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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ot Cause of East-Turkistan Issue:
A Study of Xinjiang’s “Three Region’s Revolution”

康四維（Kang, See-Way）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突厥斯坦」源自波斯語，意謂「逐水草而居的人」，自帝俄於 19世紀中期入

侵中亞後，將位於中亞以東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或「東土

耳其斯坦」，將之定位為併吞中亞後之侵略目標。1944年至 1946年，蘇聯在新疆

伊犁、塔城、阿山等三區以武力扶植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權，中共黨史

對此稱為「三區革命」，而國民政府則多稱為伊寧事件（變）或東土耳其斯坦共和

國事變。東突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主因除了宗教、民族等因素之外，亦包括了蘇

俄當時對中國侵略者的角色，以及中共在建政前後對於蘇聯的依附，以致無法理順

對於新疆統治權之完整性論述，而其矛盾就源自對於「三區革命」的定義問題，以

致東突迄今都能找到國家存在之依據，並於歐洲、美國設立流亡政府。本文研究目

的在於，從歷史的延續性觀點以及中國少數民族所處之特殊時空背景，探討「三區

革命」事件之背景與經過，釐清國民政府與中共對於「三區革命」性質定位，反思

東突問題之歷史根源。

關鍵詞：東突厥斯坦、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三區革命、伊犁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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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911 事件爆發後，反恐議題成為當代國際政治關注焦點，各國亦將打擊恐怖

主義列為國家安全之核心。中國大陸亦然，除傳統上將疆獨、藏獨與臺獨並列三

大分裂勢力外，更將新疆少數民族分離運動概括為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

與國際恐怖主義之綜合體現。
1
疆獨或「東突」之所以受到中共特別重視，主因

在於「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曾於 1940 年代利用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無暇顧及西

北之際，在蘇聯扶持下，短暫建立伊斯蘭教國家，其後雖於 1949 年共軍進入新

疆後正式瓦解，但獨立建國之呼聲始終不曾間斷。911 事件雖給予中共打擊疆獨

之口實，但同時美國勢力進入中亞以及新疆、中亞與阿富汗在宗教、語言與民族

相近之因素影響，亦給予「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員建國希望；復因美國為使

其勢力深入中亞，同時牽制中共勢力進入中亞，乃對於東突議題採取兩手策略。

為此，中國歷史與國際關係學者在 911 事件之後，逐漸對當年東土耳其斯坦共和

國之建立始末重新檢討，抽離其中民族獨立運動成分，改視之為在蘇聯策動與扶

植下之分離運動與少數民族暴動，中共如何重建歷史及其話語之主導權，係本文

研究之主要動機。

新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建國運動，係指 1944 年 11 月起發生在新疆

伊寧（伊犁區）之少數民族暴動，後於 1945 年 9 月延燒到塔城、阿山區（今阿

爾泰區），期間並在前蘇聯策動下，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中共黨史對

此一事件慣稱為「三區革命」，而國民政府則多稱為伊寧事件（變）或東土耳其

斯坦共和國事變。由於毛澤東基於民族統一戰線之運用，曾讚許三區革命是全中

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2
以致中共學者長期以來對於「三區革命」之定位

與論述，難以完整且多所矛盾扞格。若肯定「三區革命」是一場與中國革命相聯

繫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否就應承認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正當性？若中共在一野部

隊進入新疆前肯定三區事件為中國革命一環，何以待大軍進入新疆並與所謂三區

民族軍會師後，又急於把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消滅？ 911 事件發生後，中共開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2003年5月），全文參見：http://

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463.htm。
2
 此段文字見諸於194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以電報方式，透過在新疆從事地下工作之鄧力群轉交予三區
革命代表參加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之邀請函電報內容，請參見：劉文遠，「論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三區革命
的影響」，理論學刊，第4期，總第122期（2004年4月），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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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重新檢視黨史上對「三區革命」定位看法以及蘇聯在此事件中的角色與企

圖，以避免東突分子藉此作為分裂建國的合理化依據。

本文首先參考西方學者 James C.F. Wang 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觀點，即少數

民族多位處於中國邊界，以致於少數民族問題、邊境爭議及國境安全三者息息相

關，內政與外交間難以劃分。中共在 1949 年建政前後，為盡快結束內戰，對少

數民族採取統戰策略，允許多元主義且採取漸進政策，讓「少數民族自治」充滿

想像空間。新疆少數民族問題由於受到中蘇邊界緊鄰之影響，且與中亞地區民族

血緣相近，復加上維吾爾族信奉伊斯蘭教，始終希望建立屬於政教合一之國家，

乃使得新疆少數民族問題益顯複雜。
3
 因此，研究三區革命之歷史，必須包括前

蘇聯、國民政府、中共以及三區少數民族之間的互動，方能完整周延。

此外，本文亦參考西方學者 Joseph W. Esherick於“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文的看法：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是一項連續的過程，並沒有因為

1949 年中共取得中國政權而使得這個過程出現斷裂；中共的革命固有其歷史意

義，但絕不能以此作為當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唯一核心，而掩飾了其他因素對

歷史事件影響的重要性。此外，偶然的事件對於歷史的發展，有時反而可能產生

極大的影響。
4
三區革命提供了一個符合 Joseph W. Esherick論點的研究模式，無

論中共學者如何看待國民政府在新疆的統治，但蔣介石保全新疆的外交努力與國

軍為保衛新疆與蘇聯紅軍爆發的大小戰鬥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國民政府與蘇聯

及少數民族歷經多次軍事衝突與政治談判，甚至組成聯合政府，但新疆最終沒有

成為國民政府的西北屏障，反而在 1949 年末期拱手讓中共順利地取得新疆，中

共在蘇聯協助下出乎意料地透過三區革命的影響取得新疆，加速瓦解了國民黨在

大陸的統治基礎。此外，國、共兩黨對於中國近現代史致力於新疆領土完整的政

策，無法在 1949 年截然地切割，中共雖在進入新疆前為求以政治手段順利解放

新疆，曾承認三區事件的革命屬性，但在新疆站穩腳步後，立即強勢鎮壓三區事

件的產物─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因此，若從歷史宏觀角度切入，國共兩黨對

於保衛新疆國土符合中國寸土必爭、保境安寧的歷史傳統。

3
 James C.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7th ed., 

2002), pp. 177-180. 
4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it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d, 2003),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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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區革命爆發因素

