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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之所以为“新”，就说明自古以来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

史。新疆当地老百姓对汉人的统治一直不服，分离运动没有停止过。  

新疆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国将建设新疆成中国的能源基地与能源的国际大通道，

新疆也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加上其地理位置，这些都是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中国对新疆的统治手段，建立自治区是骗局，主要是同化与铁腕。同化是汉族的大量移

居，压抑宗教信仰与维吾尔族文化。生产建设兵团是它的重要依靠力量。铁腕就是残酷

镇压维族人民的反抗。但是从中共建国到现在，维族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目前东土

分离组织除了向中国政府宣战，还加强宣传，争取年轻人。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政

策，尊重人权与信仰自由，所谓和谐只是流血。  

（一）自古以来新疆不是中国领土  

中共、对其所要染指的土地，或反对所谓的“分裂国家”，其最大依据是“XX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领土”。但是中国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清楚，它的所谓“自古以来”的“古”是从哪一年

算起，算不出年，算哪一世纪也可以，为何说不出？还不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吗？

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马来亚的领土，1965年宣布独立；东帝汶自古以来就是印度尼西亚

的领土，2002年也独立了；还有科威特、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这些都是上一世纪或本

世纪重划“自古以来”的版图而宣布独立，科索伏也即将独立。可见“自古以来”并不是“统

一”的铁定依据。  

以此来看新疆问题，也是如此。新疆之所以为“新”，就说明自古以来并不是中国的领土

。从历史上来看，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史。当地原来民族繁多，后来才逐渐被

称为突厥和回鹘。在2003年5月26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白皮书也承认，“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

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 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

，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但是汉人进入当时称为“西域”

而现时称为“新疆”的地区，并非说明那个地区就是汉人的领土，否则现在有中国人移居

的地区岂非未来都该是中国领土？即使成立西域都护府，也只是说明汉人想把那里据为

己有，但是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每逢中原出现乱局，西域就一定反叛，与“中国”互相

攻伐，战争联绵不断。否则没有公元73年的班超出使西域，使用绥靖和镇压两手，到94

年才平定西域，公元102年班超回到中原，前后长达29年。班超成了汉人中的民族英雄，

却是西域人的刽子手。  

类似的战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朝代。著名的有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公元750年击败石

国（今中亚的乌孜别克、塔甚干一带），但是第二年被石国联合大食帝国（阿拉伯）大

败。宋朝根本无力进入西域，在西夏（宁夏、甘肃一带）就被挡住了。公元1218年开始

，成吉思汗开始攻打花剌子模，三、四年后灭之，开始占领现在的新疆地区，直达印度

边境。但是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被中国当作异族，所以新疆并非在中原汉人统治之下。  

明朝忙于应付瓦剌（新疆北部）和鞑靼（蒙古），无力在新疆拓展武功。清朝统一中原

时，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也日渐强大，入侵青海、蒙古等地，康熙（1662~1722）年间开始

征讨，到乾隆年间因为准噶尔内乱才加以征服。但是1820年、1864年不断发生维吾尔人

的叛乱，经过左宗棠的大屠杀，到1878年才压平叛乱。1884年（光绪10年）设新疆省，

距离现在才一百二十多年。  

民国成立后，新疆在1931、1933和1944年都发生过叛乱。其中1933年在喀什建立了“东土

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在伊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些分离主义活动

后来也都遭到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极左政策，使分离主义活动死灰复燃

，90年代后声势更大，以致中共要以“恐怖主义”为名，在国际上将之孤立，并且出版这

本白皮书对世界进行“解说”。  



从以上重要历史事件看，新疆当地老百姓对汉人的统治一直是不服的，一有机会就反抗

，因此一直是中国的“边患”。“新疆”之名至今不改，正是说明它是中国新的疆土，根本

不是中共一厢情愿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否则何不改名为“旧疆”、“古疆”或“老疆

”？而汉朝开始在新疆的屯田，到中共“解放”新疆初期的屯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

是军屯的形式，更说明新疆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统一和分离彼此争夺的地区，因此有强烈

的分离主义情绪并不奇怪，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二）新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  

