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夏霖律师的照片9月22日被贴在新浪
微博上，之前一天，法庭以诈骗罪判处
夏霖12年徒刑。观察者认为这是政治审
判。与这幅照片相伴的文字描述了夏霖
介入的一些案件，包括艾未未案和浦志
强案。这段文字的结尾写道，“今天，
他被重刑12年！谁来为他鸣不平？”发
布这张照片的上海网友“胡南街”只有
800左右粉丝，但是这条微博在大约八小
时内被转载2,618次，之后被删除。

图片來源: Weib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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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愿的代理人把中共的言论审查带向世界
特写

莎拉∙库克

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
究分析员，《中国媒
体快报》负责人。

本文也于2016年11月2日
发表在《外交家》网站。

至少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
中国境外持续扩大对媒体与信息的控
制。时而发生的境外审查事件与宣传活
动令人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的过程是如何
展开的。过去三个月里就发生了多起这
样的事例。我们考察了九月以来二十多
起此类事件以及这方面的媒体报道后发
现，个体公民和非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推广北京话语的活动中，有的是
积极推动，有的则是被动让步。

首先，给共产党充当扩音喇叭的最重要
的一组非政府参与者是民族主义情绪严
重的中国网民，他们的言论间接地受到
官方媒体引导，那些他们认为支持为共
产党所敌视的事业的香港人、台湾人以
及外国名人和品牌会因此受到经济报
复。例如，中国大陆网民挖出台湾演员陈艾琳2014年在脸书上的发言，后者表示支持台湾学
生反对中国影响的太阳花运动，十月下旬，陈艾琳被从一部正在制作中的中国电影里清除出
去。中国网民指责在这部电影中担任主演的陈艾琳支持台独，他们会拒看这部电影。英国化
妆品品牌露诗 (Lush) 这个月初受到了同样攻击，因为有报道说，这家公司支持过一个旨在图
伯特消除人权侵害的组织。一名网友写道，“西藏分裂支持者，请滚出中国市场。”这也反
映了很多中国网友的情绪和态度。

另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群体是与中共保持密切关系的富有的中国企业家。他们越来越多地在中
国境外投资媒体和电影工业。两名最有影响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和马云最近宣布与索尼影业
以及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Amblin Partners 分别达成投资、制片以及发行协议。他们是否会
利用新获得的经济实力贯彻倾向中共的内容改变，还有待观察，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亲
北京的媒体拥有人进行这样的内容调正只是个时间问题。

最后，海外华人社群毫无掩盖地表达亲共立场。这包括澳大利亚华人团体举办歌颂毛泽东的
音乐会，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个庆祝毛泽东长征的晚会，以及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个反
达赖喇嘛的抗议。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员Sam Dastyari 因“收钱说话”丑闻而辞去参议院
领导职位。他被指控收取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裔澳大利亚商人的政治献金，作为交换，他公
开支持中国在南海的立场。

但是，为中国政府充当代理人的并不限于华裔。不少外国政府、政客、国际组织、以及学术
机构都出于不同原因而附和中共的立场。过去两个月里，明显出于来自北京的压力，泰国政
府禁止香港活动人士、北京的批评者黄之锋入境，印度当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果阿
邦期间拘留了几十位支持藏人的抗议者，新西兰副总理取消了与香港资深民主人士李柱铭和
陈方安生的会晤，与联合国相关的国际民航组织拒绝为希望报道该组织年会的台湾记者提供
记者证。

有152年历史的印度报纸《先驱日报》开始每周出
版中共云南省喉舌报之《云南日报》的四页夹页，
这是中国宣传和审查继续向境外延伸的许多近期例
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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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倡导者和民主活动人士还对一系列其它事件提出了批评。这些事件尽管看不出来有
来自北京的直接影响，但仍然在推动北京的口径。这包括彭博新闻决定从网上撤除其2012年
对习近平家人的财富报道，有152年历史的印度报纸《先驱日报》开始每周出版中共云南省喉
舌报纸《云南日报》的四页夹页，以及温哥华市长在市政厅前戴红领巾、升中国国旗这种明
显亲共的举动。

