布杜瓦伊提。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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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iyarim 网站有关维吾尔人被抓捕判刑的，
包括网站创始人和版主迪利夏提·帕尔哈提（
Dilshat Perhat）（危害国家安全处五年徒刑208
）；“工作人员”乌布利卡斯木（Obulqasim
）209和支持者海热妮莎（Heyrinisa）、210哈利
努尔（Halnur）211和艾尔肯（Erkin）212都被拘
留。 Diyarim 版主“慕孜塔格”（Muztagh）
、“绿科切克”（Lukchek）、和“严曲克奇
”（Yanchuqchi）等都被抓捕。213

Dilshat Perhat, Courtesy of Diyarim.com

Xabnam 网
站员工也被当作了打击目标，包括网站站长尼
加提阿扎提（Nijat Azat）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被判处 10 年徒刑。214和 Orkhun 网站有牵连
，7.5 后被判处徒刑的包括站长吐尔逊江海兹穆
（Tursunjan Hezim）（未知罪名，被判处 7 年
徒刑215）。

Tursunjan Hezim in Aksu, July 5, 2007
Photo courtesy of Erkin Sid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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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穆哈迈提。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5.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09). 政治犯数
据库. 迪利夏提帕尔哈提。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644 及 Lipes, Joshua. (2010,
July 28). 维吾尔网管被判刑. 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webmasters-07282010170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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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乌布立卡斯木.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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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海热妮莎.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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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哈利努尔 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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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艾尔肯. 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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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年８月７日). 新疆法庭判决维吾尔记者和网管入监。引自：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xinjiang-court-imposes-prison-sentencesonuyghur-journali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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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政治犯数据库, Nijat Azat.
Retrieved from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7963 and Lipes, Joshua. (2010,
July 28). Uyghur Webmasters Sentenced. Radio Free Asia. Retrieved from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webmasters-07282010170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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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1, March 31). 维吾尔网管被判７年徒刑。引自：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uyghur-webmasterreceives-seven-year-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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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2010 年 8 月 8 日的一篇文章，一位曾经和 Salkin 网站站长之一
同监关押过人的透露，据他狱友说，全区至少有 100 名 Salkin 版主因和 7.5 骚乱牵
连而被抓捕。216同一文章中，世维会发言人指控：“超过 100 多名为 Salkin 网站工
作的版主因 7.5 骚乱而被抓捕。”217 发言人强调：“如果我们再加上其他两个主要
的维吾尔网站：Diyarim 和 Xabnam，维吾尔自治区现在至少有 300 多名版主被抓
捕关押。”218 自由亚洲电台文章同时给出了 5 位被中国政府在其制作的视频《7.5
骚乱始末》中点名版主的名字；中国政府视频指称这五位，阿赫麦提·吐尔逊（
Ahamet Tursun）、穆赫塔尔（Muhter）、麦买提江·阿布杜拉（Memetjan Abdulla）
、吐尔逊·麦赫麦提（Tursun Mehmet）和古丽妮莎·麦买提（Gulnisa Memet）在一
系列会议中策划了 7 月 5 日的游行示威。直今，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是谁雇佣了这五
位版主以及他们如今的命运如何。219

维吾尔在线
讲道记录在案的抓捕，维吾尔在线网站及其员工被极端打压判刑。政府对该网站的
极端反映，考虑到该网站和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系，并
不令人惊讶。伊力哈木·托赫提于 2006 年建立了汉语的该网站。220该网站因其聚焦
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特别是维吾尔社区的问题的内容，使中国政
府非常生气。
维吾尔在线及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其对中国维吾尔政策的温和观点而被人们注意。
持续不断的对伊力哈木·土赫提及牵涉该网站人员的骚扰，揭示在中国，政府提供
给维吾尔人探讨其公共政策的空间几乎不存在；这更以进一步证实，中国政府根本
不允许、不容忍任何不同意见，无论其程度及其使用语言。
2009 年 7 月 6 日，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责维吾尔在线网站传播“煽动性谣言
和宣传”221 这一指责正好发生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因所谓“敏感”内容被公安局第
一次关闭一年之后。222伊力哈木也几乎同一时间，2009 年的 3 月因为讲出了维吾
尔人中的高失业率而被审问。223
216

Vandenbrink, Rachel. (2010年８月８日). 维吾尔网管被判终身。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sentence-08082010190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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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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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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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220

Jackson-Han, Sarah. (2009 年３月６日). 维吾尔学者呼吁更多的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tohti-03062009130647.html.
221

Kuhn, Anthony. (2009年１０月８日). 维吾尔学者夹在民族冲突之中。NPR. 引自：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13620353.
222
Jackson-Han, Sarah. (2008年６月１２日). 维吾尔网站被关闭。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_tohti-06122008131618.html.
223
Jackson-Han, Sarah. (2009年7月8日). 敢讲话的经济学家可能被抓。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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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哈木。土赫提。(Frederic J Brown)法新社/格提图片，2010 年 6 月 12 日

紧接 7.5 骚乱，中国政府抓捕了伊力哈木。土赫提，在 7 月 8 日至 8 月 23 日期间
，他的去处成了迷。在被抓捕前，伊力哈木。土赫提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已经处
于警察监督两天了。224在他失踪的 47 天期间，记者无疆界，225大赦国际226和险境
中学者227等组织发表声明表达了对伊力哈木的关切。2009 年 7 月 14 日《纽约时报
》报道了伊力哈木得到汉人学者广泛支持，其中的一位，王立雄，已经发起了要求
释放伊力哈木的请愿行动。2282009 年 8 月 23 日释放之后，伊力哈木。土赫提告诉
自由亚洲电台“他的网络活动正被政府仔细过问，而且维吾尔在线员工也早在同年
3 月起就开始被政府叫去审问。”229 他强调：“我们不知道维吾尔在线编辑、员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Tohti-07082009151608.htm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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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疆界. (2009年8月7日). 博客作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消失的一个月。引自：
http://en.rsf.org/china-a-month-without-word-of-detained-07-08-2009,3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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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国际. (2009年7月20日). 紧急行动：维吾尔活动家在北京被抓。引自：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SA17/034/2009/en/09e4ad7f-8731-42db-b64e711de7e9f172/asa170342009en.pdf.
227

危机中学者网, 纽约大学. (2009年7月27日). 为中国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呼吁紧急行动。引自
：
http://scholarsatrisk.nyu.edu/Events-News/Article-Detail.php?art_uid=1759.
228
Wong, Edward. (2009年7月14日). 知识界呼吁释放经济学家。纽约时报。引自：
http://www.nytimes.com/2009/07/15/world/asia/15china.html.
229
Jackson-Han, Sarah. (2009年8月24日). 维吾尔经济学家被释放、但被警告。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tohtifreed-08242009163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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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在在那儿。”在 2008 年 7 月的讲话中，伊力哈木提到曾有 67 个人为维吾
尔在线工作。230
自 2009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维吾尔在线网站和伊力哈木。土赫提持续被中国政
府骚扰，采取的骚扰措施包括旅行限制，孩子不被允许登记上学，取消其课程，电
邮劫持，审讯及重复的监视居住。231
自 2014 年 1 月 15 日被抓捕，中国政府割断了伊力哈木与外界的任何联系。232伊力
哈木被抓捕仅三天，《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论，指控伊力哈木是“西方”代理，传
播“攻击”性课程，是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大脑”。233紧接社论，乌鲁木齐公安局
在其微博网页上指控伊力哈木“利用其教师身份培训、引诱和威胁一些人组成集团
，和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人员联手，计划和组织人员出国参与分裂活动。。。参
与分裂国家。”234 根据《纽约时报》2014 年 2 月 26 日的一篇报道，伊力哈木正式
被以“分裂主义”起诉。235路透社在其 2014 年 2 月 27 日报道指，自 1 月 15 日伊
力哈木被抓捕，其律师被拒绝会见伊力哈木。236对伊力哈木权力的关切，以及要求
释放的呼声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公民及全部的人权社团。237
海赖特·尼牙孜（Gheyret Niyaz）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 15
年。被抓捕前，海赖特是《新疆经济日报》高级记者，同时在维吾尔在线当网站管
理。海赖特公开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倾向政府
。238
230

Musa, Jelil. (2008 年 6 月 12 日). 维吾尔网站被关闭。 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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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世界维吾尔大会. (2014年1月16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被抓捕警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引自：
http://www.uyghurcongress.org/en/?p=21703%20WUC%20Alarmed%20by%20the%20Arbitrary%20Dete
ntion%20of%20Ilham%20Tohti.
232
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4年1月17日). 维吾尔人权项目督促国际社会对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托赫提
的情况保持警觉 。引自：https://uhrp.org/press-release/uyghur-human-rights-project-urges-internationalcommunity-intainvigilance-condition.
233
环球时报. (2014年1月18日). 对邪恶宣传部留余地. 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38112.shtml.
234
联合通讯及Chan, Minnie. (2014年1月25日). 检察官指控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犯‘分裂罪
’。引自：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413164/uygur-scholar-ilham-tohti-accusedseparatist-offencesprosecutors.
235
Jacobs, Andrew. (2014年2月26日). 中国指控学者煽动分裂。纽约时报。引自：
http://www.nytimes.com/2014/02/27/world/asia/ilham-tohti.html; 及 BBC. (2014年2月26日).
中国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罪。引自：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6333583.
236
Martina, Michael. (2014年2月27日). 中国拒绝被拘押维吾尔教授会见律师。路透社。引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2/27/us-china-xinjiang-academicidUSBREA1Q0GH20140227.
237
中国改变. 伊力哈木土赫提。引自：http://chinachange.org/ilham-tohti/.
238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0, August 7). 新疆法庭判决维吾尔记者、网管入监服刑。引自：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xinjiang-court-imposes-prison-sentencesonuyghur-journalist-and.

