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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爱含⾟茹苦抚养我的⺟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族，
深爱养育我的这⽚国⼟；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样富裕发
达，我担⼼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
国家是⼀个多⺠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明的伟⼤国家。我将
致⼒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化的发展，致⼒于⺠族间的交流和沟
通，致⼒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
和⼈⽣奋⽃⽬标 [...]虽然今天不断有⼈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个政治
⼈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个学者，⽆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
在学者之外，我惟⼀愿的称号，是成为⼀个促进⺠交流与沟通的
使者和桥梁。" — 著名维吾尔学者伊⼒哈⽊·⼟赫提，在2014年

被判终⾝监禁 (读全⽂：中⽂，英⽂）

我们为什么必须谈谈新疆
听维吾尔⼈⾃⼰说的话

"中⽂世界的朋友们：去海外留学本应是⼀件正常的
事，但因为有过在美留学的经验，我弟弟在回到新
疆后被抓进了集中营。⾃从2016年后，我与被囚禁
的弟弟失去联络，从此他杳⽆⾳信。我请求关⼼⼈
权的你⼀同要求中国政府停⽌对我弟弟和其他维吾
尔⼈的迫害。" — Rayhan E. Asat, 被关押的维吾尔

商⼈和慈善家 Ekpar Asat 的姐姐

"昨晚⼜是在梦⾥才和⺟亲短暂的⻅了⼀⾯。梦
⾥的她，蜷缩在墙⻆幽幽的看着我。睡梦中的
我，怕⾃⼰会醒来。因为梦境是我这三年来，唯
⼀以和⺟亲相⻅的地⽅。梦⾥，我想对⺟亲说:妈
妈，你⼀定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放弃，我⼀定
会将你救出去的”，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说出⼝，
就哭醒了。" — Akida Pulat, 2017被关押的著名

维吾尔⼈类学家 Rahile Dawut 的⼥⼉

https://www.rfi.fr/cn/%e9%a6%96%e9%a1%b5/20140120-%e4%bc%8a%e5%8a%9b%e5%93%88%e6%9c%a8%ef%bc%9a%e6%88%91%e7%9a%84%e7%90%86%e6%83%b3%e5%92%8c%e4%ba%8b%e4%b8%9a%e9%80%89%e6%8b%a9%e4%b9%8b%e8%b7%af
https://chinachange.org/2014/04/06/my-ideals-and-the-career-path-i-have-chosen/
https://twitter.com/RayhanAsat/status/1309824418139566081
https://twitter.com/akida_p/status/1308078863340040195


如何开始谈论新疆？

可以先提及类似话题，⽐如美墨边境的拘留营，或者殖⺠者

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您也可以从维吾尔⼈的个⼈经验说

起，⽐如您在新闻上看到某⼈的证词。

 

⽤可靠的证据来⽀持您的观点

即使您的谈话对象不相信您，拥有基于证据、经过严格研

究的报告也可以帮助您解释⾃⼰的观点。

⼀个安全和隐秘的环境

即使在海外，中国⼈也通常会害怕（尤其在其他国⼈⾯

前）发表⾃⼰对敏感问题的想法。在⼀对⼀的对话中说

服他⼈远⽐说服⼀个集体容易。在和他⼈谈论政治时，

采取 “⼀传⼗，⼗传百”的策略常常会⽐在公共场合发⾔
要安全有效。

不要因为对⽅怀疑您的证据或者反驳您的
观点⽽感到失望或者放弃

改变⼀个⼈的想法当然不容易。应有耐⼼，采⽤基于事

实的⽅法来谈话，记住您的对话伙伴很可能觉得这个题

⽬很陌⽣，或者只了解事物的另⼀⾯。然⽽，当问题如

此紧迫，我们没有放弃的⾃由。我们不能让受害者经历

这些对话——我们有责任继续倾听和交谈，保持耐⼼，不
断努⼒试试改变⼼意。

如何讨论敏感问题



虽然“⼈权”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您可以使⽤“⼰所不欲，勿
施于⼈”（来⾃儒家论语，意思是：您不想忍受的事，不要
对他⼈做）作为共同点的⼀种形式。继续强调：“如果他们
对您这样做，您会感觉怎么样？”（或者您的⽗⺟、孩⼦、
朋友、⽼师、学⽣？）