一、國內因素

三區事件爆發的遠因一方面與盛世才統治新疆的高壓政策有關，另方面則

與盛世才從投共轉向反共，驟然切斷與蘇聯關係，致蘇聯決定以軍事行動推翻盛

世才與國民政府在新疆的統治權。盛世才於 1933 至 1934 年間藉由引進蘇聯紅

軍力量進入新疆打敗張培元與馬仲英後，方取得南京國民政府的任命，而後展開

長達 11 年的統治。
5
盛世才上臺後評估，自民國以降，楊增新、金樹仁治理新疆

期間與國民政府鮮少聯繫，除在名義上奉北京或南京政府為正朔外，不僅自籌財

政、自印貨幣，連派駐蘇聯外交人員都係自行選派，僅以事後報備取得中央政府

認可，北京或南京政府外交部對於新疆派駐蘇聯外交官無權置喙，實屬西北獨

立王國。盛世才雖向南京政府輸誠，但為維持其在新疆統治地位，避免遭國民

政府撤換，以及解決新疆長年內戰造成之財政困境，認為唯有投靠蘇聯才有出

路，因此，在蘇聯的協助之下，推動所謂「六大政策」，包括：反帝、親蘇、民

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與建設。蘇聯援新方案則由駐迪化公使銜總領事阿

布列索夫（原名）主持，派出大批的專家、顧問、醫生等入新助盛，整頓財政、

金融、農業與軍隊等等。蘇聯係有計畫地插手新疆事務，意圖藉盛世才向蘇聯

靠攏之際，逐步併吞新疆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蘇聯專家協助下，分別於

1937-1939 年以及 1939-1942 年制定兩期「三年計畫」；蘇聯亦分別於 1935 年 5

月貸款 500 萬金盧布及 1937 年 1 月貸款 250 萬金盧布予新疆省政府。此外，在

蘇聯工程人員協助下，於 1935 年春至 1937 年完成迪伊與迪哈兩條總長為 1895

公里的公路。
6
除了在硬體建設外，亦在蘇聯協助下建立起新聞事業，由蘇聯提

供紙張、印刷機器並派技術員來新協助訓練印刷工人，並由蘇共黨員在新協助

報紙編輯工作，分別出版了漢文的「天山日報」（1936 年 4 月 12 日改名新疆日

報），在迪化、喀什、伊犁出版維吾爾文報紙，在阿山區出版蒙文與哈薩克文報

紙。
7
1937 年 7 月，盛世才為表達具體支持史達林主導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

策，亦向中共招手，大批中共黨員包括陳雲、陳潭秋、毛澤民與林基路等人入新

5
 關於盛世才與張培元、馬仲英之混戰以及蘇軍入新助盛之過程，請參閱：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著，新疆簡史（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66-195。

6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新論」，伊犁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3年3月），頁29-31。

7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20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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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並在迪化成立了八路軍辦事處，是為中共與新疆最早的聯繫。
8

新疆由於地處邊疆，風土人情與內地大異其趣，除了多達 14 種少數民族

外，還有特殊的宗教因素影響，
9
因此自清末以來主事者對於少數民族的管理均採

行撫剿並用的管理手段。盛世才雖企圖透過引進蘇聯技術、資金在當地辦報、興

學與設立集體農場改善當地經濟與生活，但在少數民族眼中卻認為，蒙、哈文報

紙是對少數民族宣傳無神論之共產主義的工具，而集體農場共有制就是要共牧民

的牲畜、要實行草原配給制，特別是阿山區出產金礦（阿爾泰係蒙語『金』之

意），更讓當地的哈薩克族人認為大批進入該區的蘇聯地質探勘人員係為奪取金

礦而來，而蘇聯礦師在阿山區強徵 3,000 名哈族開路採礦，更讓哈族傳言盛世才

已將阿山區劃歸蘇聯遭赤化而惶惶不安，乃大批向甘肅、青海逃竄。盛世才為避

免逃亡問題擴大，乃加強特務機構功能，指派警務處副處長坐鎮哈密指揮截堵，

大肆逮捕哈族牧民，包括哈族領袖滿凱、海里拉、艾林郡王、新王等哈族上層代

表人物多遭逮捕，阿山區遊牧民族不甘受到壓迫，分別在 1940 年 3 月與 1941 年

春兩度爆發武裝抗爭，惟遭到盛世才強力鎮壓告終。
10

不過，1941 年 3 月德蘇戰爭爆發後，盛世才評估蘇聯地位岌岌可危，乃又

轉向投靠國民黨，為爭取蔣介石信任，一方面大肆逮捕並殺害陳潭秋、毛澤民與

林基路等中共黨員，另方面以蘇新合作案須向我國民政府呈報為由，迫使蘇聯駐

紮在新軍隊、專家、教官、顧問及醫生等，於 1943 年 5、6 間撤離新疆，蘇方人

員亦因德蘇戰事吃緊迅速撤離，雖然蘇聯此次插手新疆以失敗告終，卻種下後來

蘇聯以正規軍藉三區革命反撲遠因。
11
由於國民政府軍隊入新人數將由 2 萬人擴

充至 10 萬人，盛世才為表達支持效忠之意，乃發起捐獻萬匹軍馬運動，新疆省

政府於 1944 年 3 月間向各牧區發布捐獻軍馬命令，規定牧民有馬捐馬，無馬者

按政府規定價格繳納現金，期限內不捐馬、不繳費者監禁，但由於省府規定折價

8
 1937年初，紅四方面軍組成之西路軍渡黃河時遭馬家軍擊退陷入困境，經陳雲、滕代遠與盛世才接觸，
適逢盛世才有意倒向蘇聯，乃同意讓西路軍左支隊400多位指戰員進入新疆，駐紮於迪化小東門外，對
外稱「新兵營」。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後，在迪化成立八路軍辦書處，歷任負責人為陳雲、鄧發與陳潭
秋。據統計，當時在盛世才新疆省政府內工作之中共黨員計100餘人，毛澤民則於1938年2月擔任新疆省
財政廳副廳長，同年10月升任代廳長。請參見：劉文遠，「論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三區革命的影響」，理
論學刊，第4期，總第122期（2004年4月），頁71。

