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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圖片

成群的伯尼
這張照片是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穿著手工連指手套根一群中國爺爺下棋的P圖，
是最近幾週在喬・拜登就職典禮上拍攝參議員照片後流傳的
眾多迷因之一，他於1月20日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該迷因
在中國新聞網站（如新浪財經）和社交媒體平台（如微信）
上接觸了中國網民。台灣新聞網站上的另一個收藏集中了
桑德斯在《星際大戰》和《侏羅紀公園》電影中的場景。
圖片來源: Radi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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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分析

在香港鎮壓中，北京意志的法律障礙浮出水面
作者
薩拉∙庫克
薩拉∙庫克 (Sarah
Cook) 是《自由之
家中國、香港和台
灣問題資深研究分
析員，兼《中國媒
體快報》負責人。

即使香港政府正在加大對政治言論和公民活動的懲罰力度，包括根據去年6月頒布的《國
家安全法》，但當局在粗暴對待香港長期受人尊重的法律制度方面的能力正受到一些限
制。香港的司法制度是英國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充滿了長袍和假髮的傳統，但也有正
當程序、普通法判例以及獨立的律師、大律師和法官。因此，律師、法官、國際社會和
香港普通法制度本身的原則正在出現對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的抵制，這也許並不奇怪。
過去一個月的事件突顯了這些相互競爭的趨勢，對香港的法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不斷擴大的鎮壓

一月份，香港各地發生了一輪大規模逮捕。 1月6日，香港警察根據《國家安全法》拘留
了50多名活動人士和政治人物。官員聲稱，這些人在去年7月舉行初選（選舉隨後被推
遲），選出代表前民主陣營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從而犯下了「顛覆罪」。警方從
被拘留者手中扣押了200多種數位設備，據報導，這些設備被送到大陸當局以進行數據提
取。除逮捕行動外，警方還查訪了至少三個新聞機構的辦公室，出示搜查令要求提供與7
月初選有關的文件。
幾天之內，當局命令本地互連網服務提供商封鎖對一家維權網站的訪問，這一手法在中
國內地廣泛使用，但在香港卻很少見。被封鎖的網站《香港編年史》是一個平台，民運
人士使用它來曝光警察（其中包括參與攻擊示威者的警察）並暴露親北京的企業。雖然
香港寬頻網路在1月13日宣布停止用戶訪問該網站，但《香港編年史》的編輯陳妍茵稱，
早在1月6日，用戶訪問該網站時就有困難。
然後，在1月14日，警察逮捕了11人，因為他們向去年夏天乘船逃往臺灣的活動人士提供
幫助。被捕者包括律師兼區議員黃國棟，他曾在12名民運人士被中國內地警方拘押後向
他們提供法律援助。 12月30日，深圳一家法院以非法越境罪名判處「香港12人」中的10
人徒刑七個月至三年不等。中國當局還威脅要吊銷聘請來代表他們的律師們的執照。

法律上的障礙和國際反制

這些例子表明，香港政府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正影響越來越多的居民和言論形式。但它
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法律障礙。儘管《國家安全法》賦予當局廣泛的權力，可以將政治
異議定為刑事犯罪，但法律專家認為，這些案件的政治敏感性以及香港自身的普通法制
度，意味著當局仍然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案件。因此，警方尚未對1月6日被捕的50多名活
動人士中的任何一個提出正式指控。除了一個人外，所有其他人都已被保釋，儘管他們的
護照被沒收以防止外國旅行，他們設備上的資訊可能會被用來挖掘他們涉嫌犯罪的證據。
1月18日，三名去年7月因「煽動分裂國家」而被拘留的學生積極分子成為第一批根據國
家安全法被逮捕的人，他們被警方無條件釋放，不過警詧告訴其中一名學生，他們可以
收集更多證據，重新逮捕她。兩天後，英國出生的高級律師大衛・佩里（David Perry）
辭去了對9名前民主宣導者的主訴職務，這9名前民主宣導者與2019年的和平抗議有關，
此前英國的律師和決策者對他參與此案提出了道德問題。
過去一個月來，香港法律體系的最高階層也在發聲保護香港的司法獨立。1月11日，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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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宣誓就任香港新任首席大法官。張舉能在就職演說中批評了對司法機關的政治壓力和
攻擊，指出司法機關「必須是而且必須維持是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機關」。
外國政府也對在香港加劇的國家鎮壓作出回應。1月10日，美國、澳洲、英國和加拿大
外交部長的聯合聲明對1月6日逮捕數十名民主運動人士表示「嚴重關切」。時任美國
國務卿候選人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推特上稱，逮捕行動是「對那些
勇敢宣導普世權利的人的攻擊」。針對逮捕行動，布林肯的前任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宣佈對六名官員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北京中央香港與澳門事務領導小組副主
席和香港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展望未來