45

据说，海赖特是在仅一天的审理之后就被判
刑的，且只被允许一人、海赖特的妻子——
热莎莱提作为亲属出庭。媒体引用热莎莱提
的话指出海赖特在法庭上坚持他没有违犯任
何法律，他的作为是出于一个公民、一个记
者的好意。热莎莱提指出在海赖特的法庭辩
论中，作为海赖特危害国家安全罪正，检察
官在法庭上拿出了海赖特写的文章，及海赖
特在 2009 年 7 月乌鲁木齐骚乱之后接受海
外媒体的采访。239
据报道，在维吾尔在线做义务工的莫塔利普·
伊敏（Mutellip Imin）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被抓捕。至今，没有任何有关他被抓捕的信
息，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或以什么罪名
被抓捕。240被抓捕前，2013 年 7 月 15 日木
塔利普在北京首都机场被阻止出境去土耳其，
以继续其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习。241在一份
非常大胆的、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发表在其个
人博客网页上、标题为我是强制失踪 79 天的牺牲品的声明中，木塔利普描绘了警
察是如何审问他的网络活动以及和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系的。 242
海赖特尼亚孜，2010 年 5 月 25 日自
由亚洲自维吾尔在线的视频截屏

7 月 15 日。。。一位当官的警察手拿一沓子大概几百页的材料走进房子，
他说是有关我案件的，他将材料在三个人中分发。然后，他们强迫我告诉他
们我的手机、个人电脑、电邮、微信、腿特、脸书、QQ 等的密码。他们甚
至强迫我告诉他们伊力哈木·土赫提老师为建立维汉和谐而创建网站——维
吾尔在线的管理密码；密码在我在国外期间已经更新，我不知道新密码；但
他们不信，每天还是继续问我好几次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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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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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ilim, Mihray. (2013年7月22日). 维吾尔学生在机场被抓捕. 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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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利普。伊敏，无日期照片，由维吾尔在线提供
7 月 16 号起，他们开始记录。他们主要是问我和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系，
我是如何认识他的及有关维吾尔在线网站。我告诉他们我听过他的课，也曾
经帮助他将有关新疆的英语、维吾尔语新闻翻译成汉语。我写文章建议将诺
茹孜节定为法定节假日，写有关住在新疆的汉族学深，写几个维吾尔人被杀
的 4 月 23 日事件，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教育。我同时协助管理维吾尔在线新
版脸书、推特帐号。。。
9 月 3 号，3 个手拿摄像机的人走进来。他们看完我写的声明，在其后加上
了‘我被伊力哈木.土赫提所蒙蔽，我忽视了我国的宗教政策，且在互联网
上起非常坏的榜样。帮助管理、发展维吾尔在线是我主要的错误。同时，我
因传播威胁中国各民族和谐生活的言语而起了很坏的作用。’我被强迫签字
画押。然后，我被强迫用维吾尔语和汉语读出来有他们摄像。再往后，他们
要求我在中国国旗前发誓：‘我将遵守法律，改正错误。。。’我提出抗议
，但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和他们合作，他们将送我进牢蹲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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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强迫失踪的 79 天，我自始至终处于恐惧。我无法和家人取得联
系告诉他们我在那儿。全部的联络被中断。
其他和维吾尔在线网站有关的维吾尔人也被中国政府骚扰。维吾尔在线编辑帕尔哈
提·哈利姆拉提（Perhat Halmurat），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准备飞往土耳其，去伊斯
坦布尔大学领取奖学金学习人类学时，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拘留；官方指责帕尔哈提
企图逃离中国，然而，在他被拘留期间他未被告知所犯罪行；在一群国内公民运动
积极分子及律师的干预下，16 个小时后他被释放。243报道帕尔哈提事件的同一份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揭示，另一位维吾尔在线网站版主薛赫莱提。吐尔逊（Shohret
Tursun），于 2013 年年初也曾被拘留审讯；在审讯期间，警察强迫薛赫莱提提供
维吾尔在线版主密码。244
在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抓捕的 2014 年 1 月，作为大抓捕的一部分，木塔利普、帕尔
哈提、薛赫莱提被再次抓捕。其他同时被抓捕的阿布杜克尤木·阿不力米提（
Abduqeyyum Ablimit）、阿提肯木·茹孜（Atikem Rozi）、阿布杜马吉德·吉利里（
Abdumejid Jelil）、麦热耶姆古丽（Meryemgul）、帕尔哈提·阿布列提（Perhat
Ablet）、阿提拉姆（Atilem）和迪利夏提（Dilshat）都是因为和维吾尔在线及伊力
哈木·托赫提有牵连。245根据 2014 年 2 月 26 日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伊力哈木的
妻子古再努尔透露，帕尔哈提·哈利姆拉提和薛赫莱提·吐尔逊已经以分裂罪名被起
诉，阿布杜克尤木·阿不力米提也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古再努尔继续指出木
塔利普·伊敏和阿提肯木·茹孜仍然不知去向。
维吾尔互联网用户
除了网站工作人员外，普通维吾尔互联网用户因为他们网络活动也面临骚扰、拘留
和坐牢，这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自由言论、结社、信息交流权利。以下引述的是被采
访维吾尔人的证词；他们讲述了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对维吾尔人网络空间的严
密监视及紧接 2009 年 7.5 之后对维吾尔人使用互联网的极端遏制。
维吾尔人上网接触国外信息或对敏感材料加以评论通常面临审查。受访者 1 号告诉
维吾尔人权项目如何“一、两个”维吾尔人因为打开了微信上一位土耳其维吾尔人
的信息、而被警察拘留。246第二个受访者 4 号，告诉的是一个他邻居家的孩子，因
为在家上了一个外国网站而被警察拘押三个月。247受访者 7 号是个上学年龄的维吾
243

Abdilim, Mihray. (2013 年 9 月 30 日). 中国政府在北京机场拘押了维吾尔网站编辑。自由亚洲电
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detention-09302013190447.html.
2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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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4, March 4). 中国政府抓捕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他的学生。
引自：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hinese-authorities-arrest-uyghur-scholarilham-tohti-and-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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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3.

247

受访者 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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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讲述因为在家看了一个在线视频被警察家访；警察警告他母亲要监督孩子的
网上活动。248受访者 6 号讲述了一群不知准确数目的维吾尔人是如何因为在网吧看
了一个“土耳其电影”而被抓捕的；对此做出反应的一些维吾尔人，因在网上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也被抓捕。249
受访者 6 号陈述了他妻子 2013 年，因为在微信上对指称维吾尔人为“恐怖分子”
作了回应，而被警察拘押；妻子在被审讯期间，他们被禁止见面；他的妻子最终以
写检查、缴纳罚金，及在其政府岗位停薪工作一段时间等条件被释放。250
紧接 2009 年 7.5，维吾尔网络用户被作为了主要的打击对象。维吾尔人权项目受访
者讲述了针对在网上加评论、或者浏览动员参加 7 月 5 日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游行呼
吁书、或者仅是浏览网络寻找更多有关事件信息维吾尔人的极端措施。一位受访者
分享了一位来自东土耳其斯坦南部街头小贩，因为将要求参加 2009 年 7 月 5 日游
行的呼吁再贴到 QQ 的故事；受访者说这位街头小贩不懂政治、但是个虔诚的信徒
；因这位街头小贩大家都认识，所以大家注意到了他 2009 年 7.5 骚乱一个月后的
失踪；他先在那儿没有人知道。受访者 12 号补充说，7.5 之后的形式，使大家都知
道不能写有关 7.5 骚乱，否则要面临大麻烦。251受访者 13 号告诉人权项目：在学
校午餐时，他的一位朋友打开了其 Q 空间上 7 月 5 日游行通知联接；紧接骚乱，
他的朋友被拘押并失踪了两周。252
受访者 11 号，学龄维吾尔人，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他班上的一个男孩因在 2009 年
7 月 5 日的网络活动，在骚乱期间被便衣警察戴上头套从家里带走审讯。受访者 11
号说，他的好几个朋友因为在 7.5 骚乱期间上网浏览国外网站而遭遇了同样的“麻
烦”。253受访者 9 号说他的一位朋友因为骚乱期间的网络活动，7.5 之后被拘留了
“两三天”。254
受访者 13 号探讨了他的同班小伙伴阿不来提（Ablet）是如何从摆渡搜索下载了记
录 2009 年 6 月韶关攻击维吾尔打工者的视频的；在阿不来提将视频上传到自己博
客之后，警察从家里把他带走了。受访者因怕未敢拜访阿不来提家，一开始不知道
阿不来提案件的严重性；最终他还是鼓足勇气去拜访了阿不来提的父母，他们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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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6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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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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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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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9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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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阿不来提以“分裂主义”和“煽动反对政府”而被起诉，并被不公开开庭判处
6 年徒刑。255