9
 郭寄嶠口述，敉平新疆偽「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經過紀要（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1982年），頁

35。
10

 張達鈞著，四十年動亂新疆（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6年），頁109-111。
11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新論」，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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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為新幣 700 元，遠高於市價 50%，讓牧區牧民認為根本是掠奪，乃集體反

對獻馬運動，而牧區又多集中在三區，引發三區牧民強烈反彈。1944 年 9 月 2

日，在尼勒克縣之烏拉斯臺草原上，維、哈、蒙、和、錫伯、塔塔爾等各牧族舉

行武裝起義，反對獻馬運動，消息傳到伊寧後，獲得當地維、哈各族響應支持，

三區革命遂一觸即發。
12

二、國際因素

1943 年初蘇聯解除史達林格勒之圍後，為配合其向中歐、中亞、巴爾幹等

大肆拓展勢力範圍的同時，再度將觸角伸向新疆，蘇聯此次捲土重來，係與日本

在東北的偽滿洲國、
13
強占自中國的外蒙古加盟共和國、唐努烏梁海的圖瓦共和國

（1944 年建立），目的相同，企圖在新疆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一方面推翻

盛世才打倒國民黨以達併吞新疆之目的；另方面則希藉此建立緩衝區，以防止英

國勢力從印度沿西藏或南疆北上。
14
因此，遂以正規軍直接援助三區牧民暴動，

並與國軍展開激烈攻防。

由於新疆地區與蘇聯中亞地區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加盟共和國接

壤，而新疆境內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茲別克等民族的語言、

宗教、風俗習慣相同，基於「天下回族是一家」的伊斯蘭教信仰聯繫，以致雙邊

互動頻繁。蘇聯利用這種地緣與宗教特色，分從新疆內部、中亞與外蒙三管齊下

對新疆進行宗教與武裝滲透工作。在新疆境內，蘇聯透過伊寧領事館拉攏伊寧白

都拉清真寺大阿訇（教長）艾力汗．吐烈（Hilixan Tore蘇聯籍，烏茲別克族），

鼓吹泛伊斯蘭主義，號召對漢族及異教徒發動聖戰，呼籲新疆獨立。
15
此外，蘇

聯在三區革命發生前，在駐伊寧領事巴申的領導下建立秘密組織，包括「伊寧解

放組織」、「塔城戰鬥小組」，專責吸收新疆省政府編制內之少數民族官兵，以及

12
 李資源，「新疆三區革命始末」，黨史天地（第12期，1999年），頁40-41。

13
 日本在1931年918事件後亦積極插手新疆獨立運動，二戰期間日本曾在阿富汗、哈爾濱與新疆等地招
募中亞民族與白俄難民，並搜羅到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末代蘇丹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計畫
將其送到新疆擔任未來「土耳其斯坦國」的國王，參見：「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引自：http://
zh.wikipedia.org/wiki，2007年7月25日。

14
 1933年11月間，正當盛世才、張培元與馬仲英在北疆廝殺之際，南疆之英國駐喀什領事館協助沙比提大
毛拉（毛拉係波斯語之學者與教長之意）及穆罕默德．伊敏於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宣布成立「東土耳
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4年2月6日為馬仲英部所消滅。請參見：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
新疆簡史，頁196-203。

15
 艾力汗．吐烈，1920年代蘇聯安集延清真寺大阿訇，1929年在中亞地區宣揚泛突厥與大伊斯蘭主義遭蘇
聯驅逐，進入新疆伊寧定居，1937年遭盛世才關押，1941年出獄，後定居於伊寧，擔任白都拉清真寺大
阿訇，請參見：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新論」，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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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十月革命後逃至新疆的白俄軍人。另亦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同