在面对这种由国家主导、极具渗透性的宣传行动时，将宣传伪装成另一种同样正当的想法，
这令强调公开交流信息与观点的民主国家非常脆弱。同样，跨国审查利用了民主国家尽量避
免“冒犯”一个团体或社群的文明礼貌做法。但是，坚持透明、自由表达、自由结社的原
则，常常便足以抵制北京将其愿望强加到海外的企图。

的确，在过去两个月另外几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中，国际领导人和媒体成功地拒绝了自我审查
的压力、敢作敢当不惧批评、或报道了对于北京来说敏感的话题。斯洛伐克总统和50名捷克
议员与达赖喇嘛会晤；米兰政府顶住来自中国当局的抗议，向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授予了
荣誉公民称号。印度联邦政府证实达赖喇嘛有权在印度自由旅行，包括前往中国号称有领土
争议的地区。九月，一个读者众多的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就中国酷刑、洗脑、以及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暴行而发表了一篇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调查报道。与此同时，媒体和人权组织，
以及世界多地的一些政治人物谴责了泰国和新西兰领导人对待香港民主人士的懦弱表现。

一些政策制订者已经采取步骤，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作出系统回应。16位美国议员出于
对“外来宣传以及对媒体的控制的忧虑”，九月份写信敦促政府问责局考虑对外国投资进行
更广泛的审议。在澳大利亚，在Dastyari丑闻爆发后，在媒体调查显示中国公司是本国政治中
最大的外国献金来源后，一些议员已经呼吁禁止外国政治献金。这样的捐赠目前是合法的。

这些政策建议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北京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常常依赖于赤裸裸的经济压力
和好处。民主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可以披露这种手段的操作过程，从而做出有效应对，预先制
订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站出来捍卫本国的根本价值观。

广播/新媒体
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限制、讥讽、以及网友反应

看来中国政府在如何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上采取了双轨策略，特别是在如何报道总统候
选人辩论上，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大选会对普通大众有怎样的吸引力没有把握。一方
面，中国官媒突出这次大选季节中的丑闻成分，并由此讥讽美国民主制度，赞扬共产党的一
党专制模式；另一方面，当局又限制对总统辩论的网上录像直播，显然担心人们在网上对此
展开热烈讨论。

在10月9日第二次总统辩论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大选再创底线新低度》
的时评，称美国政治是“闹剧”，总统候选人辩论“怪诞”。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所拥
有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将美国民主形容为“腐烂”,候选人辩论“
丑陋”，是一场“闹剧”。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将辩论形容为拳击比赛。香港大学中国传
媒项目的班志远指出，尽管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中共官方话语提供了新鲜材料，这些丑化与
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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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网上直播总统候选人辩论还是受到了严格控制。财新和网易这两个流行网站本来
设置了第一次候选人直播，但是政府监管人员在直播开始后不久就令其关闭。新浪网站获准
直播三次辩论(1, 2, 3)，中国国内令人意外地可以观看一些设在美国的中文新闻网站。在新浪
微博平台上播放的第一次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吸引了45,000点赞和15,000条评论。但即使这
个有限的开放也很快被关闭。第二次辩论被放置在一个不太起眼的网站，只获得了667条评
论，第三次辩论则索性被埋葬在微博里。

对更广大世界的有限接触塑造了中国人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印象和感受。一位名叫游天龙的中
国博士留学生主持了一个关于美国大选的播客，他告诉《纽约时报》说，“最大的误解是很
多中国人把《纸牌屋》当真。”“另一个误解则来自于许多中国人多年来吸收的负面宣传，
即美国政治由金钱或大资本家控制，政治人物都是资本家的傀儡”等等。包括海外中国人在
内的其他人则提供了不同的看法。现场出席了第二次辩论的唯一的华裔美国人是一位微生物
学家，她逃离了中国的宗教迫害，她说她“很激动看到民主的中心过程”，她认为“哪个制
度更好，不言而喻”。