许多国⼈不喜欢谈论政治问题。尝试强调维吾尔⼈与您拥有

相同的希望和梦想，跟您⼀样可以感到痛苦。您甚⾄可以连

接到中国⼈移⺠到海外所经历的独特困苦：“您为到达⾃⼰
的位置⽽努⼒⽤功——在学校⾥勤奋学习，⻓时间⼯作。然
⽽，警察在某⼀个晚上敲⻔把您送到⼀个拘留所。这是成千

上万（甚⾄更多）维吾尔⼈的共同经历。他们会讲流利的中

⽂，遵循规则，尽管环境艰苦、充满歧视、但他们最终还是

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这些勤劳⽆辜的⼈最后仍会被关进拘留

所。这公平吗？”

当然，与此同时，您应该避免采⽤“好受害者，坏受害者”的桥段——
没有⼈或多或少"值得"被拘留。我们想突破政府所⽤的“被拘留者做错
事并得到政府帮助“这个借⼝，不想暗⽰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维吾尔族
模范”（⽽任何不符合该定义的⼈都应予以拘禁）。为了避免这种含
意，您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令⼈⼼碎的故事毕竟只代表了受

害维吾尔⼈的⼀⼩部分——那些能够说话的⼈，在海外有联系的⼈——
⽽且没有类似资源的⼈的⼈数更多，在遭受同等的痛苦。我们只是没

有办法听到他们的故事和声⾳。

作为海外华⼈，我们也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部分。我们

在海外的亲⾝经历告诉我们少数族裔⽣活实属不易，我们

应该共情。

保持⼈性的底线，避免缠到政治问题

如果是您或者您的家⼈遭到这样的下场呢？

⻅哭兴悲



我们不必重复西⽅国家的错误，也不必再重复西⽅殖⺠主义者的错误。

（您可以试试与美国原住⺠的种族灭绝⾏为打⽐较。）

我们为何需要在乎西⽅国家的做法？ 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对错⽆关。 我们不
应该让我们的想法受到西⽅国家⾏为的限制。

“西⽅对待穆斯林也⾮常糟糕，因此我们政府的⾏为算是
合理的。”

他们不同意我
的看法。

现在该怎样？

也许您提出的每⼀个观点上都引起了
对⽅的反驳。您可能会感到失意、沮
丧，觉得跟您⽗⺟、朋友、同事等谈
新疆的事情毫⽆意义，再试也没有
⽤。但是，作为⾮维吾尔⼈的证⼈，
这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并且是我们有
本事做到的。 说服不信之⼈的责任绝
不应落在被压迫者⾝上。

试试以下的回应：

这种对待的最终⽬标是什么？ 将⽆辜⼈⺠拘留在集中营中多年，这对新疆
的稳定会有什么结果？ 这种政策难道会减少新疆⼈⺠对中国政府的怨恨
吗？将⼈们困在营地中并不是⼀个好的治理模式。 为了实现真正的⻓期和
平，政府需要观听他们的不满，并了解社会和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他

们的⽣活情况。

如果这些政策是为了抵抗维吾尔⼈的恐怖意识形态，为什么新疆有那么多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的⼈也被关押、判刑？

“政府只是在努⼒保护新疆⼈⺠免遭恐怖主义之害。现在
的新疆⽐以前安全多了，过去四年中⼀个恐怖事件都没有
发⽣过。”