學協會」等左派革命組織。中亞部分係於 1943 年間扶植曾任盛世才政府顧問的

滿素爾．肉孜耶夫（蘇共黨員，維吾爾族）在阿拉木圖、塔什干等地成立「支援

東方委員會」，出版「哈薩克人民」、「東方真理」等報刊走私進入新疆，批判盛

世才與國民黨在新疆統治的罪行，挑撥民族仇恨，鼓吹中國的邊界只到長城，新

疆是清朝新奪取的疆土，宣揚東土耳其斯坦獨立。而塔城人士哈斯木阿洪．司馬

義則越境在蘇聯成立「伊密勒」指揮部，以邊境貿易為掩護進出蘇新邊界，指揮

塔城地區的反抗活動。蘇聯亦利用外蒙古與阿山區的地理通道，於 1944 年 6 月

派遣在蘇留學之哈薩克上層人士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阿熱甫拜、哈森、鐵

木漢爾等 13 位軍事顧問經外蒙古進入到清河縣布爾根一帶的阿山游擊隊營地，

成立代號「白房子顧問組」情報組織，指導游擊隊從事反抗活動。1944 年 8 月

初，鞏哈縣（今尼勒克縣）哈薩克牧民艾克拜耳、色衣提等人赴蘇聯用馬匹換取

槍枝、彈藥時，與 1943 年夏赴阿拉木圖接受蘇聯軍事、政治訓練的帕提赫．莫

斯里莫夫（蘇聯僑民，原鞏哈縣土產公司副經理）會合並攜帶槍械彈藥返回鞏哈

縣，即著手籌組鞏哈游擊隊。

1944 年 8 月，莫斯里莫夫率先發起鞏哈暴動，利用我駐伊犁駐軍主力 1,600

人調往鞏哈平亂兵力空虛之際，復由蘇聯僑民法鐵依．伊凡諾維奇．列斯肯在果

子溝發起游擊戰形成戰略呼應。至 11 月初，蘇聯駐伊寧使館認為發動暴動時機

成熟，一方面調鞏哈游擊隊攻打伊寧，另方面向蘇聯提出派軍入新疆要求，蘇軍

首批部隊由軍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領從霍爾果斯潛入伊寧參戰，隨即同伊寧解放

組織組成軍事指揮部，由阿列克山德洛夫任負責人，並與抵達伊寧近郊的鞏哈游

擊隊三個大隊裡外夾攻伊寧，爆發「伊寧事變」，揭開了三區革命的序幕。
16

參、三區革命經過

三區革命的歷史分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4 年 11 月事件爆發至

1946 年 7 月新疆省聯合省政府成立；第二階段是聯合省政府運作時期；第三階

16
 關於蘇聯1944年起在新疆的秘密活動情形，請參見：徐玉圻、頓時春，「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西域
研究（第3期，1993年），頁42-44；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新論」，頁31-32；新疆社會科學
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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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則是 1947 年 5 月聯合省政府破裂至 1949 年底中共解放軍進入新疆。
17
第一階

段先後為軍事對抗時期與和談時期，此時期新疆在政治與軍事上都出現青黃不接

的狀況，一方面盛世才有意再度轉向蘇聯陰謀爆發，遭蔣介石調離新疆，改由吳

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委員兼省政府主席，而在 1944 年 9 月 2 日至 10 月 5 日吳忠

信抵新之前，則由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暫代，政治上的空窗期讓蘇聯認為有可乘

之機；另方面盛世才被調任農林部長，原屬盛之部隊群龍無首，而新駐之國軍對

暴動評估不足，仍以單純之少數民族暴動事件處理。
18
從 1944年 3月獻馬運動之

後，三區就不斷出現小股的游擊隊襲擾事件，新疆省警務處副處長劉秉德（伊犁

回族），就曾建議停止獻馬運動，早日派人入伊犁宣撫，並向省府報告指稱伊犁

形勢已非關押少數暴動分子所能扭轉，必須派遣相當數量軍隊方能鎮壓，
19
惟當時

省府正處於政、軍高層人事交接空窗期，對於此小股叛民未予重視，僅派出數百

名地區軍警進行鎮壓截堵，均未見成效。待蘇聯軍官阿列克山德洛夫於 11 月 6

日率紅軍潛入伊寧同「伊寧解放組織」裡應外合後，情勢一發不可收拾。11 月 7

日，在蘇聯紅色十月革命 27 週年紀念日正式發動「伊寧事變」，透露了蘇聯與三

區革命的關聯。
20
此外，亦有多項證據顯示蘇聯以正規軍侵犯中國領土的事實，

包括國民政府軍駐伊寧區綏靖指揮官曹日靈電告朱紹良指稱「名為剿匪，實為國

際戰爭」、「市區土匪全為歸化人（白俄）及塔塔爾族，以其領事館作為根據地，

所獲武器係蘇聯製造。」
21

11 月 12 日，「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由艾力汗．

吐烈出任臨時政府主席、副主席為阿奇木伯克，維吾爾族；阿列克山德洛夫出任

游擊隊總司令，統一指揮在三區之游擊作戰任務。之後，蘇軍參戰更為積極，11

月 16 日，蘇聯軍官亞歷山大與伊萬．雅可夫列維奇．頗里諾夫（1944 年 12 月

接替阿列克山德洛夫出任游擊隊總指揮官）率一營蘇聯騎兵入伊寧圍攻退守艾林

巴克之國軍。11月下旬，蘇聯再派出兩個顧問團，代號「一號房子」與「二號房

子」，「一號房子」由符拉基米爾．柯茲洛夫領導，「二號房子」由符拉基米爾．

斯特潘諾維奇領導。柯茲洛夫係格魯吉亞人，官拜紅軍中將，而斯特潘諾維奇則

17
 魏長洪，「新疆三區革命後期的經濟建設」，新疆大學學報（第33卷第1期，2005年1月），頁64。

18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334-339。

19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355。

20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伊犁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2期，2003年6月），頁14。

21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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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蘇聯國家安全總委員貝利亞所指派，
22
入境參戰之部隊包括蘇聯作戰、情報、通

訊、工兵、裝甲、砲兵與空軍等兵種。此外，蔣介石於 1945 年 1 月 29 日日記中

提及：「如俄國不放棄插手新疆問題的政策，則我只有待對倭戰事結束後再求得

總解決。但迪化、吐魯番、焉耆、哈密必須固守，不能放棄，以為將來恢復全疆

之根據地。」
23
同年 9 月 9 日蔣介石指派入疆平亂之郭寄嶠上將，在馬納斯河前線

對官兵精神講話時明白指出：「目前是對蘇俄作戰，勉全體官兵，要雪恥復仇，

恢復國土，及維護國家四強之一國際聲譽，蘇俄軍隊在國際間向來是打敗仗的，

不足為懼！」
24
均顯示蘇聯企圖以三區革命為名，行併吞新疆之實。

所謂的東土國民族軍在蘇聯正規軍的強大火力支援下，於 1945 年 2 月 1 日

打敗死守艾林巴克國軍，伊犁區淪陷。1945 年 6 月初，蘇軍又協助東土國民族

軍制訂了北、中、南三線作戰計畫，北路軍於 9 月上旬攻占阿山區；中路軍沿伊

（犁）迪（化）公路前進，攻占重鎮烏蘇，推進到馬納斯河西岸，進逼迪化；南

線戰鬥則兵分二路，一路由阿巴索夫（Abdelkerim Abasoff維族，迪化人）率領騎

兵游擊隊翻越天山進入庫車、拜城、溫宿等地進攻阿克蘇；另一路繞道蘇境再轉

進入我蒲犁縣，以蒲犁為基地切斷喀什、和闐之間聯繫。至此蘇軍已經打通蘇聯

與新疆南、北分界，蘇軍可任意進出新疆進行運補，全疆情勢岌岌可危。
25

國民政府高層除郭寄嶠力主對俄作戰外，
26
餘包括蔣介石在內認為，中國當時

對日抗戰進入最後階段，中共趁勢坐大，國事蜩螗、無力西顧，從對蘇外交途徑

或可保全對新疆主權，蔣介石乃於 1944 年 11 月派外交部顧問卜道明赴迪化，於

同年 12 月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葉謝也夫進行試探性接觸，未獲具體成果，葉謝