这个选举季节的早期，许多中国网民似乎认为唐纳德∙川普是更吸引人的候选人，尽管他发表
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负面言论。但是皮尤研究中心10月初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多中国人更
喜欢希拉里∙克林顿（37%比22%）。其他人则取笑共产党专制统治下这种对美国民主的热烈
讨论。一位网友写道，中国人讨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犹如“一群太监讨论做爱”。

在中国南方广东省乌坎村发生第一次民主抗议五年后，今年9月，乌坎村民再次起事，大批头
戴盔甲、带着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防暴警察再次进村镇压。这次起事的原因与上次一样：与
共产党官员有勾连的地产商剥削村民的公有土地。村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企图抹黑民
主当选的村长林祖銮。他在全国电视上被迫认罪，并在6月被判处三年徒刑。与2011年相比，
当局这次对新闻的封锁更加全面和有效。

当局阻止了当地居民像2011年乌坎起事期间那样，为前来报道这一冲突的国际媒体记者设置
一个安全地点。外国记者很快被认出来并且加以驱赶，中国媒体不对乌坎抗议以及镇压进行
报道，任何敢于公布消息的人受到了威胁，官方媒体则对事件做了相当歪曲和误导的报道。
在官方媒体《南方日报》9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乌坎所在的汕尾市市长杨绪松这样概括了官
方的说法：“截至目前，乌坎村民提出的合法的、能解决的、该解决的土地问题，都已依法
依规解决。”

当地官员针对武装警察的到场发布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中国传媒项目的班志远称这种做法
是“下作的欺骗手法”。在镇压前一天，当局向村里派了一队队的清扫人员和宣传人员，做出
要帮助村民的样子。但是仔细注意一下，在乌坎扫街的公安边防总队人员就是第二天对村民领
头人进行半夜抄家的人。他们将村民从被子里拖起来，拘留了他们。

当局不仅严格限制信息的传播，而且还拘留了目前在美国政治庇护的乌坎活动人士庄烈宏的父
亲，逼他给儿子打电话，要求后者“不要在外面惹事”。庄烈宏2014年来到纽约避难，这次乌
坎抗议开始后他数次前往纽约联合国大厦外抗议。

广播/新媒体
当局压制有关乌坎镇压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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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新媒体 
审查的最新情况：重要网站被关或被禁，封锁死人消息，删除人权律师夏霖被
重判的消息

• 热门公共讨论网站关闭：中国一个比较中性的公共辩论网站“共识网” (www.21ccom.
net) 10月1日突然关闭，原因是“传播错误思想”。共识网的关闭没有任何前兆，关闭时也
没有做多少解释。共识网一直是讨论中国现状和未来的一个热门网站，使用者有学者、记
者和官员，对中国的公共讨论感兴趣的外部观察者也经常浏览。网站由一个中国公司经营，
发言总是比较婉转，外界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网站关闭。网站创办人周志兴在微信上写
道，“当局希望我们关闭共识网…我们无奈,”法广报道说。

• 商业化报纸网站被列入黑名单：10月11日，中国媒体管制人员发表一份通知，大大缩小了
财新网站的发行渠道。财新是一个很受尊重的多媒体财经网站。 通知暂停财新网“可供网站
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资格两个月，这意味着其他网站两个月里不许转载财新网站的稿
件。导致这个惩罚的直接原因好像是财新最近对政府发布的律师管理新规定表示异议，尽管
《中国数字时报》获得的这份通知说财新网多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这个惩罚很可能影
响财新收入，因为网站的访客数量将因此下降。另外，香港和大陆媒体报道说，以调查报道
著称的《京华时报》将被关闭，并入《北京晨报》，后者是《北京日报》属下的一份报纸。
这样做的目标是逐步将商业化报纸归入市级党委的直接控制下。 