2009 年的 7.5 之后
紧接 7.5 之后，中国政府提高了对跨越中国官方界限的、维吾尔互联网用户网上活
动的指控调子。政府开始将维吾尔人互联网活动，由所谓“犯罪”指控和“恐怖主
义”紧密联系在一起；2014 年，乌鲁木齐公安局，对著名维吾尔温和派人物伊力
哈木·土赫提的恐怖指控，正是这一高调指控的典型揭示；作为这一趋势佐证的是
，2013 年中国政府以“传播谣言”和“网络圣战”等罪名重刑惩处了一群维吾尔
人及一些仅被怀疑的维吾尔人。256
中国 2013 年实施的全国范围打击互联网活动显示了一个不同点，恐怖主义指控通
常不适用于东土耳其斯坦之外的中国。然而，自美国 9.11 攻击之后，中国政府对
维吾尔人民不同意见的打压、指控自始至终一样，将维吾尔人指控为恐怖主义“的
调子日渐提高。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互联网活动指控的调子转
换，是企图通过威胁关闭维吾尔人仅剩不多表达不同意见之公众平台，并且限制有
关一系列严重暴力事件之发生信息的传播，特别是 2013 年发生暴力事件之信息传
播。中国政府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对维吾尔人言论自由有影响，而且同时也对结社
自由产生影响；因很多中国法律严禁组成“非法”集团，中国政府又总是将维吾尔
人的结社标签为和“恐怖主义”有关。
维吾尔人权项目不能苟同中国官方将维吾尔人令中国政府不高兴的、网络活动视为
是和“恐怖主义相关联”；这是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利用现实
时髦的“穆斯林是恐怖主义”类型化， 企图简单标签化维吾尔人。中国政府所谓
的“恐怖主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调子，为的是利用这高调，先声夺人阻止任何
对其远低于国际司法标准的法律程序提出质疑，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的批评。与其
使用此类阴险策略，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实施公开透明的犯罪司法程序来避免其
批评者对其判决互联网恐怖主义活动的公正性的高声质疑。
2013 年 3 月，在喀什和巴音郭楞自治州分别举行的五次公审中，20 名维吾尔人被
指控利用网络、手机和数据储存期组织、领导及参与了以“煽动分裂”为目的的恐
怖主义组织；法庭的判决 5 年到无期徒刑；257然而，世维会发言人迪力夏提·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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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3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访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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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良好例子的所谓谣言传播及经常指责是由国外传播的。参看：
http://www.soundislamchina.org/?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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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 (2013 年 10 月 3 日). 2013 互联网自由. 引自：
http://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OTN%202013_Full%20Report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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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争辩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不过只是从 YouTube 下载视频观看和下载自由亚洲电
台维吾尔节目。258
2013 年 6 月 20 日的《司法日报》报道了克孜勒苏, 阿克苏， 吐鲁番和叶城等地有
19 名维吾尔人以几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使用电器收集信息、储存和传播的罪名
被判刑。259法庭出示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包括在其手机和媒体卡上储存音频；在电
脑上复制文件并无线传送；在手机上复制媒体文件并储存在 MP4 上；上传内容到
一个微博网页；以及浏览“非法”网站及下载“非法”录音和电子书；法庭判决 2
年到 13 年不等。260
乌鲁木齐、巴楚、阿克苏、乌什等地有 6 名维吾尔人，因为上传音频文件到网络、
通过 QQ 群“传播谣言”、在手机和媒体卡上储存文件、以及购买“非法”书籍和
CD，而被行政拘留 5 到 15 天。261
2013 年 7 月 23 日的《环球时报》报道，讲述了 72 人是如何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
止 7 月 15 日之短短两周内在网上传播有关“恐怖袭击”谣言而被行政拘留。262这
时段紧接记录在案的、2013 年 6 月 26 日鲁克沁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强制实施互联
网切断和信息阻断。263《环球时报》同时报道了在这期间 199 人因为传播 802 条谣
言而被惩罚。2013 年 7 月 23 日的《新疆日报》报道指出大多数的谣言和恐怖主义
相关。2642013 年 7 月 23 日的天山网特别指出谣言是通过 QQ 对话服务窗口，微博
博客，以及其他微博信息网传播的。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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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ley, Chris. (2013 年 3 月 27 日). 中国在动荡的西部判决 20 名被指控分裂主义激进分子。纽约
时报。引自：http://www.nytimes.com/2013/03/28/world/asia/china-sentences-20-for-separatists-acts-inrestiveregion.html; 及 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 年 3 月 27 日).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谴责对 20 名维吾尔人
判决。引自： http://uhrp.org/press-release/uyghuramerican-association-condemns-sentences-handeddown-20-uyghu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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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 年 6 月 20 日). 严厉判决维吾尔人凸现中国政府害怕 2009 年 7.5 四周年临
近。引自： http://uhrp.org/press-release/harshsentencing-uyghurs-sends-message-fear-fourth-anniversaryjuly-5-2009-unr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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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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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13年7月7日). 耀眼被遏制. 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98531.shtml#.Ue_x02Qad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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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大会. (2013年7月). 2013年7.5及斋月前的镇压：鲁克沁、和田、乌鲁木齐
http://www.uyghurcongress.org/en/wpcontent/uploads/WUC-Report-on-Lukchun-Hotan-and-UrumchiIncidents-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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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网讯. (2013年7月23日). 提高鉴别力共同遏制耀眼传播——我区公安机关处置谣言类有
害信息800余条。引自：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34342.shtml.
265
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年7月24日). 美维会督促中国告知最近以 ‘传播谣言’行政拘留人员身份
。引自：http://uhrp.org/press-release/uaa-urges-china-disclose-identities-latest-round-administrativedetentions-%E2%80%9Csp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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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8 日的 BBC 和路透社，报道了新疆警察以在网上“传播影响稳定谣
言”调查了 256 人，且以传播有关“圣战、穆斯林圣战及其他宗教思想”进一步调
查了另外 139 个人。266天山网指出 110 人被拘留，其中 94 人被行政拘留，16 人被
起诉。此外，164 人被给予警告。根据新华网 2014 年 4 月 17 日的文章，中国政府
抓捕了一位提供了和政府不同版本的、有关中国军警枪杀 17 岁的维吾尔少年阿布
杜巴斯提·阿不力米提（Abdubasit Ablimit）事件的、所谓的“谣言大王”。267
2013 年以前以“传播谣言”审查维吾尔人的案件，记录在案的两起包括阿布杜茹
苏力（Abdurusul）和“帕米尔·亚森”（Pamir Yasin）。阿布杜茹苏力是因为，在
2011 年 10 月 17 日在网上贴了一篇详细记录 2011 年 10 月 14 发生在克拉玛依第二
中学的、汉族学生攻击维吾尔学生的事件而被抓捕；268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他被拘
捕是因为“扰乱社会治安”和“传播谣言”269 2012 年 6 月 3 日天山网报道“帕米
尔亚森”因为在新浪微博传播谣言而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被行政拘留。270
2014 年 5 月 12 日《环球时报》的详细报道了 232 人因为“散发暴力或恐怖主义食
品”而于 2013 年的 3 月被抓捕（没有透露这些人的身份）。271引用《法制日报》
的文章，《环球时报》补充道：“被抓捕者中，71 人在刑事拘留中，107 人处于行
政拘留，34 人因为和 17 宗案件有牵连而被起诉判刑。”272 文章同时声称“手机、
电脑、袖珍储存期及移动即时信息软件如微信被用来下载、储存，或传播恐怖主义
有关的视频。”273 自案件报道以来，再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透露。
同一时间，2014 年 5 月 12 日法新社的一篇文章报道了 5 位维吾尔人以“分裂主义
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分别判处 5 到 15 年徒刑。根据喀什法庭文件，5 位“散发
了有关‘圣战和（呼吁人们）准备去阿富汗、巴基斯坦参加圣战’的内容，以及下
266

BBC. (2013年10月8日). 中国在新疆因网络传播谣言抓捕110人。引自：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24444505#TWEET915188 及 Rajagopalan, Megha. (2013年
10月8日). 在打击谣言中中国警察打击网络“圣战”谈话。引自：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3/10/08/china-uighur-idINL4N0HY20N201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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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2014年4月17日). 供给者死后新疆谣言制造者被拘押。引自：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882/8602007.html; 及, Salon. (2014年4月17日). 中国说新疆有人想
夺枪 。引自：http://www.salon.com/2014/04/17/china_says_man_tried_to_seize_weapons_in_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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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 (2011). 政治犯数据库, 阿卜杜如苏里。引自：.
http://ppdcecc.gov/QueryResultsDetail.aspx?PrisonerNum=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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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 (2011 年 10 月 18 日). 克拉玛依数百维族学生抗议汉族暴力。引自：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k-10182011094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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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网 [Tianshan Net]. (2012, June 3). 克拉玛依数百维族学生抗议汉族暴力。引自：
http://news.ts.cn/content/2012-06/03/content_68911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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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athy. (2014年5月12日). 232人因在新疆传播恐怖主义拘押。环球时报。引自：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598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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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27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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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内容含‘煽动分裂’的电子书和视频。”274 根据法新社：“多达 300 名干部
和学生出席了审判大会，人们拍手欢呼对他们的重刑判决。”275

274

Wee, Sui-Lee. (2014年5月8日). 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新疆，派出所被攻击后一枪击毙。引自：路透
社。引自：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5/08/us-china-xinjiangidUSBREA470E420140508.
27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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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切断互联网之前和之后的维吾尔人网络自由
2009-2010 年的互联网切断对维吾尔互联网来说是灾难，因为绝大多数此前受欢迎
的维吾尔网站不仅在互联网切断期间被关闭，大多数情况下被永久关闭。只有极少
一部分网站移到了中文博客网页，博客大巴，只有极少一部分以自己域名恢复运作
。没有恢复运作网站都是最受欢迎网站，管理这些网站的站长都在 2009 年 7 月之
后被抓捕。这些网站包括 Diyarim（家园）、Salkin（清风）、Xabnam（露水）、
和 Orkhun（鄂尔浑）。
以下部分聚焦 2009 年 7 月 5 日互联网切断之后维吾尔网站丢失数据。这部分包括
对消失网站的量化分析，以及和网站同时丢失数据的量。
官方记录证实东土耳其斯坦网站数量在这时期急剧下降。2009 年 7 月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24 次统计报告显示东土耳其斯坦有 8317 个网站，在其 2010 年
7 月发布的第 25 次统计报告显示东土耳其斯坦网站数量急剧下降为 3721 个；根据
这一数据，4596 个网站，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网站总数的 55%消失了。同一时间
，中国的网站总数由 3061109 个增加到了 3231838，增加了 6%。276
2009-2010 期间，令人难于想象的维吾尔网站关闭，在 2009 年 7 月互联网切断之
后就立即开始显现。2009 年 10 月，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根据对 100 个维吾尔人运
作网站的调查发现，超过 85%的维吾尔网站无法登陆。100 个网站中，将近有一多
半在调查时显示连接超时，意味网站被关闭；包括具综合内容网站以及拥有 BBS
论坛的网站包括 Diyarim、Xabnam、Uzmakan、和 Uzonline，以及门户网站 Ulinix
。一些综合性内容的网站，只有一部分被选择性关闭，如 Gazina 的新加部分被关
闭而留下了音乐和电影部分。其他综合性的、且有登记 BBS 论坛或评论平台的网
站包括 Akburkut、Tahdir、Uyghurum 和 Karamet 尽管在调查期间可以登陆，但不
允许访问者留言。一些非政治性和不敏感网站如聚焦足球的 Qutyar 博客就移到了
博客大巴，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博客主持网站。277
无国界记者组织 2009 年 10 月的报告例举了 11 个它们调查的国内网站。报告例举
的 11 个网站当中的 9 个因为持续的互联网切断而无法登陆或消失，只有两个网站
于 2014 年 5 月恢复运作；恢复运作的两个网站是 Ulinix，由新疆大学主持的维吾
尔语的门户网站，和 Akburkut，一个影视网站。回顾档案显示 7 个网站再也没有
恢复运作，包括 Diyarim、Xabnam、和 Uzonline；及 Gazina、Uyghurum、Tahdir
和 Karamet，这些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调查报告期间曾经部分运作，但也最终被
276