也夫試探性地建議中國應提出更廣泛意見。1945 年 1 月行政院長宋子文根據前

述會談情況，擬定「關於新疆省內中蘇貿易與經濟合作之建議」送交蘇聯駐重慶

商務代辦司，仍未獲回應，此際蘇聯不處理的目的，乃將目標放在「中蘇友好同

22
 貝利亞為指揮蘇軍在新疆作戰，親自坐鎮阿拉木圖督戰，請參見：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
（續）」，頁14。

23
 黃仁宇著，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1998年）頁400，轉引自：黃建華，
「蔣介石與新疆三區革命」，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1999年），頁98。

24
 郭寄嶠口述，敉平新疆偽「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經過紀要，頁13。

25
 杜瀚，「論三區革命中的軍事鬥爭」，西域研究（第2期，2001年），頁39。

26
 國軍在馬納斯河東岸守軍分別於1945年9月中旬及下旬多次擊退進犯之東土國民族軍與蘇軍，迫其向伊
塔阿三區回竄，郭寄嶠多次電請蔣介石准許加派兵力追擊，力陳值此世界大戰結束，蘇俄對美國有所顧
忌之際，絕不會增派兵力來新參戰，我應乘機先行收復失地，惟未獲蔣介石採納，請參見：郭寄嶠口
述，敉平新疆偽「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經過紀要，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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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條約」，企圖藉新疆問題作為對國府承認外蒙古獨立之壓力。待「中蘇友好同

盟條約」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簽字，史達林獲得蔣介石承認外蒙獨立之書面保證

後，乃在該條約之附文中承諾「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友好同盟

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至此，蘇聯目的已達，也承諾對於新

疆問題和平解決的框架，蘇聯駐中國大使彼得洛夫於 9 月 15 日向國民政府表達

願意出面調停與三區政府間的武裝衝突，國民政府派出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

長張治中赴迪化與三區政府代表阿合買提江（Akhmetjan Qasim）、賴希木江與阿

不都哈依爾土樂等人進行談判，期間雙方在是否以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作為三區

代表之稱謂、三區民族軍之數量、編制、漢維語文教育比例乃至省政府組織之各

民族比例之爭執，多由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葉謝也夫居間協調，國府及三區雙方代

表與蘇方正式會晤次數達 19次之多，
27
顯見蘇聯介入程度之深，最後於 1946年 1

月 1 日達成協議。同年 4 月 5 日起針對三區軍隊改編問題又舉行第二階段談判，

張治中堅持民族軍只能保留 3 個團，且駐地限於三區之內，但三區代表所提之

意見則主張組成騎兵 10 個團，步兵 3 個團，駐地包括阿克蘇、庫車、焉耆、迪

化、烏蘇、承化、塔城、綏定、惠遠、額敏等南北疆重要城鎮，此要求遭張治中

堅拒。最後仍透過葉謝也夫協調，認為 3 個團太少，建議組成騎兵 3 團、步兵 3

團，最後雙方各讓一步，國民政府同意民族軍組成 6 個團，三區代表則同意駐地

限於三區之內，雙方於 1946 年 6 月 6 日簽字，7 月 1 日新疆省聯合政府成立，

由張治中以西北行營主任身分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買提江（維族，三區代

表）與包爾漢（維族，七區代表）分任副主席，至於堅持不肯撤銷東土耳其斯坦

共和國稱謂的艾力汗．吐烈，則在蘇聯強勢介入下，將其秘密遣送至阿拉木圖，

以避免破壞和平談判結果，三區事件第一階段落幕。
28

由於三區事件是妥協下的產物，國民政府方面的目的，係希望穩住新疆情勢

後，一方面全力對抗中共，另方面則希望藉由以和平條約排除蘇聯影響後，從政

治與軍事解決三區政權；而三區代表則希望藉由新疆省聯合政府之成立，將勢力

擴展到國民政府統治的七區，以致雙方合作貌合神離。特別是國府在與三區談判

之前，自青海調派馬呈祥的騎五軍入新，而在和平談判之後，復於 1946 年 9 月

27
 徐玉圻、頓時春，「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西域研究（第3期，1993年），頁47。

28
 參見：黃建華，「蔣介石與新疆三區革命」，頁101-102；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
史，頁42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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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補充新疆兵員 1 萬 5 千人，另助親國府之阿山區專員烏斯滿（哈薩克族）向

三區發動進攻。三區方面認為國府企圖假和平為名消滅三區，因此堅拒軍隊改

組，司法、郵電及海關等象徵主權行使意義的機構亦不讓新疆省政府接管，狀

況又回到了和平談判之前。而三區為了將勢力拓展到國民政府統治的七區，於

1945 年 12 月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進入南疆地區工作，組織並鼓

動維吾爾、哈薩克青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中央軍撤出新疆」、「成立東土耳其

斯坦共和國」、「成立民族軍隊」等口號；國府則於 1947 年 7 月組建「三民主義

青年團新疆支團」與之對抗，此際國府有意藉由大土耳其主義分子麥斯武德出任

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對抗東土耳其斯坦勢力，致三青團新疆支團係由兩派仇視東土

國的派系組成，一派以奉行麥斯武德大土耳其思想的艾沙為首，認為凡屬突厥語

系的民族應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獨立的伊斯蘭教國家，彼等反對蘇聯、反對三

區革命，同時也反對漢人統治，要求在中國境內的高度自治，提出「獨立之下、

自治之上」，這使得國府認為彼此間具有合作基礎，乃將彼等勢力引入新疆；另

一派則是以張名權、粱克潯、陳力等人為首，彼等反對張治中的妥協政策，認為

係對中國主權的屈辱退讓，支持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的主戰政策。三青團新疆

支團的鷹派立場與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針鋒相對，兩派在南疆各地爆發多

起武鬥流血事件。
29

1947 年 5 月 21 日，國民政府發布由麥斯武德出任省主席，

埋下了聯合政府瓦解的導火線。1947 年 5 月 28 日，新疆省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時，麥斯武德的任命案成為爭執焦點，惟因國民政府利用七區議員的人數優勢操