• 审查限制对死亡事件的报道、夏霖律师宣判的报道：一系列发给媒体的指令加上8月以来社
交媒体审查的例子显示中国政府的控制如何影响对生死事件的报道，如何限制维权人士被判
刑所引发的讨论。人口学者、作者易富贤说，他的数个社交账户八月被封。易富贤过去十年
来记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9月13日的一个指令禁止报道甘肃一位极度贫困的母亲杀了四个
孩子后自己服毒自杀的事件。10月24日陕西一个村庄因为保管炸药不当而导致爆炸，炸死至
少14人，炸伤送医一百多人，但是没有一家中国媒体独立报道这起事件。相反，媒体只许转
载新华社通稿，其中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政府救灾工作。有关两位知名维权人士的讨论在社
交媒体上被禁止。夏霖律师9月22日被判处12年徒刑后，新浪微博关于夏霖案的讨论都遭到删
除。夏霖曾令代理过多位知名异议人士。两个星期后，新浪微博也封锁了有关香港学生领袖
黄之锋被禁止入境泰国的讨论。

尽管控制严密，一些新闻以及一些惊人的图像还是传到了国际观众中。香港《苹果日报》登载
了村民传出来的录像和照片，显示被橡皮子弹打得多处受伤的抗议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
迹斑斑，或者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在街上被打昏迷、由村民抬到医院的情景。另一方面，网民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亲身经历，对官方歪曲的报道表示愤怒和不信任。“人在做天在看，”一位网
民在官方微博有关抓捕13人消息下写道，“我奶奶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有必要凌晨四点就 
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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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泛民主政治人物、艺术家在香港及境外均面临报复

9月5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以来，气氛一直紧张。58%的港人参加了投票，主张香港独立的候选
人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在10月12日举行的新立法议员宣誓就职仪式上，港独派年轻当选议
员利用这个机会讥笑中国大陆，反对它对香港的权威。其中一人用贬称“支那中华人民共和
国”，另一个则使用了“香港国”这种正式就职誓词中没有的说法。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发
起法律程序，决定这两名新议员是否能够被接纳进入立法会。

另一方面，多名泛民政治人物、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在香港以及香港外遭到更多骚扰，也成为
共产党的“敌人”。这是藏人和法轮功活动人士长期以来受到的对待。

中国官媒和亲中香港媒体对两位今年入选立法会的年轻议员进行了大力抹黑，数千名亲中人
士被动员到立法会大楼外，叫骂主张港独的议员是“走狗”。一组抗议者包围了一名“香港
自由媒体”的记者，短暂地抢走了他的相机，偷了他的存储卡。

对香港泛民力量的敌视也延伸到了艺术中。描述2014年雨伞运动的记录片《乱世备忘》据说
无法在当地主要影院上映。9月中，歌星何韵诗的曲目被从大陆的音乐和录像播放网站清除，
包括大陆的iTunes 商店。

在其它案例中，对泛民活动人士的报复抵达了香港境外和中国境外。10月10日，立法会议员
梁国雄（即“长毛”）被禁止进入澳门，并遭到拘押。此前五天，香港雨伞运动的领导者之
一黄之锋被禁止进入泰国。泰国政府显然是听从中国当局而这样做的。泰国当局还严格规定
黄之锋在通过Skype 与泰国大学生对话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10月底，新西兰副总
理取消了与香港资深主流的民主派人物陈方安生以及李柱铭原定好的会晤，原因是出于“外
交敏感”。这几乎毫无疑问地指出中国对此会晤表示反对。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项目发现，这样的新闻以及其它试图破坏香港言论自由的做法大大削弱了
公众对媒体的信心。9月下旬对一千多名香港居民的调查显示，对新媒体的满意度只有百分之
二十三，为1993年来最低；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认为媒体在进行自我审查。