许多中国⼈很清楚中国媒体会怎样掩盖敏感事件，例如冠状病毒最初爆发

的事情。总体⽽⾔，许多中国⼈⾄少对中国媒体会有⼀点怀疑。提醒他们

冠状病毒被掩瞒的事件，可以作为引起他们对官⽅语⾔的质疑的切⼊点。

指向维吾尔⼈⾃⼰的个⼈⻅证。⾯对着被拘留者或失踪/被监禁的维吾尔⼈
的亲戚的所说的真⾔事，会让⼈更难坚持新疆⼀切都正常⽽合理。

强调其他种类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中⽂撰写、⾮美国/西⽅新闻媒体所报
道的⽂章和证据。

“所有这些报告都来⾃⼀些有反华势⼒的西⽅媒体，偏向
美国，不可信。”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088031
https://www.shahit.biz/cmn/


“新疆的再教育营系统是⼀项必要的职业培训措施，通过

培训和普通话教学帮助⾮熟练劳动的维吾尔⼈挣钱、找⼯

作。”

难道有1-3百万维吾尔族⼈犯了如此可怕的罪⾏，⾄于他们应该被关押数⽉
甚⾄数年？ 为什么海外的维吾尔族⼈，即使是那些已经从营地被释放或尚
未被拘留的⼈，也⽆法与新疆的家⼈联系？

再说，就算他们是犯了罪，为什么不通过正式的法院系统公平地起诉，审

判和定罪呢？ 为什么要⽆故⽆偿地将它们放进营地？
如果这发⽣在您或您的孩⼦、⽗⺟，祖⽗⺟、朋友⾝上，您会怎么想？ 您
能否轻松地说出同样的话：他们做了坏事，应被惩罚？

“即使这些再教育中⼼是您所说的集中营，这些被拘留的

⼈肯定是犯了错，应有惩罚。

“这是让中国强⼤必要做到的事情，对中国有好处。“

关于被拘留的⾼技能、有影响⼒的维吾尔⼈的证据很多，包括作家，流⾏

歌⼿，教授，⼤学校⻓，商⼈等等。被拘留者中的许多⼈都会中⽂。难道

他们也算是⼀群需要培训的⾮熟练劳动⼯作⼈员吗？

在近期的历史上，⼏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新疆政策这样损害中国在国外的

声誉，引起中国达到历史中最⾼的不利看法。

这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了具体的负⾯影响，从对政府官员的制裁到被其

他国家的5G⽹络排除在外的中国公司。 除了西⽅国家之外，中国也正在失
去⼀系列穆斯林国家的⽀持，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获得最低的⽀

持。

您的对话伙伴也许不在乎外⼈如何看待中国，只关⼼中国⼈⺠对国家的评

价。但是您仍然可以说，如果中国想成为等于或⾼于美国的全球超级⼤

国，就应该认真考虑新疆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正在损害中国作为可靠盟友

和受⼈尊敬的国家的形象。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107/china-xinjiang-uighur-intellectuals/


“其实中国政府⼀直以来都偏向少数⺠族，给他们汉⼈得

不到的优惠。”

“政府尊重⽂化和宗教⾃由，并且对穆斯林--像回族穆斯

林--这样的⼈都做得很好。”

营地系统中有许多来⾃新疆的回族穆斯林。

在全国范围内，回族穆斯林也开始经历对其宗教和传统的严格控制，三亚

的10,000个回輝⼈住的社区也是如此。中国基督徒也⾯临着越来越多的审
查和镇压。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般来说，回族穆斯林已经很好地融⼊了”主流“社
会。因此，只要政府对他们进⾏妥善处理，维吾尔⼈就没有原因⽆法融⼊