控會議，以致主席團內部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宣告議會暫時休會，之後未再召集會

議，三區省參議員返回伊犁，宣告聯合省政府破裂。
30

肆、中共與三區革命的關聯

前述盛世才由投共轉向反共，殺害並驅逐在新疆之中共黨人後，中共與新疆

即罕有聯繫，對於三區革命的民族鬥爭，自未直接參與。對於三區革命的介入，

可用 1946 年 12 月 5 日董必武在南京密會參加國民大會之阿巴索夫作為分界，此

前，中共對於三區事件的看法係透過延安的「解放日報」、重慶的「新華日報」

29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454-462。

30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頁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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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晉察冀解放區的「人民日報」進行介紹。
31

1946 年 11 月，阿合買提江、阿

巴索夫代表三區，參加新疆省國民大會代表團赴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阿巴索夫

於 12 月 5 日首度赴南京梅園中共辦事處密會董必武，提出三項要求：第一、要

求中國共產黨承認和領導三區的人民革命黨，接納該組織的 11 位領導人入黨；

第二、要求中共中央派員到新疆工作；第三、為了能經常和中共中央保持聯繫，

請求派一位技術幹部攜帶電臺至新疆工作。董必武將上述要求於 12 月 6 日致電

延安中央報告後，隨即由周恩來親筆起草復電，並由劉少奇簽發，要點包括：第

一、入黨之事原則歡迎，中共願與該組織進一步建立關係；第二、派工作人員赴

新疆須視今後新疆政治情況及交通條件決定；第三、派去之代表，其任務是聯繫

與觀察。12 月 11 日晚，董必武二度會見阿巴索夫傳遞中共中央指示，於 1947

年 1 月 14 日，指派彭長貴
32
攜帶中共七大文件、毛澤東與劉少奇著作以及電臺

與三區國大代表同返迪化，阿巴索夫原希能藉電臺與延安方面直接聯繫，惟因功

率不足而無法取聯，此係中共與三區聯繫伊始。
33
惟從此次聯繫過程可以看出，

中共一方面對於三區革命的性質無法明確定位，同時又礙於蘇聯在三區革命的角

色，因此才會做出「原則歡迎」入黨的模糊承諾。此亦可由爾後鄧力群經由蘇聯

協助安排從莫斯科進入三區推動解放新疆，佐證蘇聯對於三區事件具有直接影響

力量。阿巴索夫返回新疆後，於 1947 年 2 月 3 日在迪化將原有的新疆共產主義

者同盟與人民革命黨依照中共的建議改組成民主革命黨，
34
由阿巴索夫任主席，副

主席為李泰玉、艾斯海爾．伊斯哈科夫，阿巴索夫將攜回的毛澤東著作「論聯合

政府」乙文譯成維文，提供三區成員閱讀，秘密傳播毛澤東思想。
35

1947 年 8 月

27 日，新疆省聯合政府破裂，三區代表返回伊寧後，於 1948 年 8 月 1 日在伊寧

組成「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以下或簡稱新盟），由阿合買提江任中央委員會

主席，新盟成立之後，大量的將毛澤東與劉少奇著作翻譯成維文，同時要求民族

31
 例如，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聯合政府成立後，延安的解放日報於7月5日在第1版登出「新疆少數民族自
治運動的勝利」專文，報導伊寧事件的和平解決。請參見：李資源，「新疆三區革命始末」，頁42。

32
 亦有文獻記載為彭「常」貴，亦名為彭國安，因攜帶至新疆之電臺功率過小，無法與延安之中共中央取
得聯繫，改以抄錄新華社新聞電稿提供伊寧漢文「民主報」登載，請參見：劉文遠，「論中國共產黨對
新疆三區革命的影響」，理論學刊，第4期，總第122期（2004年4月），頁73。

33
 請參閱：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7；張炳勇，「三區革命與新疆和平解放」，公
安司法（第4期，1997年），頁13。

34
 阿巴索夫江「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與「人民革命黨」合併改組是否依照中共的建議不無疑問，因為依
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入新的代表其任務只能是聯絡與觀察，且彭長貴只是裝設電臺的技術人員，理應不
會對改組之事提供意見。

35
 張炳勇，「三區革命與新疆和平解放」，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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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學習「八路軍政治工作手冊」。
36

1949 年 3 月，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朱德會見第一野戰軍

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指示由該部負責解放新疆任務，時間預定在 1950

年上半年。1949 年 7 月下旬，毛澤東與周恩來透過張治中，勸導新疆警備司令

陶峙岳以大局為重，陶峙岳的轉向，是新疆易幟的重要原因。

1949 年 6 月，劉少奇率團赴莫斯科爭取蘇聯外交支持，期間蘇方提及美國

有意將國民政府西北馬家軍勢力全部撤到新疆，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對

中國與蘇聯均屬不利，中共中央立即決定，一野一兵團進軍新疆的日期提前到

1949 年底，並派劉少奇赴蘇訪問團之政治秘書鄧力群攜帶電臺，直接從莫斯科

前往三區。
37

8 月 14 日鄧力群抵達伊寧後，隨即建立「力群電臺」，並於 8 月 17

日與阿和買提江、伊斯哈克伯、阿巴索夫等三區領導會晤，中共學者對此之論述

包括阿和買提江等人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祖國統一與成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
38
以及鄧力群向彼等說明了此行的任務，將新疆的政治、經濟、軍事與

民族情勢，特別是有關軍事行動的敵我狀況報告中央，而阿和買提江等認為中共

中央在複雜和艱鉅的任務中還關心到他們並與之聯絡，讓他們感到興奮，將盡一

切努力來幫助完成任務。鄧力群並代轉毛澤東邀請，希三區代表能組團參加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三區同意派出阿和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