24期和25期在线有中文。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09年7月).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引自：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200907/P020120709345315706062.pdf;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0年1月).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引自：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001/P0201207093453004875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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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疆界. (2009年10月29日). 对被关闭维吾尔网站调查显示新疆仍然和世界被割断。引自：
http://en.rsf.org/china-survey-of-blocked-uyghur-websites-29-10-2009,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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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Uzmakan 2012 年恢复运行，2013 年又关闭；Qutyar 博客也同样。无国界记
者组织调查报告列举网站中，只有完全非政治化的网站（一个是政府机构主持的、
一个是纯粹的影视）被允许继续在线运作。
有关关闭网站总数，迪丽努尔热依汗 2009 年 10 月的调查发现在互联网切断前，东
土耳其斯坦总共有 680 个维吾尔网站；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 2009 年 7.5 之后的分
析，即事件之后维吾尔网站的 85%被关闭，这意味着 578 个网站的消失。然而，5
年之后，很显然，记者无疆界发现还在活动的网站最终还是被关闭了，如 Gazina
和 Uyghurum；一小部分网站的确是在互联网恢复运作后又活跃了，如 Ulinix；还
有一小部分博客网页转移到了博客大巴。2010 年互联网恢复之后，只剩几个维吾
尔网站；热依汗估计 80%的维吾尔网站再也没有回归在线，只有极个别几个非政
治性博客除外。
除了博客博文和网站版主传上去的文章之外，在互联网关闭前维吾尔网站最热烈的
谈论平台是 BBS 论坛，在这儿维吾尔人可以自由地谈论他们关切的问题。BBS 论
坛主持成百上千用户，谈论话题、贴文涉及极广泛问题。在其指数网页，每一个网
站公开列出他们总用户数，会话线程和贴文数目。互联网档案在 2009 年 7 月自互
联网切断前对这些 BBS 主页两个月的随机调查使我们有机会最后再看一眼他们被
关闭前的活动。以下表格显示三个主要网站 Diyarim、Salkin 和 Xabnam 由互联网
档案在最后显示日期取得的有关总用户数，线程和贴文的数据。
网站

日期

用户

线程

贴文

Diyarim

5/14/2009

57586

25033

326113

Salkin

6/21/2009

70624

54013

1008209

Xabnam

6/30/2009

97877

66562

1025108

226087

145608

2359430

总计

入表格所显示，这些网站用户全部和起来总数超过二十万人，他们由十多万线程共
同贡献了二百多万贴文。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2009 年东土尔斯坦总共
有六百万互联网用户；因而，上述三个网站之一就可能代表了东土尔斯坦互联网网
民的 4%。278因为维吾尔网民仅占东土尔斯坦互联网用户的极小部分，因此在这些
网站的维吾尔网民百分比肯定更高。以这些网站的受欢迎程度而言，一信息来源指
出 Diyarim 网站在其最受欢迎的 2008 年，其网站流量进入了世界上最高流量
100000 个网站行列。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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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0, January).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引自：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001/P0201207093453004875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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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Rachel. (2011). 哭别仪式邀请函：维吾尔互联网的未来。中亚西亚： 13 (1). 2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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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粗略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多达数的 2009 年 7 月互联网切断时，还在运行的维
吾尔网站被中国政府关闭，尤其是 BBS 论坛被关闭；那些极受欢迎拥有成千上万
网民的网站运行被终止，网上讨论被打断，记录被删除。此类互联网切断显示，中
国政府不仅企图阻止维吾尔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阴谋清除持续了近十年的维吾
尔表述的虚拟空间。
为便于比较，维吾尔人权项目调查了自互联网于 2010 年恢复运行以来的使用率。
统计数字显示，自东土尔斯坦互联网恢复运行以来的四年期间，维吾尔网民持续
登记加入维吾尔网站 BBS 论坛并参与讨论。以下表格显示目前最受欢迎三个维吾
尔网站统计数字：

280

网站

日期

用户

线程

贴文

Alkuyi

2/24/2014

96369

6625

132722

Bagdax

2/24/2014

25949

9304
54658

181906

Misranim

2/24/2014

130947

总计

253265

1510187
70587

1824815

自 2010 年恢复互联网运行以来，对高流量维吾尔网站及其论坛所载贴文的伴随清
除，对维吾尔人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新网站空间上的自我审查
更严格了；在 2009 年以前使用互联网和之后维吾尔网民间产生了明显的隔阂。尽
管维吾尔人高兴地迎来了自 2010 年以来出现的新技术发展，如微信，但政府对互
联网切断的深深记忆，影响了他们使用这些新技术的方式；这种自我审查的提高，
还必须放在中国政府日益强化的打压，以及打压导致的急剧萎缩的公民社会空间来
审视。

2009 年前的维吾尔语网站
2009 年前，相对中国严厉的审查制度，维吾尔语网站享受了将近十年的相对宽松
；这期间，只是几个别几个网站被打压，还不是全面打压。第一个维吾尔网站——
，相对中国严厉（我的家园），是一群在教育局工作的知识分子于 1998 年建立的
280

所有三个网站——Alkuyi、Bagdax 和 Misranim2009 前存在。只有 Misranim 在互联网切断前比较活
跃，根本无法和 Diyarim、Salkin 和 Xabnam 比，据互联网档案 2008 年 12 月 22 日记录，Misranim
切断前最后一天的用户记录为 6297。有意思的是，切断之后，当互联网档案于 2010 年 6 月 9 日记
录发现其用户降为 2271，指向或者是网站在切断期间进行了重新设置，或是一些用户删除了他们
的帐户。Alkuyi 在切断前只有 1586 个用户（记录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该网站或许为进行重新
设置，根据互联网档案在网络回复后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的记录其拥有用户 3408。Bagdax 网站，
互联网档案记录显示该网站 BBS 论坛在 2009－2010 切断之后，转换了服务器（自 bagdax.cn/forum
至 bbs.bagdax.cn）因而，２０１０年之后最初的记录显示，以至 2011 年 1 月 13 日 150 名用户的纪
律，这些网站是从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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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维吾尔老文字的软件还为发展，网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的维吾尔语。
2001 年是 Makanim 还可以非常容易地从国外登陆，网站的讨论平台开始吸引有关
维吾尔政治独立问题的探讨；因此，公安局于 2002 年关闭了该网站。281
自互联网档案得到的 Makanim 网站的介绍，佐证维吾尔人对维吾尔互联网空间的
激情。网站“有关我们”部分介绍了了建立网站的思考，解释说互联网不再仅仅是
电脑工程师的领域，而是一个决定我们“生存”的崭新社会模式；网站介绍还说，
为建起网站，几十个人花费了他们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崭新社会模式； 就像
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需要大家的呵护、体贴、培育、建议和重视，因而她可以
良性生长；朋友们，加入我们，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282
维吾尔人权项目为准备此报告而采访了很多人，受访者也都对早期互联网的出现表
现出了同样的激动。一位维吾尔网民告诉我们，1995 年他第一次使用电脑，是在
高中，一个老的绿色屏幕的苹果机子，学校用于教他们编成。为继续硕士学业他离
开了乌鲁木齐，当他于 2000 年左右回乌鲁木齐时，他发现维吾尔人对互联网的兴
趣正在高涨，而且乌鲁木齐也已经有了一条电子街。283
即便是 Makanim 被关闭，2000 年代维吾尔新网站的建立还是让激情弥漫，Salkin
成为了又一个极受欢迎的网站。284这激情被 2004-2005 年间创建 Diyarim 网站的迪
利夏提·帕尔哈提的故事所证实；根据一位受访者，迪利夏提具有创业精神，
Diyarim 网站的建立是他对科技的兴趣驱使。285Diyarim 伴随科技的发展而壮大—
—先是 MP3，然后是视频，一开始 Diyarim 主要是提供娱乐。帕尔哈提开始接触
企业，销售相对电视、广播广告来说非常便宜的广告条幅；后来，伴随科技的发展
，互联网广泛传播，Diyarim 加了 BBS 论坛和聊天室。特别重要的是 BBS 论坛，
论坛成了维吾尔人可以说话的空间。2002-2007 年期间维吾尔网站如雨后春笋纷纷
出现、扩散。Diyarim 雇了 10-20 个人，相对小点的网站一般雇佣 5-10 人。286
特别因国外维吾尔人，新的话题在 Diyarim、Salkin 和 Xabnam 的 BBS 论坛兴起。
尽管不能直接批判中国的政策，但国外的维吾尔人拥有了可以拿中国和自己居住国
比较的优势，比如，一个居住在美国的网民可以讨论民主、双语教育政策和美国不
同族裔关系，而且可以和东土尔斯坦现状作比较；287可以上传 MP3 制作的 CNN 短

281

Harris, Rachel. (2011). 哭别仪式邀请函：维吾尔互联网的未来；中亚西亚 13 (1). 27-49 ⻚页.

282

Makanim via Wayback Machine. (2000年12月10日). 塔克拉玛干网站的由来。引自：
http://web.archive.org/web/20001210182300/http://www.makanim.com/chinese/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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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迪利努尔热依汗, 2014 年 4 月.