社会。是的，其他地⽅的回族没有像新疆的穆斯林那样受到严重压制——这
应该作为新疆政策的榜样。

您可以指出⼤量清真寺被拆除的证据，包括回族穆斯林使⽤的清真寺。政

府还摧毁了许多⽂化中⼼，例如喀什的历史建筑。那些不太关⼼⺠权问题

的⼈可能⾄少关⼼⽂化保护。

谈起新疆的资料

有些⼈可能会指出采取平权⾏动政策来证明中国政府并没多有没有虐待维

吾尔⼈（或其他少数⺠族）。然⽽，就最突出的例⼦⽽⾔——在⾼考为少数
⺠族学⽣提供额外积分的政策——许多省份最近都取消了这个政策。此外，
许多少数族裔在社会上⾯临着⼴泛的歧视：在⼯作申请中收到回电的可能

性⽐汉⼈低，出租财产的能⼒也低于汉⼈，⽽失业的可能性⽐汉⼈更⾼。

⽆论如何，即使某些维吾尔族⼈确实在⾼考中获得了额外的积分，这是否

有理由将数百万⼈拘留在集中营中？）

https://shahit.biz/exportpdf.php?photos=1&ethnic=4


新疆情况⼀览

380
新疆建⽴“再
教育”营/集中
营的数量

1⾄300万
拘留在新疆“再教
养”营中维吾尔⼈⼈

数 

880,500
住在新疆寄宿的维吾
尔⼉童数量，主要是
由于⽗⺟的拘留

8,500
⾃2017年以来新疆
拆除的清真寺数量，
占该地区清真寺的

1/3以上

-24%
2019年新疆的出⽣
率变化；全国范围
内为-4.2％

关于新疆问题的第⼀⼿资料

来⾃政府内部的证据

“泄露⽂件揭⽰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规模拘禁，“ 纽约时报中⽂⽹
 

”中国电缆暴露新疆⼤规模拘留的令⼈震惊的细节，“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新疆维吾尔模特传给家⼈视频， 罕⻅揭露拘留所内幕，" 英国⼴播公司
 

"被拘禁的维吾尔⺟亲与⼥⼉的最后的时光，“ Akida Pulat
 

"維吾爾⼈的逃亡：離開中國，卻無法離開恐懼，“ 纽约时报中⽂⽹
 

“北京证维族医⽣遭判20年 在美家属轰秘密审讯，” 德国之声
 

“‘我也是维吾尔⼈’：海外维族⼈要求公开失踪亲属下落，“ 纽约时报中⽂⽹

https://www.nytimes.com/zh/2019/11/16/world/asia/xinjiang-documents-chinese.html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china-cables/read-the-china-cables-documents/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675341
https://akedap.medium.com/%E8%A2%AB%E6%8B%98%E7%A6%81%E7%9A%84%E7%BB%B4%E5%90%BE%E5%B0%94%E6%AF%8D%E4%BA%B2%E4%B8%8E%E5%A5%B3%E5%84%BF%E7%9A%84%E6%9C%80%E5%90%8E%E7%9A%84%E6%97%B6%E5%85%89-7bb9e43e6f28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1029/china-uighurs-sweden-asylum/zh-hant/
https://www.dw.com/zh/%E5%8C%97%E4%BA%AC%E8%AF%81%E7%BB%B4%E6%97%8F%E5%8C%BB%E7%94%9F%E9%81%AD%E5%88%A420%E5%B9%B4-%E5%9C%A8%E7%BE%8E%E5%AE%B6%E5%B1%9E%E8%BD%B0%E7%A7%98%E5%AF%86%E5%AE%A1%E8%AE%AF/a-56109153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218/uighurs-china-internment-camps/


⽤中⽂写的个⼈故事

视频

“这不是我想的中国”：⼀个维吾尔⼥⼦的逃亡, ⾃由亚洲电台。维吾尔⼥⼦⽶
娜 2015年回国探亲期间被关押，遭受酷刑，右⽿失聪； 三胞胎婴⼉中⼀个因
不明原因夭折，两个被强⾏⼿术插管进⻝。 三年间，她在狱中⽬睹九⼈离
世。现在，侥幸逃出⽣天的⽶娜在向世界哭诉她的经历。"