索夫、達列立汗、羅志等 5 位代表參加。代表團於 1949 年 8 月 22 日從伊犁出

發，繞道蘇聯前往北平，於 8 月 27 日搭機經伊爾庫茨貝加爾湖區時因天候不佳

撞山，5 位代表全數罹難。對此罹難事件，各方說法不一，中共方面認為是意外

事件，惟國民政府外交部蒐錄入檔之新聞資料則認為，該罹難消息是在事件發生

後兩個月才由伊寧方面公布，實係史達林為協助中共入新，乃藉此陰謀手段排除

三區民族派，以藉此達到透過中共全面掌控新疆之目的。
39
而另據當時仍在新疆

從事游擊之國軍張達鈞研究，1949 年 9 月 25 日陶峙岳通電中共投降後，中共地

面部隊一野第一兵團首批部隊於 10 月 12 日入新，王震則於 10 月 21 日搭專機抵

達哈密。12月 2 日，彭德懷與張治中赴迪化主持新疆軍政改組事宜，其中，將三

36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8。

37
 張炳勇，「三區革命與新疆和平解放」，頁15。

38
 李資源，「新疆三區革命始末」，頁42。

39
 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四冊，新疆卷（二），（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2001年12
月），頁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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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族軍改編為第五軍，軍長為波里諾夫。軍隊改編之後等於解除了三區武裝，

中共強令解散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不准懸掛星月旗，消息傳到三區後，阿巴索

夫、伊斯阿克江等將中共派在伊寧之 300 餘位工作人員殺害，並至駐伊蘇領事館

請願，惟蘇方答覆是國際情報局已經不需要東土國，所以令其取消，抗議民眾大

譁，槍傷領事館副領事，蘇聯見事態有擴大之勢，乃派紅軍平亂，當場擊斃阿巴

索夫、伊斯阿克江，翌日又以煽動罪槍斃阿合買提江，至於阿合買提江等人搭機

撞山罹難，只是給外界一個交代而已，三區事件至此結束，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

國則在形式上消失。對照我外交部資料，以及參照 1946 年蘇聯為與國府達成協

議，將當時堅持東土國立場之艾立汗．吐烈祕密遣送回阿拉木圖的做法雷同，張

達鈞所言較具參考價值。

伍、大陸學者的研究

在 2001 年 911 事件之前，中共對於三區革命採取肯定的態度，誠如本文伊

始所引述，毛澤東所謂「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的看法已經為三

區革命定調，也因此在中共關於此一事件的論述中，企圖運用「注釋黏合劑」

（exegetical bonding）的方式，達到統一的解釋，其做法係強調鄧力群進入三區

工作以及 1948 年下半年至 1949 年初，國共經歷了遼瀋、淮海、平津等三大戰役

後，三區方面對於中共解放運動產生期待，進而成為解釋中共對三區事件發展方

向具有影響力的「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佐證之文件包括：1949 年 5 月

11 日，阿巴索夫在新盟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上報告時稱：

事實證明，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不僅在其特點、方向及其任務

方面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一致，而且從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或中國民族

問題得到徹底和正確的角度上來看，也是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解密連結

在一起。
40

又如 1949 年 5 月 25 日，阿合買提江在新盟中央機關報「民主報」（漢文）

發表專文，提及：

目前的任務是急速糾正我們在民族解放運動第一階段中所產生的錯誤，

40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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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不分民族的、在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勢力影響的各民族真正

平等的基礎上的新民主省分。
41

 此外，1949年 6 月 13日，前述「民主報」又發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與民

族問題」專論，指出：

新疆的各族人民，不要以為距離前線甚遠，而認作自己處身在中國人民

解放戰爭以外，應該積極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民族解放事業；削弱

國民黨的反動勢力，加強革命力量，以使人民戰爭的勝利早日到來，各

民族的解放早日到來。
42

以上諸段文字，是大陸學者在研究三區問題與中共建政過程關聯中所經常援

引的論述，試圖建立三區革命與中共解放戰爭具有關聯性，或者，是在解放戰爭

的影響下，轉變了過去三區偏狹的民族分離運動，轉向追求祖國統一與民族和平

共存。但是，三區領導者或者媒體論述提到了所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是否

將自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或者是具有「我者」與「他者」的概念？此外，打倒

國民黨反動勢力是否就必然意味著接受中共政權的統治？在這些文字中都無法得

到清晰解答。

一切都還是要回到歷史，若參照史實推敲當時三區領導者的真意，吾人可以

參考三區與國民政府於 1946 年 7 月 1 日正式組成新疆省聯合政府之後，三區代

表出任新疆省聯合政府副主席的阿合買提江也曾提出類似呼籲：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自己體面地宣布解散，如同其他專區一樣，都

仍舊歸於省政府的領導了⋯如果今天有人宣揚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獨

立」的話，那就是反對「和平條款」⋯我們的人民應該有所了解：如今

我們並不是反對漢族和國家的統一，如果有人反對漢族和國家的統一，

那就不是我們的朋友。
43

但是，到了 1946 年 11 月，阿合買提江代表三區以新疆省國民大會代表團赴

南京參加國民大會時，向大會提交「請在中華民國內將新疆改為『東土耳其斯坦

共和國』給予高度自治」提案，經蔣介石多次召見方勸其撤案。顯然，三區事件

領導者的最高理想還是建立東土國，所謂的「國家統一」，只是實力不足因應政

41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8。

42
 張炳勇，「三區革命與新疆和平解放」，頁14。

43
 徐玉圻，「論新疆三區革命」，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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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現實的折衷方案。
44