1949年10月，共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由王震率领进军新疆，改编投诚的国军陶峙岳部

与“伊宁民族军”（原来苏联与中共支持下的叛乱部队），担任新疆省委书记、新疆军区

副司令员兼政委（司令员由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兼任），王震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疆王”。

不但镇压国军的反叛部队，而且肃清乌斯曼等反共游击队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手段残

酷，维族人对王震又恨又怕，民间传说小孩听到“王胡子”不敢夜啼。  

中共稳住统治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沿用王震的汉化、屯兵与铁腕政策

。向新疆大量移入汉人，并且成立以汉人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以稳定政治、经济、军

事局面。  

文革期间，新疆与其他地区一样陷入“内战”，但是主要发生在汉人内部。新疆以对党委

书记王恩茂的造反还是保卫分成两大派。文革武斗有起源于新疆之说，即1967年1月初毛

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军

队支持，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检讨对新疆的极左政策，这个情况与西藏类似。这个

问题刚刚提到日程上，双方还来不及好好沟通，北京就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

判胡耀邦而再度转为铁腕的镇压政策。2001年的“九一一”以后，中国接下国际反恐怖主

义的旗号，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大事镇压，黑手还伸出到国外，尤其是前苏联的中亚地

区，使新疆表面上呈现“稳定”局面，但是分离的暗流并未停止。  



新疆的地理位置紧靠中亚西亚，在中国、俄国、中东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成了中、美、

俄三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中心地带，自从出现凯达恐怖份子以来，由于新疆西靠中东北邻

前苏联中亚地区，都是穆斯林聚居国家与地区，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更是国际政治、军

事的焦点。  

中共常常吹嘘中央政府如何支持新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却是新疆对中国做出了重大贡

献，在中国的政权巩固与现代化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新疆的分离问

题成为中国议事日程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新疆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1951年创作的歌

曲《新疆好》对新疆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

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麦穗金黄稻花香啊，风吹草地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

金银遍地藏。”因此除了煤铁、稀有金属、和阗玉等等矿产外，马、羔羊皮、羊毛、纺织

用棉花，吐鲁番的无核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都是著名特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现在成了中国的能源重要基地与能源大信道。1954年发现的克

拉玛依油田，在《克拉玛依之歌》里被喻为“大西北的宝石”，是中共建国后发现的第一

个大油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还没有开采的时候。新

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200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新疆具有非常好的能源资源优

势，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蕴藏丰富，煤炭资源预测储量占全国的四成，它的巨大潜力

和优势很快将会凸显出来，新疆将建设成中国特大型煤电煤化工基地。”（注一）  

国务院2007年11月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新疆将“实施

面向中亚的扩大对外开放战略，建设成中国向西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进口能源的国际大

通道”。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委政研室的学者张建锁指出，“进口能源的国际大通

道”指的是在已经投产的中国和哈萨克原油管道，以及“西气东输”一线的基础上，进行更

进一步的相关建设。这包括：适时兴建“西气东输”二线、合作建设中国哈萨克天然气管

道、推动第二条中哈输油管道建设。同时，提高新疆连接外国的公路运输能力，并加快

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铁路的衔接。（注二）  



对中国来说，更加不可替代的是，在新疆的大戈壁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罗布泊，这是中

共的核试验基地，从1964年到1996年共举行了45次核试验，（注三）奠定了中国的核大

国地位。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罗布泊，就没有中国的核武器。而新疆承受了影响深远的

核污染，为中国做出重大牺牲。  

由于新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极其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自然要全面控制，残

酷压榨。  

（三）中共统治手段  

 

中共占领新疆以后，对新疆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软者是成立“自治区”的欺骗手段，而

主要是同化与镇压手段。  

一、汉化政策  

从人口构成可以看出汉化政策。白皮书在前言中写道：“据2000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

万人，其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为1096.96万人。新疆现有四十七个民族成分，主要居住

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

、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新疆既然是维吾尔族自治

区，我们就看看汉族与维族人口比例的变化。  

1954年11月1日，中国政府的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这应该

是中共建国后首次的全国人口调查，目的是为了全国第一次的“普选”，也就是在1954年

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并通过第一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公告宣示，调查的标准时间是1953年6月30日24时。当时新疆省人口是4,873