“再教育营”幸存者：我真希望⾃⼰⼀死了之, ⾃由亚洲电台。⼏位刚从新疆“再
教育营”获释的维吾尔⼈向⾃由亚洲电台讲述了他们在⾼墙下的残酷经历。

新疆维吾尔⼈：“中国，我的孩⼦在哪⾥？”, 英国⼴播公司 (BBC)。BBC调查
发现，中国新疆当地政府有把当地家庭的孩⼦带到⼀些官⽅建造的拘留营，
强迫孩⼦们与⾃⼰的⽗⺟分开。超过60名逃离中国的⽗⺟向 BBC 叙述了同样
的故事。

⽂章

新疆“再教育营”幸存者：宁死不愿受此折磨：29岁的维吾尔族⼥⼦⽶娜回忆
起⾃⼰在“教育转化”营中的经历。

维吾尔⼈暗语泣诉：新疆政策毁家灭族：过去5年，维族男⼦⻢⽊提抱着⼀丝
期望，盼望着中央政府释放他被关进“再教育营”的妻⼦。他也因此不敢对外发
声。但⼀路流亡⾄澳⼤利亚的他发现，他的沉默并没有换来妻⼦的⾃由。这
使得他决定不再保持沉默。

最爭議的維吾爾作家？新疆詩⼈帕爾哈提的失蹤輓歌: 帕爾哈提是著迷於古典
⽂學和西⽅哲學的詩⼈，⽮志於書寫他所關注的⼈類的處境，但他仍舊無緣
無故地消失了。 

五名流亡法國的維族⼈的受迫害經歷：法國的網絡媒體Slate網站近⽇報道了
五名從新疆屢遭磨難，曾經被逮捕，被關押在再教育營，今天流亡在法國的
新疆維族⼈的親⾝經歷。

“ 我的⺟親熱依拉”：新疆研究有罪？被消失的維吾爾⼈類學家：任職於新疆⼤
學的維吾爾族裔⼈類學者——熱依拉．達吾提教授（圖中左⼆），2017年的
12⽉12⽇，從烏魯⽊⿑前往北京的旅程中，親友們和她失去聯繫，⾃此⾳訊
全無。

转帐⾄海外惹祸 维族⼥遭控“帮助恐怖活动: 维吾尔⼥⼦玛依拉·亚库甫因2013
年协助在海外的家⼈将存款从新疆转⾄澳⼤利亚，于2019年被当地政府以“涉
嫌帮助恐怖活动”逮捕关押，⾄今仍⽆⾳讯。

联合国过问 中国证实失踪维族男已病逝: 维吾尔诗⼈法蒂玛·阿⼘都加富尔今
年九⽉透过联合国得知她⽗亲于2018年11⽉病逝的消息。在消息传出前，他
的家⼈深信他在2017年被送⼊再教育营。