285

受访者 1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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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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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此外，这些网站还允许网民接触一些被中国长城防火墙屏蔽的内容；特别是，
一些由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被简单处理后上传，如将“汉人”改成“中国。”288

Diyarim 屏幕截屏，互联网档案于 2007 年 10 月 3 日的截屏

新的网页空间给予地方活跃分子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开倾诉其埋怨诉求的一个通道
。2007 年一个重要的旁证就发生在东土耳其斯坦南部的英吉沙县。289因为腐败交
易，英吉沙县委书记衣晓亮强迫当地农民种植豆子，而因为交易的失败农民的豆子
卖不出去；当一位农民被阻止到北京上访以便他们能得到应得赔偿，农民制作了一
个 66 分钟的抗议视频并将其发到了 YouTube 网站上。尽管，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
报道，这并没有使农民的上访获益，290但他在网上掀起了辩论。就这件事，尽管腐
败事件的公开并未为英吉沙农民赢得他们失去的金钱损失，但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成
功揭示了官员腐败问题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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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es, Joshua. (2009年1月30日). 维吾尔农民的上诉，没有结果。自由亚洲电台。 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ongbean-farmer-01302009234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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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农民哈科木·色伊提将英吉沙县农民示威视抗议的频放到了互联网上。（自由亚洲）

正在萌芽的互联网激起维吾尔人热情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互联网可以形成一个虚拟
群体。互联网不仅使维吾尔人可以和另一个地区、甚至国外连接，而且互联网还使
得人们接触著名的学者、作家、戏剧家、歌手的作品极为容易；更甚，互联网用户
有时还可以在网上直接和他们交流；例如，著名作家选择性回复网民的评语，相对
过去，使读者更直接地接触作家作品。291 因而，新的维吾尔网站建起了一个以热
烈激情探讨问题的、一个生机盎然的空间。
伴随互联网音频、视频播放技术的兴起，MP3 歌曲和小品以及音乐视频成为了使
维吾尔网站壮大的部分。学者们注意到维吾尔人是如何在不触及政治底线的情况下
，将小品作为工具揭示社会身份问题的。292音乐也是同样情况；虽然歌词可以唱出
带有政治愿望的理想，但歌词还是尽可能避开政治话题；正如一位维吾尔年轻人告
诉我们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想说的（指歌词隐意），只是换个说法而已。”293
库热西·库山（Koresh Kosen）因其民族主义题目的歌曲，如“不要出售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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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ge Wind. (2013年10月24日). 赶出新疆：维吾尔戏剧和阿卜杜克里木阿不力孜的北京泡。 引
自：http://beijingcream.com/2013/10/dispatches-from-xinjiang-uyghur-comedyand- abdukerim-abl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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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1990 年代被软禁 3 年，后来，他流亡到了瑞典，而他的事例对其他维吾尔
音乐家政治化他们作品起了警示作用。294
即便是在这样一种开放环境，在网上什么可以说、可以讨论还使有限制的。迪利夏
提帕尔哈提，Diyarim 网站的创建者，也和政府签订了不允许任何破坏和谐、破坏
祖国统一的文章上网的协议。2952009 年前论坛网页都清楚地写着不允许非法信息
上网；每一条信息的来源都要清楚写明；并且全部的信息必须来源于合法渠道。
Diyarim 网站的一个清楚的注脚非常明确地写明了这些政策：

严禁在网站及论坛张贴违反中国法律的图片、文字；在网上张贴宣传分裂、煽动材
料者后果自负，本网站概不负责；为建设健康的互联网文化，我们希望大家保护我
们的网站，使我们的网站没有阻碍的发展；‘后悔是你自己的敌人。’如果你热爱
你的祖国，你必须保你拥有的一切。296
2009 年前的维吾尔在线——民族交流的中文平台
2009 前的互联网空间，除了给予维吾尔人相互间的联络外，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
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交流，维吾尔在线成了这种交流的主要通道；网站创立者伊力
哈木·土赫提在其 2011 年 1 月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讲述了了网站的创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
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
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
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
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
补这项空白。
…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
。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
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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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
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
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
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297
他在文章里解释道，维吾尔在线和其他维吾尔语的网站一样，处于密切监视中：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
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
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最后，伊力哈木教授将其网站视为，是一个为改变社会而筹集服务社会资金的平台
。2007 年 4 月，Diyarim 使用同样的筹集资金平台用于筹建一个孤儿学校，到了
2007 年年底，筹集资金用于一个维吾尔姑娘治病的医疗费用。298在维吾尔在线，
伊力哈木。土赫提描述了同样的目的：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
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
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
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
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
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
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
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
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
的积极举动。
2010 年维吾尔在线恢复上线，然而主持运行的服务器由中国移到了国外。这使得
中国审查利用长城防火墙全面屏蔽了维吾尔在线网站。299因而，“维吾尔在线”由
服务国内维吾尔人汉语汉人对话的平台，成为了只服务那些国内能够利用 VPN 和
代理服务器绕过长城防火墙的国内网民及国外使用中文的网民。将网站服务器移到
国外，伊力哈木土赫提不再对中国的审查直接负责而且可以张贴在中国被屏蔽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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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achange.org/2014/04/06/my-idealsand-the-career-path-i-have-chosen/.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
事业选择之路 https://s3.amazonaws.com/wenyunchao_share/Ilham_01.html
298
Harris, Rachel. (2011). 哭别仪式邀请函：维吾尔互联网的未来；中亚西亚：13 (1). 27-49 ⻚页.
299

Greatfire.org 记录了维吾尔在线早在2011年被屏蔽的案例。参看:
https://en.greatfire.org/uighurbiz.net.

61

容。然而，如我们前述章节指出的，警察还是持续骚扰伊力哈木和其他网站工作人
员，直到 2014 年伊力哈木被抓捕、他的网站在攻击中失去功能。
今天的维吾尔网站
考虑到不同代维吾尔人受到的不同影响，2009-2010 的互联网切断影响极深；互联
网切断前，维吾尔网站繁荣了 4-6 年，主要用户 15-35 岁（出生于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早期）。300互联网切断使得 09 年前的网络活动者和 09 年前不上网、
2010 年在大多数已前红火网站被关闭后、开始登陆维吾尔网站者之间产生了裂痕
。对老的一代网民来说， 2009 前的政治动乱诱发的热情使他们自由地在网上交流
。一位网民告诉我们，出生于 1970 年代的一代，当他们见证了巴仁乡、乌鲁木齐
、北京和伊犁镇压之后，他们基本不太想闯荡互联网。301

Ulinix，由新疆大学负责运行的互联网门户链接的屏幕截屏，互联网切断后恢复运行。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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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前的互联网空间是 20 岁到 30 岁青年的理想时刻，他们过了允许上网年龄，
但又很年青、没有经历过那些恐怖镇压。用以为受访者的说法：“对年轻的一代，
互联网是一个新土地，一种新的表达自己的方式……那里有娱乐、新闻、论坛、一
切；有很多选择；它培育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我们这里是自由之地。”302
长时间互联网切断之后，只有极少数几个维吾尔网站存活，即便是 2010 年恢复服
务之后，网络空间对维吾尔人来说几乎是毁灭了。极少数几个被认为是非政治和不
搞分裂的部落格被允许移到获中国批准的主要博客平台博客大巴上。BBS 论坛因
为无法和部落格系统相容，几乎被关闭。自 2011 年起，新的维吾尔网站开始发展
，今天极受欢迎的维吾尔网站大多数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303
除了没有敏感内容以及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外，政府对几乎每一个维吾尔网站的关
闭，是在清楚地告诉维吾尔网民他们没有言论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网
民重新建立起了维吾尔网站。因而，自我审查使政府对网络自由的限制更趋严格。
特别是，老的一代仍然很主动地警告年青一代不要发表引起争议的东西，他们成为
了保持高度自我审查的重要因素。几乎大多数出生于 1990 年之后的受访者解释说
，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因害怕那些 2009 年 7 月 5 日之后被捕年青人的命运在他们身
上重现，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在网上发表任何东西。304另一些说他们的家长干
脆就不让他们登机可以上传信息的帐户。305另一位年青人讲述他因为害怕政府跟踪
他的 IP 未敢登陆国外网站，因而，即便是那些未被长城防火墙屏蔽的网站实际上
也被无形设限。306
尽管自东土尔斯坦恢复网络服务以来，自我审查势增，政府的审查也同时在日趋严
厉。2014 年发生的一个案件显示 2009 后对维吾尔网站的审查变得更为苛刻。三位
喀什维吾尔人农民在网上发了有关当地官员掠夺他们土地的申诉；307同样，2007
年，一群英吉沙县的维吾尔农民也发表了希望引起当局关注官员侵权的申诉，但他
们没有被抓捕；然而，这三位农民 2014 年以在网上发布申诉而被抓捕。
另一位为此报告受访网民提供了互联网切断前后形成明显对比案件，他讲述了对影
视网站评语部分审查的加大；特别是，他解释说一些维吾尔人认为 2007 年的电影
《火焰山鼓手》是对维吾尔人的丑化；人们写评语批判该片侮辱维吾尔人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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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评语一直留在网上评语部分；相反，当一些人觉得 2012 年的影片《阿娜尔
汗》同样侮辱了维吾尔人，但是对影片的批评言论在网上被审查删除。308这审查，
似乎是网站版主们的行为，证实甚至这类的评语也不被容忍。
无论是在互联网切断前还侍候，特定题目在维吾尔网站上都是禁忌。据 2009 年迪
利努尔热伊汗的记事研究，宗教和政治总是被政府认为是有争议的，互联网切断前
就被禁止。其他特定题目，如历史和教育是比较模糊区域，政府主要是看和维吾尔
社区问题的关联度来处理的。今天，历史成为了最敏感问题，特别是维吾尔人在共
产党占领前、被中共所称为“三区革命”的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自土尔贡阿利
马斯的《维吾尔人》等书被禁后，维吾尔年青人因不能找到自己的历史而烦恼。309
以为受访者解释说他知道政府教科书上的维吾尔历史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当被告知
维吾尔历史跨度不包括“十二木卡姆”，一个融入维吾尔文化史的、可回溯到 11
世纪或更早的套曲系列。310 “我被告知和汉人五千的历史相比较，维吾尔历史太
短。但这和我学到的其他突厥民族史不符，也不符合我所学到的《木卡姆》历史。
在互联网，我无法找到更多我们的历史。”311 另一位注意到，她在网上发现的突
厥人历史是错误的。312一位网民的祖父参加过东土尔斯坦共和国国防军，当他想寻
找有关照片时发现，网上根本没有。313
同样，维吾尔年青人陈述的维吾尔近代史充斥着中国媒体的宣传。一位网民说他相
信了政府的宣传，真的以为是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策划了 2009 年 7 月 5 日的攻击，
而且他的很多同学都被这种宣传所洗脑。314另一位年青妇女告诉人权项目研究人员
，她母亲来美国看望她的一周时，她母亲大多时间是在网上看视频，特别是有关
7.5 的视频；她母亲将一个被中国政府禁了的视频下载到手机带回去了，母亲的一
位好朋友非常激动地冒着危险观看了视频。315
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特别是聚焦公立学校维吾尔语使用的讨论是维吾尔网站的另
一个“敏感”问题。在 2009 之后，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杜瓦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积极利用维吾尔网站倡导使用维吾尔语；例如，在 Misranim 网站站长时间
采访中讨论他的工作，包括栽培销售有机清真食品，以及合法建立一所维吾尔语言
308