,608人，维吾尔族3,640,125人，（注四）“分布在新疆省境内，以南疆为主要地区”。（注

五）这时的维族人口正好占新疆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三。而根据中国在1980年出版的《辞

海》所提供的数字，维吾尔族占全新疆自治区人口的五分之三，其他才是汉族和其他民

族的人口。四分之三变为五分之三。可见汉人入侵之快。  



也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新疆全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749.77万人，占总人口的

40.61%，各少数民族人口1096.49万人，占总人口的59.39%。也就是说，整个少数民族才

占人口的五分之三，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已经下降，维族总人口是839.94万人，只占新疆

总人口的45%，半数都不到，只比新疆的汉人多90万人。而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80.23万人，增长了31.6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0.34万人

,增长了15.89%。少数民族不受一胎化的限制，汉族则要遵守；文革结束后还有一批当年

支持新疆建设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上海等地，可是汉族人口的增长还是大大超过少数民

族，可见仍有大量汉人从其他地区移居新疆。  

而根据2005年的新疆人口1%的抽样调查报告，汉族人口为798.03万人，占总人口的39.74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10.12万人，占总人口的60.26%；维族人口897.67万人，占总人

口的45.73%。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49.04万人，增长了6.5

5%；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13.16万人，增长了10.32%；维族人口增加57.73万人，增长

7%。汉族人口增加快速没有问题，因为可以从其他省份移入；但是五年里维族人口增加

7%，其他少数民族更增加一成，是不是太过份了？何况维族人也要被迫“  

计划生育”。（注六）由于这是抽样调查，准确性自然不如人口普查， 怕是当局为掩饰

汉化政策而制造假数字，这是中共的拿手。  

中国在新疆的干部政策、教育政策也实行汉化政策，并且压制信仰自由加速汉化政策的

实现。  

首先是所谓民族区域自治，那些自治区的维吾尔族领导人，只是中共享来点缀“自治”的

政治花瓶。1954年开始长期出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的赛福鼎，原是苏联共产党员

，后来转关系成为中共党员，（注七）但是一样没有实权。他的前任，后来长期担任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另一个维吾尔族人包尔汉，1933年在苏联参加革命组织，然后回

新疆，1949年参与“和平起义”后由王震介绍加入中共。（注八）不知道在他心目中，上

帝的使者是莫哈默德还是毛泽东？由这些人担任自治区主席和伊斯兰教的负责人，哪里

会有什么自治和信仰自由？也因此激发后来的分离主义运动。但是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区



别，中共开始重用包尔汉，但是文革初期，包尔汉被中共囚禁，1968年毛泽东出面保赛

福鼎，他甚至出任新疆第一把手，采取温和政策稳住新疆。文革结束后，他被架空出任

京官，新疆逐步恢复王震的强硬路线，加强控制和加快同化，新疆的文化、风俗、宗教

更是被迅速侵蚀了。  

教育政策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2001年8月31日“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学习班”在新疆伊

斯兰教经文学校开班，该班居然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纳入教学章程，是内

地宗教界首次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纳入学习课程。（注九）“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经

文，中共把它变成为伊斯兰教经文，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新华社还直言不讳报导说：“新疆大学自1999年起，强化汉语教学，对全校性公共课、基

础课、大学基础课和部份专业课实行汉语授课。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据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心愿和要求

。”（注十）问题是少数民族为何有这种要求？因为经济命脉掌握在汉人手里，优先聘用

汉人，少数民族失业率高，非得要“汉化”才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学习汉语是被迫，不是

自愿。在这情况下维吾尔文自然成了弱势语言而会逐渐被淘汰。这哪里是自治和对少数

民族的尊重？  

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官方的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焚毁了百余册匈奴简史和维

吾尔古文学，以及三万余册《古代维吾尔手工艺》。1988年出版的《古代维吾尔手工艺

》摘录有可兰经经文，被视为宣传分离的宗教信仰。当局否认烧可兰经，但是没有否认

烧掉这些书籍，这也是要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举。（注十一）在“九一一”之后，北京当局