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在台湾控诉遭性暴⼒胁迫认罪：曾被监禁在新疆“集中
营”465天，被强制接受再教育的哈萨克籍维吾尔⼈古⼒巴哈⼥⼠受邀访问台
湾。在于24⽇举⾏的记者会上，她控诉中国政府在所谓“再教育营”进⾏的残
忍酷刑，不认罪就遭受轮奸的邪恶内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ZCGDliE8w&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8%87%AA%E7%94%B1%E4%BA%9A%E6%B4%B2%E7%94%B5%E5%8F%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8IQXGX7IE&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8%87%AA%E7%94%B1%E4%BA%9A%E6%B4%B2%E7%94%B5%E5%8F%B0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878300
https://www.voachinese.com/a/4675320.html
https://www.dw.com/zh/%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6%9A%97%E8%AF%AD%E6%B3%A3%E8%AF%89%E6%96%B0%E7%96%86%E6%94%BF%E7%AD%96%E6%AF%81%E5%AE%B6%E7%81%AD%E6%97%8F/a-54874584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532861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720-%E4%BA%94%E5%90%8D%E6%B5%81%E4%BA%A1%E6%B3%95%E5%9C%8B%E7%9A%84%E7%B6%AD%E6%97%8F%E4%BA%BA%E7%9A%84%E5%8F%97%E8%BF%AB%E5%AE%B3%E7%B6%93%E6%AD%B7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532860
https://www.dw.com/zh/%E8%BD%AC%E5%B8%90%E8%87%B3%E6%B5%B7%E5%A4%96%E6%83%B9%E7%A5%B8-%E7%BB%B4%E6%97%8F%E5%A5%B3%E9%81%AD%E6%8E%A7%E5%B8%AE%E5%8A%A9%E6%81%90%E6%80%96%E6%B4%BB%E5%8A%A8/a-54618570
https://www.dw.com/zh/%E8%81%94%E5%90%88%E5%9B%BD%E8%BF%87%E9%97%AE-%E4%B8%AD%E5%9B%BD%E8%AF%81%E5%AE%9E%E5%A4%B1%E8%B8%AA%E7%BB%B4%E6%97%8F%E7%94%B7%E5%B7%B2%E7%97%85%E9%80%9D/a-55157530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hx1-10242019120716.html