對香港民運人士的鎮壓肯定會持續到整個2021年，其中可能包括加深媒體和互連網審
查制度，以及可疑的選舉改革。儘管如此，如果檢察官和法官，甚至是那些處理國家安
全法案件的人，感到受到公眾和國際壓力，不僅要保留法治的外表，還要保留某些正當
程序，那麼北京和香港官員將面臨兩個不具吸引力的選擇。他們要麼為這種保護留有餘
地，從而導致可能的無罪釋放那些被視為中國共產黨高調政敵的個人；要麼他們效仿中
國大陸的做法，進行大規模的任意拘留和審查，包括法律專業人員他們本人（也會成為
被針對的對象），進一步損害香港作為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金融中心的聲譽。
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和壓力，不僅來自各國政府，也來自商界，對於盡可能地向保持法治
的方向傾斜，從而使有些自由的香港得以存在還有些希望，將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如
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問的那樣，那個重要而難答的問
題依然存在：「香港法院對要求他們採取更像內地法院做法的壓力，能抵制多久？」

新聞報導
中國官方媒體，網民對美國首都騷亂的反應，推特禁川普
•

官方媒體對華盛頓DC動亂的報導：中國官方媒體對1月6日在華盛頓DC國會山發生
的騷亂做了廣泛的報導，這些報導不同尋常地被疏於審查。針對國內和海外觀眾的報
導從 公開嘲諷 到 用詞斟酌 的事實描述都有。《環球時報》在推特上的英文帳號就在
華盛頓發生的畫面與早些時候在香港發生的抗議作了比較，並質問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是否也會將此次騷亂說成是「要看的一幅美麗的畫面」（這裡沒有說出的是，佩洛西
此言 所指的並不是在香港抗議運動中發生的動亂，而是2019年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的
燭光紀念）。其它的報導沒有那麼具有轟動效應。在中文媒體中，1月7日在《 北京
新聞》 的一篇評論只是標題為「美國陷入混亂」，其中對那日的事件做了相當事實
性的描述，並有精選自像是CNN這樣的經常在中國被批評或審查的各種美國媒體的
畫面截屏。中央電視台1月6日的一則簡短的中文 報導 中提到，只有極少數騷亂人士
戴口罩，而1月7日 《澎湃》 發表的一篇文章，則試圖分析騷亂的根本原因。

•

網民反應：騷亂很快就成為中國讀者和社交媒體用戶中的 熱門話題，各種相關的主
題標籤在新浪微博上發熱並吸引了數億的點閱。許多人援引此事件來說明這是美國作
為一個超級強權衰落的跡象。根據《環球時報》英文版報導，一些網民將此次衝擊（
國會）視為是美國政府支持像是香港那樣的海外民主抗議運動而招致的 「報應」。
但其他網民們批評中國共青團微博的一篇貼文 不體面，該文將騷亂描述為「要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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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美麗的畫面」。一些 海外分析人士 和國際頭條認為此次騷亂會有助於中國官方
關於美國民主之脆弱的說法。但是也有其他 評論人士 注意到，可以看得見的美國民
主的弱點並不能抵銷中國威權體制在全球面臨的形象問題。此外，騷亂開始後幾週所
展現出來的美國民主的復原力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應。如同一位 微博 用戶所說的：「
美國體制的糾錯能力是強大的，它經受住了挑戰」。
•