受访者	
  1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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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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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卡姆系列早在１６世纪由叶尔羌汗国王妃阿曼妮莎汗记录；其形成可回溯至１１世纪喀剌汗
王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参看： Harris, Rachel 和 Yasin Muhpul. (2002) 维吾尔音乐. 突厥百科全书, 第6
卷，伊斯坦布尔： Yeni Turkiye, 542-9页. 引自： http://www.uyghurcongress.org/en/?p=476.
311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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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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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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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316阿布杜瓦力为先建起一所维吾尔幼儿园，开始在 Misranim 网站筹款，但
最终被政府摧毁，3172013 年 8 月，他因为其活动而被抓捕。

由 Misranim 采访的阿布杜瓦力阿尤普视频截屏

维吾尔人完全清楚在网上公开讨论的陷阱，因而他们找到了躲开审查的谋略；一些
生活在国外的网民告诉我们，当他们和在东土尔斯坦的家里人联络时，便使用暗语
；例如，当他们说热比娅卡德尔时，便使用“祖母”或“尊敬的妇人”，当他们将
政治避难过程时，便成为“考试”。这趋势和中国网络用户发展的用以讨论被中国
政府禁止话题是使用得替代词汇相似。318这不仅显示人们对无时不在审查的认识，
同时也显示网民的灵活性及在特定讨论中、对能够避开中国审查的信心。

316

Misranim 和阿卜杜瓦利阿尤普的访谈. (2012). Misranim via YouTube. 引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zAAai8HudE.
317

Lipes, Joshua. (2014年１月３１日). 被捕维吾尔语活动者的调查被延长。自由亚洲电台。引自：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anguage-01292014183031.html.
318
肖强. 草泥马词典：解读中国网民的抵制表述。中国数据时代。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The_Grass-Mud_Horse_Lexicon.

65

在中文网站及社交媒体上对维吾尔问题的屏蔽
中国审查制度研究人员发展了一套追踪社交媒体、网络删除含“敏感”词贴文，以
至什么样的指导被下达给了网站管理人员审查其所管网站的创意性机制，此类研究
主要聚焦中文网站，没有搜集涉及被搜索引擎屏蔽涉维吾尔人的词汇，也没有涉及
在维吾尔 BBS 论坛的删贴，及对维吾尔语网站的审查指导。对中文网站的审查揭
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和东土尔斯坦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审查限制维吾尔人的言论自
由权及有关东土尔斯坦的问题在中文网站的出现。
一个聚焦中文网站审查的实例，揭示了 2009-2010 年发生在东土尔斯坦的数据时代
悲剧。被屏蔽的微博为题的研究报告中，学者杰森·Q·恩（Jason Q Ng）展示了
Google 搜索在东土尔斯坦一段时间内的搜索曲线；319该图表显示 2009 年 7 月到
2010 年 4 月搜索结果为零。

同样的曲线图可以在中文网站复制；例如，下面的曲线图显示东土尔斯坦“历史”
搜索自 2005 年至 2013 年的相似性。320

319

Ng, Jason. 微博上的屏蔽：中国版推特上什么被禁止为什么。 (纽约: 新媒体, 2013). xi.⻚页 图引自
：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a&geo=CN-65&date=10/2008%2025m&cmpt=q.
320

Google Trends. 搜索: 历史, 地点=新疆, 时间段＝2008年10 月－ 2010年10 月 。引自：
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E5%8E%86%E5%8F%B2&geo=CN65&date=10%2F2008%2025m&cmp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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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显示对“历史”的搜索同样在互联网切断期间的显示为零。Google 搜索数
据反映的是全部居住在东土尔斯坦的使用中文者，无论其为汉人还是维吾尔人。占
东土尔斯坦 40%人口的汉人拥有更多的互联网网络资源，也是东土尔斯坦互联网
使用主体。然而，维吾尔人也同使用中文网站，特别是日益增长的汉语教育长大的
维吾尔年青人。
中文网站中和维吾尔有关的关键词也经常被屏蔽。微博屏蔽报告检视了新浪微博
150 个以上的屏蔽词条及上报审查的内容；其中有几条是和维吾尔有关；2008 年 4
月及 10 月在喀什和库车发生维吾尔人袭警事件之后，喀什和库车两城市名被中国
政府屏蔽；恩注意到库车再次于 2011 年 11 月起被屏蔽，喀什 2012 年初，大概是
因为另一起发生在 2012 年 2 月的暴力事件而再次被屏蔽。此外，中文的伊斯兰词
条也大概是因东土尔斯坦的紧张局势而被屏蔽。321这一切证实，中国政府对和维吾
尔有关褒义词条的审查使有关时事交流和宗教问题的讨论都不可能。
以追踪中国对互联网审查、总部设在柏克利的媒体监督机构《中国数据时代》搜集
了中国政府被禁词条和宣传部下发屏蔽搜索特别指示；这经常包括有关维吾尔的讨
论；最近，此类屏蔽紧随发生在东土尔斯坦的暴力事件；322例如，紧随 2014 年 5
月 22 日乌鲁木齐爆炸，全部网站被命令在主页突出显示 4 个有关反恐的标题；323
此外，《自由微博》网站，一个专用于留档被删除网文的网站、显示了被中国政府
删除的微博网文；和维吾尔有关的网文经常被删除留档，这包括了最近出现在网络
上的、描绘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官站在一位妇女的客厅、恶狠狠地手指地面上整齐排
列的书籍，图上对话是：“这不丢人，这是恐怖！她处于无名的恐惧。”324 这种
对中文网站、社交媒体贴文的限制屏蔽证实对维吾尔人的限制屏蔽不是仅仅在维吾
尔网站。对中文使用者、主要是汉人控制有关维吾尔的信息是中国政府的另一个目
的。
紧随 2014 年 3 月 1 日昆明刀刺事件的审查显示中国政府的不一致；恩在其“被屏
蔽的微博”部落格上分享了与事件有关被屏蔽的几个词条，如“恐怖分子 + 新疆
”、“新疆和昆明火车站”、“穆斯林和昆明火车站”及“维吾尔与昆明火车站”

321

Ng, Jason. 。微博上的屏蔽：中国版推特上什么被禁止为什么。(纽约: 新媒体, 2013). 172, 190.页
参看：中国数据时代。(2013年１２月１６日). 微真理: 新疆的惨烈冲突. 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3/12/minitrue-deadly-clash-xinjiang/;中国数据时代。(2013年１１月１２
日). 审查窟：新疆和田的攻击 。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3/11/censorship-vault-attack-hotan-xinjiang/; 和, 中国数据时代.
(2013年６月２７日). 真理部: 新疆暴力。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3/06/ministry-of-truth-xinjiang-violence/.
323
中国数据时代. (2014年５月２４日). 微真理: 乌鲁木齐攻击. 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4/05/minitrue-urumqi-attacks/.
324
参看例子: 中国数据时代. (2013年４月３０日). 河蟹档案：维吾尔家庭中的书恐怖。引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3/04/river-crab-archive-book-terror-in-uyghurhome/
搜索被微博屏蔽全部网文序列, 参看自由微博： www.freeweibo.com. 和维吾尔有关的被屏蔽次包括
‘新疆’、‘维吾尔’和‘东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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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火车站”词条却没有被屏蔽。325《中国数据时代》贴出了中国政府要求媒
体严禁对该事件使用“大标题”或发布图片的报道原则及要求媒体重复新华社警示
的指导。326人类学家杜雷·格拉蒂尼（Dru Gladney）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说信息
的缺乏将使对维吾尔人的标签化更趋严重。“限制信息交流，突显中国政府支持对
所有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的标签化。”327
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交媒体没有有关该事件的记事；3 月 3 日“茶叶国”记述“昆明
”是新浪微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328著名博客作家韩寒的一篇谴责恐怖主义，同时
“希望我们不要因此而仇恨整个一个民族和一个宗教”的博文就被二十万人转载。
329
一位辽宁本溪互联网用户说昆明事件加深了他对维吾尔人的偏见。330中国中央电
视台微博网页上一篇博文，截至 3 月 5 日在其讨论网页上吸引了 6000 多条评论，
包括呼吁理性的，也包括对维吾尔人语言攻击的：“维吾尔族是一群大胡子胆小鬼
！他们只会欺负弱者、害怕厉害的！”紧随昆明事件之后，一位维吾尔网民在维吾
尔人权项目网页上留言质问为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仇视言论没有被审查。331
昆明事件之后，一个以民族和解为目标的“我是新疆人”的标签网贴在新浪微博极
吸眼，几乎是点击最高的网贴，到 5 月 5 日星期三为止、事件过去四天之后，以超
过 22800 的喜欢和 1588900 个点评名列第 12 位。332网贴陈述：“我是一个新疆人
，是个无辜公民；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请不要盲目谴责我们；我们也痛苦，我们
也沉浸在悲痛中；我们也为昆明祈祷，祈祷亡灵安息，生者坚强。”这条网贴没有
被审查且被允许点评，尽管讨论发生在一个严格审查制度下，看起来似乎还是允许
中文网站有某种程度的民族问题讨论。
审查有关维吾尔内容不仅限于中国公司如新浪、腾讯。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公司
来说，服从中国法律是他们投资的一部分，西方公司也被影射审查有关维吾尔问题
325