还规定未满18岁者不得信教，不得礼拜。这项规定是要从根子斩断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的关系，是对维族人宗教自由的严重迫害。此外，还要求新疆清真寺的阿訇每天汇报来

寺礼五番拜人员的情况，包括人数、年龄、性别、是不是干部等。这种监控，对于维吾

尔人到清真寺礼拜，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分化了清真寺阿訇与穆斯林

的关系。（注十二）  

二、生产建设兵团  



谈到新疆的发展，必然要谈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共媒体的介绍，它成立于195

4年10月7日，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年，可以说，它是在为成立自治区打基础

。当时兵团建制归新疆军区。文革期间新疆内部混乱，兵团经营处于崩溃状态而在1975

年被解散，还给地方；到1981年在王震力主下恢复。现在是中央直属单位，也是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享有计

划单列市的各项经济管理权限。兵团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林牧渔并举

、工交建商服综合经营、科教文卫体全面发展的特殊组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党政军

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和大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领导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  

目前兵团下设14个师（其中包含1个建筑工程师）及185个农牧团场（其中包含11个建筑

工程团），插花地分布于自治区全境，位于1950年以前的荒地。2003年兵团总人口大约

为248.0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约218万。  

兵团的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占新疆总面积的4.47%，约占全国农垦总面积的五分之

一，是全国农垦 大的垦区之一。兵团有耕地面积1072.76千公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916

.25千公顷，己初步形成了规范化的现代的大农业体系。主要经济作物单产水平均居全国

前列。2001年兵团棉花总产63.89万吨，约占全国六分之一，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棉基

地。  

兵团工业己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能源和基础工业相配套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拥有纺织、食品、造纸、皮革、钢铁、煤矿、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门

类。兵团拥有勘测、设计、施工一条龙的建筑、安装施工队伍，在国内外承建铁路、公

路、水利水电等大型建筑工程。  

兵团商贸流通业发达，批发、零售和饮服网点设施遍布全疆和内地各省市。兵团与世界

上6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拥有各类出口商品基地170多个，经营34大类l00多个

商品的出口业务。  



兵团的“国界线”长5700千米，其中与蒙古国交界1416千米，与俄罗斯联邦交界54千米，

与哈萨克斯坦交界1753千米，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096千米，与塔吉克斯坦交界457千米

，与阿富汗交界92千米，与巴基斯坦交界599千米，与印度交界233千米。（注十三）  

兵团作为新疆的“国中之国”是显而易见的。从人口来说，已经占了全区人口的13%，而

且还是人口中的“精华”，也就是强劳动力。而 大的问题是它的民族构成，根据调查数

字，兵团中的汉族人口218.77万人，占兵团总人口的88.2％；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兵团总

人口的11.8％。也就是说，全自治区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兵团里，那是一股抗衡“

民族自治”的重要力量，不但平时发挥作用，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更是发挥“稳定”的作用

，包括可以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  

所以中国官方承认：“兵团作为新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

、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

的联防体系，近五十年来在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

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注十四）但也有许多人把它看

成一个“四不像”的怪胎--

“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注十五）  

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农牧团场人口占到了兵团总人数的74.71％，为185.31万人，多从

事种植业、畜牧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而非农牧团场人口只占25.29％。但是

新疆许多重要企业和工业资源，却都为兵团所占。以2006年计，兵团就有13家上市公司

，占整个新疆上市公司29家的43.3%。（注十六）中共不断为兵团注入新的资产来壮大这

个“国中之国”，然而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企业的效益低下，并不能完全达到投入的预

期目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政府的包袱。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不是铁板一块。根据2005年8月号香港《动向》杂志披

露，6月至7月中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持续爆发20万人的大规模抗争，北京虽以军纪和

金钱暂时平息抗争，但当年以政治口号号召青年到边疆成立的建设兵团，在政治思想工

作失灵后，北京只能不断开出支票安抚，能否兑现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6月开始的这场