川普推特被禁：在騷亂中，對現已成為美國前總統的唐納德•川普在所有位於美國的
社交媒體平台的封禁，喚醒激起了在中國觀察人士們中的熱烈討論。在1月10日《環
球時報》英文版所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將這種封禁 描述 為揭示了「美國民主的
雙重標準」，《環球時報》總編 胡錫進 在他自己寫的一篇評論中，則稱「言論自由
在每一個社會都其實是有其邊界的」。一些海外華人維權人士反對封禁，原因是他們
自己都有過在中國被官方審查的經歷。在中國，一則網上民調發現，在受調的2700
參與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推特不應該關閉川普的帳號。但在一則 微信貼文
中，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為推特在其平台封掉川普總統的帳號辯護，說推特是一
家私人公司，這種情形與中國官方推動的審查有別。該貼文後來被刪除。

審查近況: 針對中共幹部的規定，審查的代價，關押記者， COVID-19控制
•

新的針對中共幹部的規定：1月4日， 新修訂 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
中 聲明，禁止黨員公開批評中共的決定。該禁令是在幾位知名的黨內幹部在2020年
公開針對習近平嗆聲後出台的，這些幹部包括地產大亨 任志強 和中央黨校講師 蔡
霞。2020年9月，任志強被判刑18年，流亡海外的蔡霞被禁止領取退休金。

•

審查的代價：援引中國政府文件和網上內容，1月12日，喬治城大學的范達修克（
Ryan Fedasiuk）在「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上發表一篇 報告，該報告估計
從2018年起，中國「網信辦」已在網路審查方面投入了66億美金。該報告還指出，
在這66億美金中，有56億美金是由「網信辦」和「網路安全局」的各級分支花在了縣
市地區一級。

•

COVID-19 信息控制: 在2020年1月23日發生的武漢封城開始後一年，關於中國政
府是如何利用審查和宣傳來影響公眾對其處理冠狀病毒疫情情緒的一個更全面的圖
像呈現了出來：2020年12月19日，一份對數千份外洩的備忘錄和指令的調查報告被
ProPublica 和《紐約時報》披露了出來，其中發現審查命令中除了關於刪除提到中
國醫生和吹哨人李文亮的貼文、以及向手機用戶推送的關於李文亮死訊的提示之外，
在1月7日李文亮過世後群情激憤時，中國政府還利用宣傳工作人員並 雇用 私人公司
和網絡評論員「用干擾性的聊天來向社交網站灌水」。儘管封城已經解除，國家對疫
情討論的管控並未放鬆。在1月23日武漢封城一週年到來前夕，審查者們 刪除了對
政府疫情初期應對措施進行批評的貼文，其中包括有像「第一週年紀念日」和「吹哨
人」這樣詞眼的。最近數月以來，中國官方媒體推出了一系列關於COVID-19之後的
書籍和電視節目，來傳達政府的說法並 鼓吹政府在控制疫情擴散方面的成功。在一
隊 世衛（WHO） 來訪者到來之前，中國官員像外交部長 王毅 還在繼續兜售這樣的
說法：在中國發現冠狀病毒之前，該病毒已經在世界上多個場所出現了，這一做法是
在淡化中國官員在使這場健康危機惡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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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記者等網民面臨入獄，法律處罰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在中國各地，許多活動人士因言論自由犯罪而被判處無數徒刑和其
他法律處罰。
•

武漢記者被囚：2020年12月28日，上海一家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張展四年徒
刑，張展由律師轉為公民記者，她報導了在武漢爆發的 COVID-19疫情，在5月份被
捕前，她在YouTube上傳了120多則影片。在被拘留期間，張展進行絕食抗議，據報
導她曾被警察強制灌食。當局還拘留了報導新冠疫情的其他人士，但張展是因此被判
刑入獄的第一人。

•

作家被拘留：2020年12月16日，北京警方以“挑釁和惹麻煩拘留作家杜斌。杜斌
是《紐約時報》的前自由攝影師，他在臭名昭著的Masanjia勞改所製作了一部紀錄
片，揭露了酷刑。他在台灣出版一本有關列寧在蘇聯統治的書之前一個月被拘留。

•

反腐敗倡導者被判刑：1月7日，江蘇省法院以“非法商業活動”將反腐敗活動家李
新德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此前他於2019年10月在網上發表有關商人被非法定罪的文
章後被捕。