Ng, Jason. (2014年４月３日). ３月１日昆明火车站刀刺案关键词’新疆‘。被屏蔽的微博。引自：
http://blockedonweibo.tumblr.com/post/78548250487/march-1-kunmingtrain-station-stabbing-keywordsxinjiang.
326
记者无疆界. (２０１４年３月４日). 官方审查对昆明火车站刀砍攻击报道。引自：
http://en.rsf.org/china-authorities-censor-coverage-of-04-03-2014,45949.html.
327
Jacobs, Andrew. (2014年３月４日). 中国官方试图从惨案转移人们的视线。纽约时报。引自：
http://www.nytimes.com/2014/03/05/world/asia/chinese-officials-seek-toshift-attention-fromrampage.html.
328
Lu, Rachel and David Wertime. (2014年３月３日). ‘人类的敌人’ – 中国辩论谁应该为昆明火车站
刀砍负责。’茶叶国。引自：http://www.tealeafnation.com/2014/03/enemies-of-humanity-china-debateswhos-to-blame-for-thekunming-attack/.
329
@韩寒. (2014 年３月２日). 新浪微博. 引自： http://weibo.com/1191258123/Az2jeiE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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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阿森纳曝ＡＣ米兰(2014 年３月２日). 新浪微博. 引自:
http://weibo.com/2155323955/Az4KIup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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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博客. (2014年４月３０日). 昆明事件给维吾尔人带来的网络暴力
http://chineseblog.uhrp.org/?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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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发现井号网文: 新浪微博. 微博我是新疆人#.新疆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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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要求在苹果产品上刻上“新疆独立”词条，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网页会
回复错误信息。3332013 年，苹果公司从其应用程序店中去掉了一个重要的、有关
西藏和东土尔斯坦的、包含中国作家王立雄所写书的应用程序。334近来，微软也因
为在其 Bing 搜索引擎中屏蔽被认为是“敏感”的词条而被责难；例如，在该网站
用中文搜索达赖喇嘛的名字，结果是严格审查后的词条，而且，仅在中国给予一个
审查正在进行的告知。335

维吾尔人在中国社交媒体
除了审查中文社交媒体中有关维吾尔人网贴之外，政府同时也对使用这些社交媒体
的维吾尔人进行严格审查程序并对一般用户也设置障碍；维吾尔人报告在登记使用
中文社交媒体是遇到歧视；即便是登记成功，不管网贴题目、使用语言，一概都被
审查；无视这些阻碍，维吾尔人还是经常使用中文社交媒体，包括 QQ 和 Q 空间
、人人网，特别是微信。
一位维吾尔网民报道了在人人网，非汉名字无法进行搜索。336例
如，对两个中文维吾尔名字“阿布杜许库尔”和“爱丽帕提”的
搜索结果就是零，也不给予任何审查告示；对上述名字的简化版
，即符合汉人名字典型两三字习惯的“爱丽”进行搜索，结果为
16438 条，显示非汉、多于汉人姓名三个字的都被审查。然而，
对“爱丽”的限于东土尔斯坦地域的相同搜索却显示如下错误信
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爱丽”的搜索结果不能显示
，”同时出现一个失望机器人图片。337这结果表明，维吾
尔人名长于三个字的被人人网社交媒体所审查。

当在人人网搜索维吾尔人
名时机器人图片和错误信
息同时显现

当在网上粘贴网文时，一些贴文随即显示，但另一些在公众看到贴文前要等待版主
的检查通过。一个活跃于人人网的维吾尔人网民解释道，在该网使用维吾尔人名，
将导致用户粘贴网文经历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滞后，以便网管审查；他解释说这并
不是简单的涉及翻译问题，中文、维吾尔人都同样；甚至中性的网贴，如音乐视频
链接也一样经历时间滞后，显然是不欢迎维吾尔人在该网粘贴。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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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en, Julia. (2014年２月７日). 苹果在中国刻ｉＰａｄ——如果词句不涉及政治。 LA Times.
引自：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apple-china-censors20140207,0,2377786.story#axzz2suXLWI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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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fire.org. (2014年２月１１日). Bing全球范围内实施中国审查。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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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2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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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网的搜索是在 Washington, DC 于 2014 年１月１３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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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12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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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维吾尔人不仅是在粘贴网文时经历艰难，甚至在登记时经历很多的挑
战。一个住在湖南的维吾尔网民在其博文中讲述了申请微信帐户时遇到的歧视；当
他申请帐户时，他被要求提供超常个人信息，在他的申请被拒绝后，他被告知他将
永远不能在此网站申请帐户。339
甚至一些自称能自由地在中国社交媒体粘贴网文的维吾尔人，网文也被经常删除；
一个为此报告接受采访的、在新浪微博上活跃的维吾尔网民说他的网贴和评论经常
被删除；任何评语在两三天之内被删除，伴随一个警告是否事关国家安全的暗示；
例如，他在新浪微博上对来自维吾尔在线博客莫塔利普·伊敏网文的评论全部被删
除；他也在 2013 年 10 月粘贴了有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的网贴，并将
在中国未进行报道的国外内容加于链接，网贴同样被删除。340
微信因其瞬时通话功能，为此报告受访者都觉得，相比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微信更
难于审查；因而用户可以说他们无法在微博和论坛粘贴的内容。341例如，2013 年
10 月天安门吉普车冲撞之后，一个维吾尔人在北京被赶出了宾馆，他利用微信将
此事告诉了他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然而，将相同遭遇登在社交媒体的人发现，不仅
贴文被删除，连帐户也都被封。342无论如何，其他微信用户报告，如果一个用户在
其他社交工具如 QQ 或“微信”上书写敏感词包括‘民族’或‘暴徒’他们立即就
会受到警告。343另一位维吾尔受访者讲述说她没有能够将维吾尔语的图片上传到人
人或微信上；例如，当她看到人人和微信上张贴有歧视性招工启事写有“不要少数
民族”，她想转贴却不被允许。344
2014 年 5 月中国政府宣布的针对即时信息包括“微信”的运动将即时信息作为了
特别目标；政府宣布了特别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即时信息联络的计划，大
概是作为对月初发生在乌鲁木齐爆炸案的对应；345和田官方在 2014 年 5 月宣布微
信在该县被关闭；346微信以前也曾在 2013 年 8 月因为警察射杀无辜维吾尔青年而
在离此不远的汗伊热科关闭。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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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story.ap.org/article/china-cracks-down-instant-messaging-services.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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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审查，维吾尔人任何时候都在使用中国社交媒体证实自己的民族身份；最近的
一件事例和象征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身份的花帽（圆形或方形的）有关；2009 之后
，维吾尔人发起了一个促进了解维吾尔文化的花帽节，这一天大家都要头戴花帽庆
祝自己的文化；花帽节主要通过维吾尔网站和中国政府媒体宣告；348在过去的几年
，官方支持似乎在消失，而学生却通过社交媒体使传统持续。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
为此报告受访维吾尔学生回忆 2013 年 5 月前，学生们通过微信散发有关花帽节信
息；第二天，老师警告学生不许带花帽来上课；学生聚集在外面抗议后被学校领导
审讯，并被警告入学生继续在网上传播信息，不仅他们，包括他们的家长也都将被
惩罚；结果，全校被迫每天多做一个小时的体能训练一周及花帽留在家里；349一位
来自伊犁的受访学生说知道网上传播消息之后，他们校长直接禁止他们班学生带花
帽。350另一位来自乌鲁木齐受访学生陈述 2013 年 3 月 20 日他带花帽的计划正好和
诺茹孜节巧合；得到消息的老师警告他们如果不将他们的花帽留在校外的话，他们
将被禁止进入学校。351
全面的针对性的审查，从登记帐户、名字搜索、到粘贴博文、到删除粘贴博文，到
最后使用对话服务到分享信息，凸显维吾尔人面临极其严厉的根本是歧视性的过滤
审查；尽管行使歧视的不总是政府、而是中国社交媒体私人公司，但这些公司最终
是要向政府负责的；因而，中国政府制造了一种中国互联网公司歧视维吾尔人不仅
合法，而且认可为“好的做法”的环境；社交媒体的价值不仅是为维吾尔网民相互
交流提供平台，而且同时也将维吾尔人放置在广大汉人听众前。无视对他们的粗暴
歧视，维吾尔人继续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说明了社交媒体技术的强势和影响力。
全面的针对性的审查，从登记帐户、名字搜索、到粘贴博文、到删除粘贴博文，到
最后使用对话服务到分享信息，凸显维吾尔人面临极其严厉的根本是歧视性的过滤
审查；尽管行使歧视的不总是政府、而是中国社交媒体私人公司，但这些公司最终
是要向政府负责的；因而，中国政府制造了一种中国互联网公司歧视维吾尔人不仅
合法，而且认可为“好的做法”的环境；社交媒体的价值不仅是为维吾尔网民相互
交流提供平台，而且同时也将维吾尔人放置在广大汉人听众前。无视对他们的粗暴
歧视，维吾尔人继续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说明了社交媒体技术的强势和影响力。

海外维吾尔人的网络安全
除使用长城防火墙屏蔽举办有中国政府认为是“不适合”内容的海外网站外，中国
窒息对他批评的另一种方法是网络攻击，即攻击或消除中国政府不喜欢的网站或内
容，或者是破坏维吾尔活动分子使用电邮和网上活动；网络间谍从其本质是隐秘的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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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也不公开他们网络攻击海外维吾尔活动分子运动；无论如何，来自中国
的攻击显示，或者是政府自己在赞助网络攻击，或者至少，中国政府在为那些发动
网络攻击者提供庇护所。
如热伊汗的研究记载，海外维吾尔网站涵盖了在中国被禁止的各种不同内容及讨论
题目，特别是那些以宗教和政治为中心的网站；此外，海外维吾尔活动分子为抵制
中国虚假信息、使用电邮和社交媒体进行联络和工作；特别是，为维吾尔权利呼吁
的网站，经常成为中国网络攻击、骚扰的目标；最近的，2014 年 1 月伊力哈木土
赫提被拘捕后，维吾尔在线闪烁着如下信息：“我们处于持续的 DDoS 攻击，网
站很快将恢复！！”击，网站攻击，或称为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用洪水般的信息服
务要求最终将网站瘫痪。