中⽂语⾔的事情概观

“再教育”营

"中国在新疆秘密修建⼤型关押中⼼," Buzzfeed News/Open Technology Fund

“「墨⽟名單」揭維族⼈年輕也是罪 60萬⼈⼝縣城「集中營」就四個," ⾃由
亚洲电台

"新疆'再教育营'：探寻维吾尔'思想转化营'内的真相," 英国⼴播公司

"维吾尔吹哨⼈：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就抓⼈,'" 德国之声

"新疆再教育营：⽂件披露维吾尔⼈如何被'洗脑,'" 英国⼴播公司

“中国如何监控和审查新疆被拘禁者及其亲友," 纽约时报中⽂⽹

"泄露⽂件揭⽰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规模拘禁," 纽约时报中⽂⽹

"新疆机密名单外泄 中国再教育营系统'再'现形," 德国之声

“泄密⽂件显⽰维吾尔⼈被送⼊新疆再教育营的原因," 华尔街⽇报

“再教育”营之外：新疆的⼤规模监狱、监控系统

"中国的算法暴政: 对新疆警⽅⼤规模监控APP的逆向⼯程," ⼈权观察

“'严打'下的新疆：监狱监禁⼈数激增," 纽约时报中⽂⽹

“中国如何利⽤⾼科技监控压制新疆少数⺠族," 纽约时报中⽂⽹

"严密监视之下的新疆平常⽣活," 华尔街⽇报

“【聚焦】报道称新疆被拘押维吾尔⼈被⼤批转移⾄中国各地监狱," 澳⼤利亚⼴
播公司

强迫劳动

"190团体吁终结新疆强迫劳动 向服饰品牌施压," 德国之声

"新疆穆斯林拘禁营被指存在强迫劳动," 纽约时报中⽂⽹

"新疆'再教育营'：智库指维族⼈遭强制劳动 涉83家国际公司," 英国⼴播公司

海外维吾尔⼈的证词
 

“维吾尔⼈的逃亡：离开中国，却⽆法离开恐惧," 纽约时报中⽂⽹

“⽆处安⾝：海外维吾尔⼈控诉中国政府牵头的打压⾏动," 国际特赦组织

“‘我也是维吾尔⼈’：海外维族⼈要求公开失踪亲属下落,“ 纽约时报中⽂⽹

“从新疆到澳洲，维吾尔警校⽣⻅证近三⼗年⽣活变迁," 澳⼤利亚⼴播公司

https://www.opentech.fund/news/%E4%B8%AD%E5%9B%BD%E5%9C%A8%E6%96%B0%E7%96%86%E7%A7%98%E5%AF%86%E4%BF%AE%E5%BB%BA%E5%A4%A7%E5%9E%8B%E5%85%B3%E6%8A%BC%E4%B8%AD%E5%BF%83/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list-02182020130817.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718848
https://www.dw.com/zh/%E7%BB%B4%E5%90%BE%E5%B0%94%E5%90%B9%E5%93%A8%E4%BA%BA%E4%B8%AD%E5%9B%BD%E6%B2%A1%E6%9C%89%E4%BB%BB%E4%BD%95%E7%90%86%E7%94%B1%E5%B0%B1%E6%8A%93%E4%BA%BA/a-52407243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0542613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218/china-reeducation-camps-leaked/
https://www.nytimes.com/zh/2019/11/16/world/asia/xinjiang-documents-chinese.html
https://www.dw.com/zh/%E6%96%B0%E7%96%86%E6%A9%9F%E5%AF%86%E5%90%8D%E5%96%AE%E5%A4%96%E6%B4%A9-%E4%B8%AD%E5%9C%8B%E5%86%8D%E6%95%99%E8%82%B2%E7%87%9F%E7%B3%BB%E7%B5%B1%E5%86%8D%E7%8F%BE%E5%BD%A2/a-52405969
https://cn.wsj.com/articles/%E4%B8%80%E4%BB%BD%E7%94%B5%E5%AD%90%E8%A1%A8%E6%A0%BC%E6%98%BE%E7%A4%BA%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8%A2%AB%E9%80%81%E5%85%A5%E6%96%B0%E7%96%86%E5%86%8D%E6%95%99%E8%82%B2%E8%90%A5%E7%9A%84%E5%8E%9F%E5%9B%A0-11582013713
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9/05/02/329384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904/xinjiang-china-uighurs-prisons/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523/china-surveillance-xinjiang/
https://www.wsj.com/video/china/56850D07-4A94-4962-9A71-412A9A7CBB99.html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8-10-10/transfers-of-uighur-detainees/10359928
https://www.dw.com/zh/190%E5%9B%A2%E4%BD%93%E5%90%81%E7%BB%88%E7%BB%93%E6%96%B0%E7%96%86%E5%BC%BA%E8%BF%AB%E5%8A%B3%E5%8A%A8-%E5%90%91%E6%9C%8D%E9%A5%B0%E5%93%81%E7%89%8C%E6%96%BD%E5%8E%8B/a-54271974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1217/xinjiang-china-forced-labor-camps-uighurs/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703749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1029/china-uighurs-sweden-asylum/
https://zh.amnesty.org/nowhere-feels-safe/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218/uighurs-china-internment-camps/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0-01-11/uyghur-police-turned-australian-activist/11854632


更多资料

资料汇集和数据库

新疆受害者资料库，记录新疆被关押、判刑、失踪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和回族⼈的数据库

康奈尔⼤学的⻢格努斯·菲克斯凯（Magnus Fiskesjö）编写的1264⻚的新闻
报道、学术著作和个⼈⻅证书⽬（包括中⽂资料）

与维吾尔族危机有关的另⼀个参考资料书⽬

不列颠哥伦⽐亚⼤学创建的新疆⽂献记录，含有多种资料的中⽂翻译

新疆数据项⽬，利⽤卫星图像、中国政府⽂件、官⽅统计数据以及⼀系列权威

报告和学术研究在内的开源数据，记录新疆正在进⾏的侵犯⼈权

个⼈故事

"CHRONICLES TURKISTAN“ 博客

"被拘禁的维吾尔⺟亲与⼥⼉的最后的时光，“ Akeda Pulat

"唐丹鸿：塔⾥⽊，⼀个维吾尔⼈，“ 唐丹鸿

"'我们这个⺠族被摧毁了‘：为何中国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活在恐惧中，” 卫报