•

律師執照被吊銷：同樣在1月7日，北京法院將律師周澤的執照吊銷了一年，此前他
將警察對他的客戶實施酷刑的影片上傳到社交媒體上。

•

記者入獄：1月8日，貴州一家法院以“挑釁和挑釁”的罪名判處前新聞記者張賈龍
（警察於2019年8月在他點讚並轉發了批評中國政府的消息後逮捕他）被判處1.5年
有期徒刑。張賈龍是2014年與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會晤的記者
代表團之一，並敦促美國幫助“拆除” 防火墙網站攔截系統。

監視近況：新發現表明新疆監視的廣度、深度和人力成本
•

人臉識別技術專利，阿里巴巴聲稱「種族標籤」被移除：更多證據已湧現出來，表明
中國科技公司在深化中國國家對維吾爾少數民族人群進行監視方面的複雜性。根據
一份1月12日由研究公司 IPVM 所發佈的報告，2108年，華為和中國科學院就一種算
法申請了專利，該算法據稱可以通過人臉識別來 辨識維吾爾族人。該專利聲稱，人
工智能技術可以根據很多特徵 — 其中包括運動、姿勢和「種族（漢族，維吾爾族）
」 — 來識別行人。IPVM還報導說，2019年，中國人臉識別公司「曠視（ Megvii）
」和「商湯（ SenseTime）」就把用根據種族（包括維吾爾族）來分類人們圖像的
技術，分別申請了專利。該 消息爆出 後，「商湯」和「華為」說他們會增補他們的
專利，而「曠視」則說他們會撤回他們的專利申請。華為聲稱他們「反對所有類型的
歧視」。根據12月16日也是 IPVM 所發佈的報告，2020年12月， 阿里巴巴 雲計算部
也聲明，他們會從其已開發出來的人臉識別軟體的測試版中，移除種族標籤。

•

沙灣「安全城市」文件： 12月30日，科羅拉多大學研究人員拜勒（Darren Byler）
在 「中國檔案」 上，發表了一則關於在新疆進行「安全城市」監視的報告，該報告
對在2017年來反穆斯林的監視擴張提出了深刻見解。基於對政府文件和採購清單的
仔細分析，該報告顯示了在漢人佔多數的小鎮沙灣，當地政府是如何部署安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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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虹膜掃描儀和電話掃瞄器，以建成一個針對回族、哈薩克族和維族穆斯林的「無
縫安全環境」 。基於對當地穆斯林和一名在華盛頓大學的回族學生（該學生在遊覽
新疆期間被趕進了鐵絲網）的採訪，該報告還表明這些系統是如何與警方盤查結合起
來，來把新疆地區的非漢人投入到一個超越司法管轄的集中營網路中。
•

阿克蘇名單：在《人權觀察》12月9日發佈的一則 報告 中，分析了一份被洩漏的維
吾爾族在押犯的名單，該名單顯示了中國當局正在用大數據科技來任意拘留在新疆
的穆斯林。從2018年晚些時候開始，該份來自新疆阿克蘇州的名單列出了2000人的
名字，這些人是在警方用來監視和拘留的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JOP）」 上掛了
號的。儘管中國政府聲稱像IJOP所用的科技僅僅是為了用來針對罪犯，據《人權觀
察》的分析人員們表示，絕大多數在該名單上被警方列為目標對象的人，是因為 非
暴力和平凡的行為，譬如擁有多部手機、從海外「敏感國家」接到過電話、身著宗教
服飾、使用Skype、或者是學習《古蘭經》。一些被懲罰的行動看起來是在多年前甚
至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譬如在1980年中期學習《古蘭經》，或2013年在新疆的
其它地區過夜。