抗争中，10多个团场、20多万兵团成员、眷属包围并攻击了阿克苏机场、新和军用机场

，当时驻军多次对空鸣枪警告。骚乱中有220多人负伤、7人死亡，他们是在冲击兵团团

部时负伤的，其中也有兵团成员自焚、饮弹自杀抗争造成的。  

事发后，北京方面先后派出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等12个工

作组，到各兵团进行安抚工作。到了7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带来20亿元人民币的慰

问金，并保证每年增拨8.6亿人民币做为兵团特殊岗位津贴，且下令落实在兵团工作10年

后可返回原籍城市安家的承诺， 后才平息骚动。  

兵团内部的反叛力量，未来会不会与分离主义势力结合，是可以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

种族、文化、信仰的不同与隔阂，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会削弱中国的统治，因此

一些“智囊”不断献策如何加强兵团。  

三、镇压与反抗  

根据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炮制出来的内部报告“国家利

益高于一切--

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综合报告篇报告之二，“1950~1995年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

历程”透露，在中共统治新疆期间，被中共残酷镇压的重大抗争事件有以下情况：  

时间名称地区定性  

1946.1～1951.9乌斯曼为首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0.7.24～8.16伊宁热合曼诺夫为首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0.8.18～12.26昭苏驻军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1.10.28巩留县马力克阿吉、塔里木为首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4.12.31和阗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3.9～11墨玉县巴海大毛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5.4洛浦县阿不都·卡德尔哈日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5.24英吉沙县吉力里哈日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7.4.15和阗县海里其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5～1959富蕴县加米西提汗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5～1959.4富蕴县哈力曼、居开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0.17哈密县天山区二道沟艾力库尔班、色衣提哈木提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0.21～23乌苏县丹增嘉木措为首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2.9～11拜城县以艾山·阿力甫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2.5.29伊宁“5.29”边民外逃事件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8～1970.3“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集团案南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9.8.20喀什、麦盖提以阿洪诺夫为首反反革命武装暴乱  

南疆外逃  

1980.4.19阿克苏“4.9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1.1.13叶城“1.13”闹事骚乱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1.5.27伽师县反革命武装暴动南疆反革命武装暴动 

1981.10.30喀什“10.30”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5.12.12乌鲁木齐“12.12”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1988.6.15乌鲁木齐“6.15”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1990.4.15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暴乱 

1991沙雅50万元抢劫案南疆政治性动乱 

1992.2.5乌鲁木齐“2.5”爆炸案北疆政治性动乱 

1995.7.7和阗市“7.7”严重打砸抢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95.8.14伊宁“8.14”非法游行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注十七）  

上述的“报告之三”是“1997年：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更加严峻时期”，报导该年的重大反

抗事件有：  



1997.2.5～9伊宁数百人（最多到一千人）严重骚乱，是近年来 严重事件。 

1997.2.25乌鲁木齐市发生三宗公交车系列爆炸案。  

1997.6月下旬，伊宁市发生数宗破坏通讯实施与暗杀事件，并袭击公安警车。由于当局破

获“暴力”及与摧毁地下武器库，“七一大干”计划失败  

1997.7月上旬，霍城县一名维族的“优秀共产党员”被杀。（注十八）  

报告分析分离主义势力的新动向与特点是：  

1.组织更加严密；  

2.分裂组织的能量和分裂活动的规模、范围扩大；  

3.分裂组织成员日趋知识化、年轻化和多元化；  

4.暴力恐怖活动向武装对抗转化；  

5.军事上内外联合，扬言要施行武装割据；  

6.中亚三大分裂组织联合，筹划与西亚的分裂组织联合，政治与军事结合成为首要战略选

择。（注十九）  

这是观察新疆分离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国当局的无情镇压，因此这份报告中的“1999年：科索沃危机后新疆反分裂斗争形

势的新变化”，虽然认为民族冲突与宗教纷争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直接原因，人权

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已经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奉行的国际新法则，并且预言“科索沃

危机及其结局也对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的“严打”

高压政策奏效，这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骚乱事件。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