大陸學者也開始解構重建三區革命的歷史，主因在於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中

亞各共和國紛紛獨立，對於疆獨產生了召喚作用；而 911 事件後，一方面伊斯蘭

教基本教義勢力抬頭，另方面美國為了反恐戰爭將勢力深入中亞，複雜的地緣政

治與宗教因素讓東土耳其斯坦勢力在新疆又有復燃趨勢。2002 年元旦，有東突

分子在新疆人民大會堂公開朗讀鼓吹民族分裂與建立東土耳其斯坦的詩歌，讓中

共備感事態嚴重。
45
因此，大陸學者對於三區事件的描述，大體上也可以從 2001

年 911 事件來分界，
46
此前，對於三區事件的性質強調是少數民族與國民黨反動

派的鬥爭，而後受到中共軍事上的勝利以及鄧力群進入三區的努力，進而成為解

放新疆的助力，例如本文中引用的張炳勇 1997 年所著「三區革命與新疆和平解

放」、李資源 1999 年所著「新疆三區革命始末」、徐玉圻、頓時春 1999 年所著

「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等文均持類似觀點。不過，這樣的解釋就面臨無法切割

三區事件與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難題，也無法區隔蘇聯在三區事件中的角色，

究竟是自清末以來的領土侵略者還是少數民族爭取獨立的道義支持者？若承認三

區事件具有革命的歷史地位，那麼，爾後若是新疆爆發少數民族問題，蘇聯可否

依照「三區模式」出兵新疆，義助少數民族對抗中共中央？此外，國民黨在其中

的歷史角色更是難以定位。

911 事件之後，大陸學界對於三區事件的研究開始出現了變化，主要的研究

轉向有二，第一、著手研究國民黨與蔣介石在三區事件中的角色，已能較為客觀

地描述國府對抗蘇聯的軍事與外交細節。例如黃建華（北京航天航空大學人文學

院副教授）在 2002 年的「國民黨政府對新疆三區革命的政策」乙文中，開宗明

義就提出，迄今為止，大陸學術界還沒有從國民政府的政策角度對新疆三區革命

進行研究。而黃建華在該文中大量引用蔣介石對三區事件之軍事與外交決策，例

如蔣介石在 1945 年 1 月 8 日訓示伊寧艾林巴克死守之國軍「以超越斯大林格勒

之精神堅守到底！」又如蔣介石手令新疆省主席吳忠信「地方各級文武官長守土

有責，如有官長擅自撤退不盡執守者，應依律就地處決，並嚴令各級官長抱定誓

與城共存亡之決心，以重職責而保國土為要。」
47
該文多次列舉蔣氏對於三區事件

44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7。

45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頁28。

46
 筆者這樣的分界只是一個初步的概念，有待更多的資料加以印證。

47
 該文應係黃建華就其1999年所著「蔣介石與新疆三區革命」乙文的補充，請參見：黃建華，「國民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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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其文字背後意涵值得深入探究。

第二、則是點出蘇聯在三區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是鼓動少數民族發動武

裝鬥爭搞分離運動，如王欣登（伊犁教育學院政史系副教授）所著「蘇新關係與

『三區革命』新論」乙文認為，即使毛澤東讚許三區革命是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

運動的一部分，但當時三區與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仍是兩個天地，不能混為一談，

一直要到在 1948 年 8 月 1「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成立，中共勢力介入三區

之後，把三區的鬥爭稱為「三區革命」才是名符其實的。該文在摘要中即點出，

蘇聯策動「伊寧事變」的目的，是要製造「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分裂政府；

文中對於盛世才的歷史角色也重新定位，認為新疆經由盛世才之手，把占祖國領

土六分之一的新疆完整無損的交給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蔣介石讚譽為國民政府成

立以來最大的成功。盛世才反蘇、反共從政治上而言是反動，但放棄地方割據，

服從中央統一，從民族大業來看，則是進步的。
48
比較可惜的是，迄今在中文學

術著作中，無法看到新疆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學者對此一事件的著（譯）

作。
49

陸、結論

相同的歷史事件，經過不同的論述與解讀，自會產生不同的結論，中共過去

的論述太過強調中共在其中的角色與影響力，以致對於爾後的歷史現象，無法找

到合理的解釋與支撐力道，特別是在全球化下的今日，話語的解釋權已經不再是

當權者、執政者的專利，透過網際網路的傳遞，特別是少數民族所擁有之特殊民

族語言優勢，往往成為突破網路監控的利器，也讓話語的解釋權呈現多元分割的

局面。

本文研究發現，中共學者對於三區革命的歷史定位，已從過去定於一尊的

解釋，為了因應新的情勢發展，展開了還原與重建的工作，目前正處於尋求新的

府對新疆三區革命的政策」，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67-71。
48

 王欣登，「蘇新關係與三區革命（續）」，頁18-31。
49

 筆者先試圖從中國期刊網中過濾，並無少數民族學者所寫的中文文章，另曾參考過的相關網址包括：
東土耳其斯坦流亡政府：http：//www.eastturkistan-gov.org/index.htm；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http：
//www.uygur.org；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http：//www.uyghurcongress.org/cn/home.asp；瑞典維吾爾人
委員會：http：//www.uygurie.com等具代表性網站，亦未查到有關三區事件始末的學術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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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過程，從晚近研究的方向來看，過去將三區革命與中共建政革命的強迫式聯

繫，面臨了宗教、少數民族分離運動以及蘇聯角色的難題，中共史學研究者一方

面有回歸民族主義的論述趨勢，另方面結合史學與語言學的概念，從根源上批判

「東土耳其斯坦」或「東突厥斯坦」此一名詞，只是帝俄時期殖民者用語，
50
是一

個如同烏托邦的空洞名詞，以作為對抗新疆分離運動的論述張本。除了概念建構

之外，中共近來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藉由武力作為論述的支撐基礎，目的

則在徹底消弭東土耳其斯坦分離運動對新疆的影響。

50
 中共官方與學界對於東突厥斯坦、東土耳其斯坦的批判，可參見：「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第四
點，「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網址：http://www.xinjiang.gov.cn/1$001/1$001$023/62.jsp?articleid=
2004-4-8-0021；潘志平，「突厥斯坦、東突厥斯坦與維吾爾斯坦」，西域研究，（第3期，2004年），
頁53-60；王東倉、石瑾，「試論新疆淵源及東突的由來」，延安教育學院報，第17卷第2期（2003年6
月），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