中國之外
澳洲的中文媒體，微信官司，5G在中東，推特官方媒體標籤
•

在澳洲的中文媒體：「澳洲政策研究所」於11月17日發佈一份 報告，其中詳述了中
共對在澳洲的中文媒體的影響。該報告發現了中共對四家中文媒體公司或是持有或是
有 財務聯繫 的證據，在該你報告中被分析的24家媒體中，至少有12位高管是與在中
共統戰部領導下的北京海外影響行動相關聯的團體中的成員。其中17家媒體 — 包括
像「澳洲廣播公司（ABC）」這樣的公共電視台的中文版 — 有成員參加了統戰部所
舉辦的媒體論壇。該報導指出：這些媒體的影響通過廣為人用的微信、以及對外國媒
體加入中文版提供種種好處，而得以放大，在澳洲的中共對中文媒體版圖的重大影響
意味著它已經不能反映出當地華人社區的多元性了。

•

華為在中東、印尼和瑞典：根據12月16日在 《外交家》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華為繼
續在侵入 中東（特別是海灣國家）的移動網路5G技術和雲計算市場，自2019年起，
在像阿聯酋、沙烏地拉伯和巴林這些國家的11家 電信 公司與華為簽署了大的5G合
同。在 印尼，華為也在10月份同其總統辦公室簽署了理解備忘錄，要為10萬印尼人
提供側重技術的職業項目。在印尼從3G和4G向5G過渡之際，該國的一些網路安全
專家對華為和中興的強勢存在提出擔憂。與之對照，1月14日，一家瑞典法院 駁回
了華為對瑞典政府的一項禁令的上訴，該禁令禁止華為參與瑞典的 國家 5G網路建
設。該禁令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也針對了中興。

•

英國影片部落客刪除有批評中國政府的影片：在基於英國的、馬來西亞出生的喜
劇演員黃瑾瑜（也被稱作「 羅傑叔叔」）與美國的食物影片播主 陳麥克（Mike
Chen） 聯合製作了一集節目後，由於陳麥克過去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其中包括他在
Instagram上發佈的關於1989天安門大屠殺的一則發文，以及他本人修練法輪功），
黃瑾瑜因此遭遇了強烈的反彈。顯然是出於自我審查，黃瑾瑜刪除了那則影片，並在
1月12日，就他所說的造成的「壞的社會影響」，在微博發佈了一則向他的華人粉絲
道歉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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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標為與「國家附屬的」之後，中國官方媒體互動下降：1月18日發表的「中國媒體
項目」的一個 分析 報告發現，在該平台在2020年8月將一些中國官方媒體標為「國
家附屬的」之後，在推特上與這些媒體的用戶互動下降。在該決定做出50天後，在
《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帳號下的點讚和轉推數，每則推文
下降超過20%。研究人員們分析了另外30家在網路上的官方帳號，發現大多數顯示了
「顯著減少的分享和點讚」。

•

Zoom員工因對「天安門廣場」的審查而獲罪：12月18日，紐約檢方對一名 Zoom
員工 金新江 提起訴訟，指控其破壞一個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的會議。根據美國司
法部的指控，金新江身在中國，是該公司與中國執法機構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他被控
陰謀破壞在2020年5月和6月的會議，並截堵基於美國的維權人士的帳號，採用的手
段包括利用「偽造違背條款與協議的證據來（為其行為）提供合法性」。