更把新疆分离主义活动列为国际恐怖活动“名正言顺”进行镇压，使分离活动，至少是暴

力形式的分离活动暂时沉寂，只发生一些零星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



瓦尔地2004年4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疆近几年非常稳定，没有发生

一宗爆炸事件，也没有发生一宗暗杀事件。（注二十）  

这个沉寂时期，也可以视为分离势力在残酷镇压下相应的退却，转入思想动员与物质准

备时期，反抗斗争不会就此停止，而中国政府也不会就此停止镇压。例如2002年9月底，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中共安全单位9月15日在新疆南部阿图市近郊一处村落破获

一个庞大的地下军火库，逮捕数名维吾尔青年，并起出数百支土制枪械与手榴弹。（注

十九）2005年，新疆警方再次捣毁了当地一个经常制造暴力案件、在新疆为害数年的暴

力恐怖团伙，其领袖阿布杜拉·库尔班被击毙。（注二十二）  

根据该份内部报告提供的资料，1990至2000年6月，中共镇压新疆的“暴力恐怖案件”有如

下的数字：  

1.发案情况：发生暴力恐怖案件253起；打掉分裂和暴力恐怖组织、团伙503个；共立宣传

煽动性案件953起（其中反标案458起，传单案107期，信件案157期，其他案件231起），

破案547起。  

2.收缴枪枝弹药情况：制式、自制枪枝1400余枝；各类子弹16.5万余发电击仿真手枪2.7万

余枝；炸药41吨多；制爆原料4000公斤；爆炸装置750枚手榴弹、手雷5980余枚；雷管、

拉火管7.5万枚；震源弹200余枚；导火索8万米。  

3.依法处理情况：依法处理6328人次，其中劳教1069人，判刑976人。  

4.发生武装对抗、枪战情况：枪战57次，公安民警和武装官兵牺牲26人，受伤74人。群众

死亡140人，受伤371人。共击毙暴徒106人。（注二十三）上述的“暴力恐怖”、“暴徒”等

称呼引用原文；实际上 大的暴徒与恐怖份子是中共自己。而上述案件中，又有多少冤

假错案？因为历史证明中共是炮制冤假错案的能手。  

而在这以后，中共对维族与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也绝不手软，下面是几个例子。  



总部位于德国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2001年3月中旬，三名疆独

支持者分别是海米提迈迈提、伊里牙孜和卡森穆被秘密判处死缓，新疆当局在判刑后个

多月都没有将判决书及判决结果告诉他们的家人，有违国际惯例。*（注二十四）  

几天之后，迪里夏提又指出，中共于二十七日上午在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库尔勒市，以

分裂国家、极端宗教主义等罪名，宣判六名维吾尔族人死刑，并在宣判后立即执行枪决

。迪里夏提还公布了死者的名字。（注二十五）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同年6月19日再提供消息说，新疆伊黎地区中级法院前天审理三十

六名罪犯，其中包括两名新疆分裂人士，当中一人被判决死刑后实时枪决。中心发言人

迪里夏提还表示，据他们了解，新疆自该年起严打分裂活动以来，至今已处决了五十多

人。（注二十六）  

7月9日，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再次透露，近日新疆伊犁法院判处了两名新疆维吾尔分

离分子死刑，另外四人五至十年不等徒刑，罪名是进行分裂活动。上述6人于1998年被捕

，近日才被宣判。（注二十七）  

2001年的“九一一”后，中共的恐怖镇压更加“有理”，海外媒体却报导说：藉着全世界反

恐怖的势头，中共近日对新疆维吾尔分裂主义运动开展新一波的“严打”行动，已有多名

分离主义分子被捕或处决。而且中国大批反恐怖专家近日已陆续到达新疆，建立反恐怖

安全网，严防恐怖份子入境及疆独分子滋事。喀什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过去

几周来，当局已逮捕许多人，当中包括分离主义分子与刑事罪犯，喀什周围的数个县亦

举行公审大会，对一批重犯执行宣判与处决。（注二十八）11月11日，新疆法院再将24

人判刑，其中4人死刑，其他重刑。（注二十九）而东土信息中心虽然多次否认维吾尔民

族运动与恐怖组织有任何关联，但是国际大气候显然对他们十分不利。  

根据邓小平在80年代对“严打”所下的定义，就是镇压时必须“从重从快”，以达到“威慑”