“⾄暗時刻的⾃由之燈：Nury Turkel...撼動《時代》的維吾爾律師，“ 
轉⻆國際

"伊⼒哈⽊⼥⼉：我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德国之声

视频和纪录⽚

 
海外维吾尔⼈华盛顿再集结，呼吁终结北京压迫政策，美国之⾳中⽂⽹

⾛進中國新疆的「思想轉化營」，BBC News 中⽂

Uyghur Pulse，⼀个专⻔为新疆被拘留者、失踪者提供视频证词

https://www.shahit.biz/cmn/
https://docs.uhrp.org/pdf/China's%20're-education'%20concentration%20camps%20in%20Xinjiang%20-%20BIBLIO.pd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aJAqOlhfDiPwZK6PKPEqHihXg_zYp80-IO0oqHpuCk/edit
https://xinjiang.sppga.ubc.ca/translations/
https://xjdp.aspi.org.au/
https://ozzgur5.wixsite.com/chronicles-turkistan/%E6%88%91%E6%83%B3%E8%AF%B4?lang=zh
https://akedap.medium.com/%E8%A2%AB%E6%8B%98%E7%A6%81%E7%9A%84%E7%BB%B4%E5%90%BE%E5%B0%94%E6%AF%8D%E4%BA%B2%E4%B8%8E%E5%A5%B3%E5%84%BF%E7%9A%84%E6%9C%80%E5%90%8E%E7%9A%84%E6%97%B6%E5%85%89-7bb9e43e6f28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06169.html
https://xinjiang.sppga.ubc.ca/%e6%88%91%e4%bb%ac%e8%bf%99%e4%b8%aa%e6%b0%91%e6%97%8f%e8%a2%ab%e6%91%a7%e6%af%81%e4%ba%86%ef%bc%9a%e4%b8%ba%e4%bd%95%e4%b8%ad%e5%9b%bd%e7%9a%84%e7%bb%b4%e5%90%be%e5%b0%94%e6%97%8f/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4917131
https://www.dw.com/zh/%E4%BC%8A%E5%8A%9B%E5%93%88%E6%9C%A8%E5%A5%B3%E5%84%BF%E6%88%91%E6%83%B3%E7%9F%A5%E9%81%93%E4%BB%96%E6%98%AF%E5%90%A6%E8%BF%98%E6%B4%BB%E7%9D%80/a-5177085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yG6MXn_5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8zNPmBttA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tHBfWaWYQPNgfvdvSDn4A


结论

⼈们对不同论点的反应不同。 有些⼈会听到维吾尔⼈
的个⼈叙事⽽感到震撼，被说服；其他⼈会注意到整
个政策⼤规模的数据；还有⼀些⼈主要关⼼保护⽂

化，信奉宗教，或损害中国名誉。
 

没有什么论点对所有⼈都有⽤——这些只是建议，⽽不
是赢得争论万⽆⼀失的路线图。 归根结底，最了解谈
话对象的⼈就是您。 采取基于事实的⽅法； 把这场对

话当作对话，⽽不是讲座。
 

您不必谈论更⼤的问题，例如共产党或者类似的重⼤
政治问题。您只需要关注维吾尔⼈本⾝的现实，以及
⼀切在发⽣的事情的可怕程度。中国真的有必要这样
做吗？如果他们对您这样做，您会怎么想？如果是您
的家⼈失踪了？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学⽣或⽼师？

 
您可能不会说服所有与您交谈的⼈。也许您只能接触
到您那些本来有些说服⼒的⼈；也许您⾝旁的⼈需要
⼏个星期才能相信您说的⼀句话。但是我们仍然必须

努⼒。
 

有想法、问题、评论？欢迎与
talkaboutxinjiang@protonmail.com 联络。

 
俗话说得好，⼀传⼗，⼗传百，滴⽔⽯穿。通过有效
的沟通和⽤⼼的传播，个体的⼒量往往会同种⼦⼀般
产⽣不同凡响的收获。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指南，您能
够⾏动起来，与⾝边的亲朋好友交流新疆问题，让他

们也能认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
 

我们来⼀起谈谈新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