•

加州微信用戶起訴騰訊：1月8日，一群微信用戶在加州一家法庭 起訴騰訊，指稱騰
訊通過監控和審查他們的通信，而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原告包括六名匿名用戶和基
於華盛頓DC的親民主團體「中國公民力量」。原告們稱微信因他們在該平台上發表
了被視為是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而帳號被封，在有些情況下造成了對他們的生意和
個人生活的傷害。雖然微信對海外用戶的監控和定期審查（包括對在美國的用戶的審
查）已廣為 記錄在案，這次起訴還是受影響的用戶起訴的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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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反制
中國網民尋找微信的安全替代品
隨著微信上的審查和監控在近年來
的加強，以及隨之而來在用戶中日
益增強的對這些限制的認知，一些
中國網民看起來正在尋找能夠替
代的和更加安全的通信應用程式。
根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的來自
Apptopia的數據，2015年以來，
加密平台「電報」在中國的蘋果
商店增加了500多萬下載，同一時
期，Signal有約159萬的蘋果操作
平台下載。2021年的前幾週，這
兩個平台的用戶基數都有進一步增
加。在WhatsApp正在計劃與其
母公司臉書共享更多數據一事曝光
之後，在更多的科技界和其它領域
的知名人士更積極地討論或推薦加
密傳送之時，在中國的下載情形與
全球傾向於更安全的應用程式的趨
勢一致。這些下載量也反映出在蘋
果操作系統中有這些毋須「虛擬個
人網路（VPN）」的應用程式。在
安卓操作系統中上這些平台更麻煩
一些，但是裝有VPN的用戶可以從
谷歌商店中下載這些應用程式。然
而，在一些特定應用程式如Signal
上建立帳號需要一個電話號碼，在
中國電話號碼通常是與用戶的線下
身份綑綁。
一些傳聞證據表明，加密平台越來越受歡迎也許部分是來自於這樣的前微信用戶：不堪
VPN之麻煩，但是轉而不再對微信保有幻想、並開始尋找能夠看到所謂的「防火牆」牆
外內容的技術。此外，在微信已經面臨在美國被禁的潛在威脅時，據報導一些海外華人
已經在轉向Signal 或Telegram，並將這些服務介紹給他們在中國的親戚朋友們。
儘管有這些轉變，微信在中國依然是無處不在，要正常進行每日的個人生活和工作，很
難離開它。但是那些下載替代通信應用程式的人們可能還會用微信進行上銀行、購物和
其它服務，而用其它平台來閱讀和分享政治敏感性的消息或者是突發新聞，否則，這些
內容在微信上或是被審查，或是你看了它會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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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關注
拜登政府對中國人權和科技的第一反應：1月20日，拜登成為美國第46屆總統。與川普政府相比，
儘管觀察家預期會有一些變化，初期的跡象、任命和提名人顯示出，可能在主要議題如對惡劣的
對維吾爾族的人權侵害，與民主夥伴 台灣 的互動，以及對 北京不實訊息 和全球媒體影響的關注
方面，政策應會具有連續性。但在拜登發表就職演說時，中國領導人似乎送出了一個警告信號，
宣佈對（包括內閣成員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在內的）曾批評過北京或訪問過台灣的 28名前川普
政府官員 進行簽證限制和其它制裁。值得關注：看拜登政府是否會做出反應，該政府將採取哪些
第一時間的行動來應對來自中共的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發生在美國國內的。
馬雲的命運：在去年10月底從公眾視野消失後，阿里巴巴創始人和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馬雲依然
是 新浪微博 評論區的頭條和焦點，這引發人們的懷疑，說在監管者 突然取消 了他的金融科技公
司螞蟻集團的上市後，他可能會吃官司。1月20日，馬雲短暫露面，網上參加他主持的表彰農村
教師的一個年度活動，但是一些 觀察人士 注意到，那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沒事了。值得關注：他在
法律方面有麻煩的新聞或對他自由和通信的限制。
關於疫苗的不實訊息：儘管中國在冠狀病毒疫苗分發計劃方面，收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讚聲，但對
其疫苗的有效性卻不無質疑。來自巴西的數據顯示，（中國）疫苗有效率只有 50.35%，不同於
Sinovac公司所稱的 78%。一些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和外交部的社交媒體帳號不僅淡化了這樣的擔
心，而且誇大了他們所認為的來自美國的更有效的競爭者所生產的疫苗的危險和虛假信息。在1月
19日的一篇文章中，CNN的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 引述了幾個這樣的例子。值得關注：是
否這樣的傾向會繼續，以及其它的不實訓息手段（如通過非真實的機器人帳號）會被發現用來宣
傳類似的說法。

行動起來！
•

訂閱《中國媒體快報》：每月直送電子郵箱，獲取《中國媒體快報》最新資訊，最深入分
析。免費發送！點擊這裡或發送郵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國媒體快報》：幫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傳媒和新聞審查狀況。

•

獲取未經審查的消息內容：請點擊這裡或這裡，找到比較流行翻牆工具的綜合測評以及如何
通過GreatFire.org獲取翻牆工具。

•

支持良心犯：瞭解如何採取行動幫助新聞記者和言論自由維權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國媒體
快報》中特別提到的良心犯。點擊這裡

•

訪問《中國媒體快報》資源中心：通過《自由之家》網站的一個新的資源中心，瞭解更多決
策者、媒體、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如何幫助推進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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