的效果。于是才有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宣布“稳定”之说。但是这仅仅是治标而非治本，不

久叛乱活动又开始活跃。例如2005年1月20日中午一时三十分，一辆中型巴士从新疆克拉



玛依市开往乌苏市，行经新疆三一二国道与二一七国道交界处时突然发生爆炸，至少造

成12人死亡。（注三十）  

（四）新疆未来  

2004年9月，若干维族人士宣布在美国华府成立“东土流亡政府”，但是总部设在德国的“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流亡海外的 具代表性的维吾尔人组织“世

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目前不作任何表态，但我们很可能不予承认。这显示即使分离组织。

可能也有若干互不统属，甚至互不知晓的不同派系。  

2005年3月，在1999年即被中国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监8年的维族富商热比

娅提前获释，流亡美国与夫团聚，控诉中国迫害新疆人权。2005年9月，东土耳其斯坦解

放组织向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东突信息中心传了一盘录像带，宣称，将开始用一切手

段向北京政府发动武装战争。这是新疆的分离组织首次公开宣布采用武装斗争形式争取

独立。这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并不清楚。  

由于美国“反恐”处于僵持状态，所以新疆分离主义活动还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热

比娅到美国后，虽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对新疆分离主义的活动还没有太大的刺激作

用。然而热比娅2006年11月下旬在慕尼黑当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新一届主席。正是

开会的那两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热比娅儿子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有期徒

刑7年，罪名是“逃税”。热比娅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是因为她的当选，对她在新疆的儿子

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年4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把她的另一个儿子阿布力肯木·阿

布都热衣木，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显然，他们

都成为中国政府牵制热比娅的人质。  

中国如此蛮横，迫使本来态度暧昧的美国总统布什利用出国机会于2007年6月5日在布拉

格会见热比娅，并公开指责中国关押热比娅的子女是为了报复。11月，热比娅接受“大赦

国际”日本分部邀请，在日本进行三个星期的访问，并在东京都内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

了记者招待会。热比娅表示，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呼吁日本政府为解决这

个问题提供合作。她感谢日本政府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支持，全世界只有日本有二千多名



维吾尔留学生。她认为日本是亚洲 有实力的民主国家，希望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

提供合作。热比娅也对日本政府发给她访日签证表示了感谢。日本媒体则称她为“维吾尔

人民的精神母亲”。显然中国政府越来越残酷的镇压引起国际的反弹。当然，这也与北京

要举行奥运，西方国家要北京改善人权有关。（注三十一）  

近来，新疆分离主义活动更着重在宣传与争取年轻人方面。香港“大公报”报导说，近两

年，在新疆周边，冒出了一些设在境外的电台，他们用维吾尔语播音，宣扬极端宗教和

东突分裂理论；同时，还在境外出版鼓吹分裂思想的书籍，偷偷在新疆传播。据称，这

些书籍的宣传技巧“比国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效果和煽动性”。这些小册子通过诸如“清

澈的河流是因为外来的鱼进入才变得浑浊”、“住自己的房子和租别人的房子住，哪个更

舒服？”这样的故事来传播分裂思想。此外，他们通过开办大量的地下经文学校，招收那

些因贫穷上不起学，或者中途辍学的青少年，向其传授极端宗教和“东土”分裂思想，鼓

吹圣战战。（注三十二）1998年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开播维吾尔语播音，以及中亚及沙特

阿拉伯的维吾尔语播音，曾使和阗地区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抢购一空。（注三十三）2005

年为了确保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期间的社会稳定，当局下达文件，要求新疆

执法部门彻底清查境外卫星电视设施，尤其是台湾的卫星电视设施传销网络，以彻底杜

绝新疆居民非法收看境外的新闻。（注三十四）  

新疆分离运动没有被中国政府镇压下去，也逐渐摆脱被中国指控的“恐怖份子”阴影而有

国际化趋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面对维吾尔人的自治和信仰自由的要求，北京没有任何