维吾尔在线因为遭遇 DDoS 攻击而关闭时的视频截平

近年来，海外维吾尔网站报道了几次遭遇网络攻击，特别是 7.5 之后。例如，发生
在 2012 年对美国维吾尔协会及维吾尔人权项目网站的攻击，网站被迫关闭两周；
此前，2010 年 12 月网站也遭到过攻击；规律性的，来自中国的网络弱点扫描者登
陆美国维吾尔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网站，企图使网站瘫痪；维吾尔人权项目网站
网管屏蔽邪恶意图行为的 IP 网址，被屏蔽的持续增长 IP 网址已经达到了 200 多；
绝大多数 IP 网址发现源于中国；实际上，防范网络攻击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网管的
主要责任；维吾尔人权项目网站不是唯一一个遭遇网络攻击的维吾尔活动分子网站
；2009 年底，世维会网站被网络攻击摧毁，在 7.5 两周年之际，世维会网站再一次
被 DDoS 网络攻击瘫痪。352
最近的对美国维吾尔协会网站的 DDoS 攻击发生在 2014 年 5 月 21 日，乌鲁木齐
爆炸案发生前一个小时；网站服务商告诉我们域名又一次遭遇了 DDoS 攻击，为
避免其他客户延长的瘫痪时间及保护服务商美国维吾尔协会网站将被关闭；美维会
工作人员联络服务商，向他们讲明在目前危急时刻，网站运行对维吾尔社团的不可
或缺作用；4 天之后，运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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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人大会. (2011年７月１日). 世界维吾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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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自中国发起的针对西藏活动分子的大规
模网络攻击；被称为“鬼网”的调查，包括为获得中国对西藏活动分子网络攻击的
技术和方法参数，黑客劫持网络攻击者；伴随研究，科研人员发现了针对维吾尔人
的相同攻击，特别是那些人权活动分子；353两个电脑公司主要研究维吾尔被攻击；
俄国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Kaspersky 实验室和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网络安全公司
Alienvault。
Kaspersky 电脑实验室分析了 2012 年针对维吾尔群体的一组攻击；354维吾尔人作为
高调使用苹果机子的用户，且维吾尔活动分子大多数都使用苹果，被以苹果为目标
设置的 APT 攻击；355攻击是用维吾尔语写的，还携带劫持用户系统的附件；
Alienvault 发现这些攻击是此前对藏人攻击的升级版，这次是针对维吾尔人。356
2013 年，Kaspersky 和 Alienvault 发布了针对维吾尔人新一轮网络攻击的信息；钓
鱼电邮利用了微软为苹果发展办公软件的技术弱点；受到攻击电邮的用户，被要求
下载和他所从事维吾尔人权事务有关联名称的附加文件，如以英语“被驱逐的维吾
尔人”和“““的维吾尔人”和“，”维吾尔语的“喜讯”357 Kaspersky 主要道
2013 年 1 月和 2 月显著增长的攻击；一旦进入用户的系统，攻击者很快取得用户
联络信息，进而转入更高一级目标。358
2013 年 4 月，另一危险降临：这次是非常熟练的被称为 0day 的病毒，又一种针对
Adobe 弱点的钓鱼式攻击。在使用的 PDF 文件中诱惑维吾尔苹果用户的文件通知
在维吉尼亚将举办诺茹孜庆典，及要求为国外维吾尔组织募捐设想。359
被长城防火墙屏蔽，然而，这些海外网站还是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或者至少
使针对他们的攻击由中国不受惩罚的发起；因而，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网络攻击，
揭示中国信息控制机构，为了限制任何凸显有关东土尔斯坦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的信
息，手伸得有多长。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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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建议
对中国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鼓励就维吾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网上言论自由气氛，确保维吾尔、
汉人间理性、公开的讨论。
正如中国政府在其国际和国内义务承诺的，将中国和东土尔斯坦的互联网法规和国际
上关于保障自由寻求、接受和使用信息法规接轨。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划清针对维吾尔网络活动管理法规实体，给予在东土尔斯坦网络
言论自由可行公开框架。
释放全部和中国政府法规不符的、因在网上表达观点而被抓捕维吾尔人，特别是 2009
年 7.5 乌鲁木齐骚乱之后抓捕的网站版主和博客作家。
停止对和平抗议中国政府在东土尔斯坦政策人士以刑事罪名判决，如谣言制造者、分
裂主义、危害国家安全及煽动民族仇视。
投资宽待覆盖更多行政乡村，使费用和兵团及城市同一水平，拓宽移动覆盖范围，保
障东土尔斯坦汉人和维吾尔公民同等的网络使用权利。
撤销对提供维吾尔语信息由维吾尔活动分子举办网站的禁令，如对美国维吾尔协会、
维吾尔人权项目、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及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令。
停止屏蔽以鼓励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理解为目的的维吾尔在线网站，允许该网站在中
国运行。
停止实施对有关维吾尔人关键词，特别是针对维吾尔历史和宗教的过滤审查。
停止屏蔽维吾尔人在网络及其他论坛对影视的评论。
结束对有关维吾尔人重大新闻故事的审查；停止选择性、特别是对加深汉人对维吾尔
歧视的仇恨言论的放任；起诉那些使用暴力仇恨言论攻击维吾尔的人。
在原有域名，恢复全部被删除的维吾尔网站，包括 Diyarim、Salkin、Xabnam 和
Orkhun。
针对中国公司，实施严格的“反对歧视”政策；这些服务商必须允许维吾尔人登记、
粘贴并像汉人一样搜索他们的名字；禁止中国公司选择性的拒绝维吾尔人使用中文社
交媒体及全方位参与这些媒体。
恢复以鼓励文化交流为目的花帽节，且允许网上宣传该节日。
停止鼓励网络攻击或庇护针对维吾尔活动分子的攻击者；惩罚网络犯罪。
停止任何区域性或地方性互联网切断，允许维吾尔人中的公民记者报道现场事态发展
以便对复杂问题提供平衡报道。
停止在中国和东土尔斯坦网吧针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性实践。
利用互联网鼓励生机勃勃丰富多样维吾尔知识环境，使维吾尔人能够就他们的条件和
中国境内其他人及海外进行交流。
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52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之规定，即保障
言论、聚会、结社之自由和游行示威的权利。
签署通过《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以国内法形式实施 19 款和 22 款提供之
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
以《世界人权宣言》19 款和 20 款所含国际标准为依据，保障网络言论和结社之自由。
签署通过《国际全面禁止种族歧视公约》并通过国内法形式实施该法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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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遵守特别保护互联网言论自由的联合国 A/HRC/20/L。13 决议规划标准。
尽《儿童权利公约》之 13 条规定义务，以及尽《全面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规定之保
护妇女不被歧视之义务。
允许特别报告员访问调查东土尔斯坦互联网言论自由状况，及评估对表达自由、观点
自由和民族问题讨论的鼓励和保护情况。
实施 2011 年《特别报告员对联合国大会有关在互联网表达自由、观点自由权利之实施
特别报告》的建议，特别是在报告 81、82 和 83 段的有关浏览内容之措施。
实施 2011 年《特别报告员对联合国大会有关在互联网表达自由、观点自由权利之实施
特别报告》的建议，特别是报告 69 和 84 段建议的涵盖在互联网限制内容部分。
实现《全面消除针对宗教和信仰的不宽容和歧视公约》之第一条宽，《对属国家、民
族、宗教和语言少数者的权利公约》第二条。

对有关政府的建议：
•

•
•
•
•
•
•
•

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中，在不因“经济现实”而降低对中国人权
践踏谴责的前提下，强调互联网限制问题；呼吁中国政府保障维吾尔人在互联网有效
探讨的同事、和他们进行真实有意义的协商。
促使中国官员建立反射国际人权标准的互联网管理法规，保障维吾尔人享受自由寻求、
接受和传递网络信息。
通过立法禁止在中国的他国公司审查互联网内容、或者出售技术给中国以用于审查。
在东土尔斯坦首都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以便近距离观察该地区人权状况。
在国家外交部设立“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
通过立法表达对东土尔斯坦互联网言论和结社自由状况的关切，特别要强烈谴责对维
吾尔人人权的践踏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
通过包括了保护维吾尔人网络自由寻求、接受并使用信息之权利的“维吾尔政策法”
并依法要求调查对维吾尔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迫坏。
在会见中督促中国官员遵守国际义务保护维吾尔人人权，保障维吾尔人在一个健康、
公开的互联网空间可以探讨复杂的维吾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并无条件释
放全部因为和平表达不同于政府的意愿而被抓捕政治犯。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
•
•

加强联合国系统对有关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
务，以使其达到国际标准的言论和结社自由。
督促国际社会努力制止网络审查，并努力工作落实联合国保护互联网用户自由地寻求、
接受和传递信息之法规。
要求联合国最高人权理事会公开表达对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信
息实施限制的关切，并督促中国政府对其管理互联网的监督机构进行审议和改革以符
合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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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派遣观察员，，尤其是关注观点和表达自由，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保障其
不受阻碍地自由访问东土尔斯坦维吾尔社区，公正评估中国对其国际义务的实施情况，
以保护少数民族的言论和结社自由
在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标准、尽其义务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前提下，批准联合国机构
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多边援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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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鸣谢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全部不惧中国审查威胁、勇敢站出来讲述他们在东土尔斯坦及其
他地方遭遇互联网限制的个人，表达深深的谢意；人权研究依赖的是这些勇敢者，
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对那些帮助安排采访的维吾尔人，在此一并
，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
为确保本报告有关东土尔斯坦互联网限制陈述的准确、客观，很多人辛勤劳作。
本报告作者借此表达对人权项目主任阿里木.斯伊托夫极其宝贵的工作指导和其丰
富的人权知识经验。我们同时表达对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
，及对其在维吾尔语言和中文资料搜索方面的帮助。
此外，两位维吾尔人权项目实习生对此报告的完成投入的时间，对报告的成功极其
重要。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报告审议者；Sue Gunawardena-Vaughn、Jason Q Ng 及迪利努尔
热依汗，对他们对本报告第一稿进行审议期间的犀利眼光、有见地的评论一并表达
我们的谢意。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前维吾尔人权项目志愿者 Mr. Michael Chen 的翻译协助工作表
达谢意。维吾尔人权项 目又希望对本报告中文版编辑者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及祖
拜拉.夏木希丁女士表达谢意。
最后，维吾尔人权项目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对东土尔斯坦
自由、民主、人权始终如一的支持，保障了维吾尔人民总是拥有一个表达他们关切
和问题的平台。
Henryk Szadziewski, 高级研究员, hszad@uhrp.org
Greg Fay, 项目管理员, gregfay@uhrp.org
Phone: +1-202-478-1920
原英文版发表于 2014 年 6 月， 中文版： 2016 年 6 月 29 日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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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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东土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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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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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东土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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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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