中国之外
黑客趋势，美国互联网受袭，外国媒体机构受到压力，好莱坞看重赚钱

• 来自中国的商业黑客事件减少：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近来中国国家方面的商业黑客行为大
幅度下降。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共同创立者Dmitri Alperovitch 说，过去一年90%的
降幅是“我们在这个领域30年来最大的成功”。 这一下降如此截然，如此超出预期之外，以
至于另一家主要的网络安全提供商FireEye 不得不在8月裁员百分之十。这是否是美国司法部
2014年公开指控五名中国军方黑客的做法在起作用，还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2015年9月签
署的一份网络安全协议在起作用，人们有一些不同看法。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专
门研究网络安全政策的James A. Lewis认为，这个下降趋势在两国签署协议前已经出现。他
告诉《麻省理工学院评论》说，“这不是中国想遵守协议，在遵守协议。他们之所以遵守协
议，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军队现代化，减少腐败”。 虽然中国在商业方面的网络间谍活动在减
少，但是专家说，中国当局一直在继续进行更多有政治动机的黑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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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的器材与美国互联网遭受的攻击有关：10月16日，美国东海岸互联网遭到
攻击，成千上万人数小时无法使用诸如推特、Netflix、和亚马逊这些网站。这次事故
来源于对Dyn公司发动的大规模阻断服务攻击（DDOS）。该公司运营主干互联网基
础设施。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大量中国制造、与互联网接通的相机被劫持进行这次攻
击，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制造商是否在这次攻击中扮演了任何蓄意的角色。

• 对外国记者的骚扰促进自我审查：9月22日，美国笔会发布了长达3万5千字有关外
国媒体机构在中国的报告，勾画出了后者所面临的限制、记者所受到的骚扰、以及因
为报道中国政府的禁区话题而可能遭到的报复。在有些外媒机构，这种压力导致内部
对政治敏感的话题进行更多筛选，其结果就是“报道柔性化”。报告发现，与以前相
比，媒体机构会更加主动地进行自我审查，在有些情况下指示他们的中文版只集中在
财经和商业上，避免可能敏感的政治内容。

• 中国观众将看到更多外国电影：中国对主演1997年电影《图伯特七年》的美国演
员布拉德∙皮特的封锁显然已经解除。有报道说，他将在11月中前往中国推广二战片
《盟军谍影》。当好莱坞导演和制片人寻求在世界第二大市场放映电影时，他们也越
来越与中共的政治意向保持一致，包括对图伯特的展示。据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新的
Marvel电影《奇异博士》中，神话人物“古一”被改成了由一位白人英国女演员扮
演，而在原作中，古一是一名藏人男子。 电影编剧C. Robert Cargill 说，“如果你承
认图伯特是一个地方，他是个藏人，那么你就有可能会让10亿人不高兴。”对Marvel
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奇异博士》已经得到了在中国上映的日期，是2016年在中国放
映的38部电影之一，比官方给的名额超过4部。不过中国官员声称，指标还有，一些
外国电影可以划分为“文化交流产品”。 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两国明年2月对美国电
影进口的规定进行重新谈判后，至2018年，会有更多美国电影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这对全球观众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好莱坞电影会变得越来越迎合
中国审查者的口味。

未来看点
美国选举报道以及审查：美国大选11月8日举行，注意官方媒体是否会报道投票情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审查中国网民的反应。如果希拉里获胜的话，注意中国官媒是否会就川普指称的投票作弊做文章，进一
步污蔑美国民主。。

中共六中全会对媒体的影响：10月27日，中共结束了每年四天的六中全会。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都强
调加强党内纪律，并确定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人地位。这是一个他的前任胡锦涛所没有得到的称号。
注意六中全会对媒体以及自由表达的影响，包括对那些批评习近平或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干部是否会进行
新的报复，对“核心”领导人是否会出现“个人崇拜”的成分。

假期期间的判刑：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节假日季节正在到来。在中国，几个著名的活动人士正在
等待审判 - 特别是人权律师。注意中共是否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对他们进行审判；假期期间很多外
国记者和政治人物都会花更多时间与家人过节。过去一些年来，对一些重要异见人士的审判都发生在假
期期间，如刘晓波、浦志强和郭飞雄，以减少国际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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