反省，唯一的回答就是镇压，从而加剧矛盾。为了反抗暴力镇压，出现暴力反抗也不足

奇。北京把这种反抗称之为“恐怖主义”，难道暴力镇压则成了文明行动了？有的人因为

寻找外援而加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就被中共作为打击所有分离活动的借口，全成了“

恐怖份子”，可是中共自己向塔利班政权提供导弹等武器，以及为他们铺设光纤电缆等设

备，又该做何解释？（注三十五）中共“贼喊捉贼”，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  

在中共制造的“稳定压倒一切”图腾下，新疆的“稳定”当然也要压倒一切。在马大正那个

报告中，他说：“社会稳定和民族繁荣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必须要有社会的稳

定做保证。”但是在“经济”的掩护下，他话锋一转，却大谈“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存在着



诸多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列举了四大问题，反对分裂主义斗争是新疆当前政治生活中

一件大事，着力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大文章，宗教问题，民族意识问题。除

了“人民内部矛盾”他轻轻带过以外，其他三个问题里又有许多小问题，例如境外分裂主

义势力新动向，妄图使东土问题国际化，叫嚣武装斗争，非法宗教活动继续蔓延，以分

裂国家为目的的刑事案件日益突出，分裂主义分子重视舆论宣传，还有什么私人擅自开

办经文班，阿訇进行破坏婚姻法、反对计划生育的活动，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等等。总

之，中国政府致力发展经济，新疆的不稳定来自宗教与民族问题。（注三十六）这种思

维方式至今未变。  

中国政府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权与宗教信仰，可以说新疆的“

稳定”就遥遥无期。用移民汉人来搀沙子的办法，只能增加未来解决新疆问题的复杂性。

至于中共特权阶层如王乐泉说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都是欺人之谈。我们知道，200

7年第一期的“财经”杂志封面故事详细报导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 大

职工持股企业的鲁能集团，经过一年多辗转腾挪，庞大的企业王国已悄然易主，由“国有

”改为“私有”，两家北京私人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

司”以37.3亿的收购价，获得总资产高达738.05亿的鲁能集团91.6％的股份，“蛇吞象”成功

，而新公司董事会大部份成员仍为国企时的高层。这则消息震撼全国。当时网上有一则

报导说：“据网民在《财经》杂志的留言中揭发，鲁能事件可能涉及 高层，一位显然是

鲁能职工的网民，说”众人猜测曾姓、俞姓、王姓董事“。据知情人士说，这三位其实直

指当今 高层某位和两位位列政治局的封疆大吏。《财经》杂志的文章中，其实也暗射

了这一层，在分析鲁能新股东之一的国源联合时，就指出该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叫王XX，

暗示其与新疆的关系。”（注三十七）曾、俞、王，乃曾庆红、俞正声、王乐泉是也。为

此，中国国内的网站立即被奉命禁止报导这件事。这就是王乐泉父子的“国家利益”。这

种对“国家利益”的掠夺，与对新疆的掠夺，是多么的相似！  

着力于研究西藏与新疆问题、并且深入到这些地区的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在他的“新疆

追记”一书中说：中共在新疆问题上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

“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



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他认为：“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

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

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

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

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

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

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 终就会真地被推到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

才是目前新疆 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其实新疆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是没有相对“和平”的时期，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七○年代。那

时新疆的汉人忙于“内战”，放松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间由维

族的赛福鼎担任新疆党的第一书记，也采比较宽松政策，因此新疆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

突。可是北京对“疆人治疆”始终不放心，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赛福鼎被调到北京

，民族冲突再没有缓和下来。  

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有时还有沟通，对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则态度非常僵化，也许是因为

两者的宗教与国际背景都不同，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西藏小组由贾

庆林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周永康、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等担任副组长；新疆小组则由罗

干担任组长。（注三十八）中共十七大后罗干退休，政策会有变化吗？然而只要中国共

产党不愿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宗教信仰的政治改革，共产党就不可能改变

这些观念，新疆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对西藏的“怀柔”也只是一场骗局而已。胡

锦涛的所谓“和谐”只是空谈，换来的却将是更多的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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