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说唱歌手黄明志和澳大利亚歌手陈芳语的一首嘲讽中
国民族主义者的歌曲，被称为「小粉红」，在亚洲的华语地区
传播开来。(这个词起源于一群年轻的、大多是女性的民族主
义网民，他们活跃在一个以粉红色为背景的文学网站上）。
这首名为 《玻璃心 》的歌曲在YouTube上有超过2700万的浏
览量。结果，微博、抖音（中国版的TikTok）和其他流媒体平
台删除了这两位艺术家在中国的账户；陈芳语在微博上有超过
100万粉丝。她后来在Instagram视频中嘲讽了这项禁令。
图片来源：Namewe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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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内容操纵达到了新的前沿
本期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 (CCP) 一直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媒体和讯息空间，部署各种工具
来实现其目标。然而，多年来，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与中国有关联的行动者在全球社交媒
体平台上进行积极的虚假信息活动，就像莫斯科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所追求的那样。
 
自2019年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多项调查和大规模下架虚假帐号表明，亲北京势
力确实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广泛的操纵活动。此外，他们不断调整策略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效率。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关于该主题的一系列新调查已被发表出来。总的来说，调查结果表
明活动规模空前——甚至超过了克里姆林宫——对全球搜索结果、全球手机用户以及美
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内政治具有重要意涵。

無與倫比的規模
与中国有关的讯息操纵活动的规模之大令人瞩目。牛津网路研究所和美联社 5 月份的一
项研究记录26,879个推特帐户，这些帐户将来自中国外交官或官方媒体的发文放大了近 
200,000 倍，直到因违反禁止操纵规则而被该平台暂停。重要的是，这些以多种语言出现
的转推占了中国官方帐户所有份额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英国，时任大使刘晓明的发
文转发的一半以上来自推特后来暂停的明显虚假帐户。 

同样，根据谷歌关于YouTube下架的季度报告，今年 1 月至 9 月期间，共有 10,570 个频
道因参与“与中国相关的有组织的影响力行动”而被删除，每月删除 682 至 2,946 个频
道。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组删除。相比之下，同期只有192个频道和12个与俄罗斯相关
的网站域名从YouTube或谷歌新闻提要中删除。
 
YouTube似乎是与中国有关的宣传和虚假宣传活动的首选平台，即使中国官方和官方媒
体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存在引起了更多关注。这次由ProPublica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了
数百个影片，其中看似普通的维吾尔人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句声称他们在“网路上”看
到了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关于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言论，但那都是“胡说八道”
。调查发现，许多影片是在协调的时间范围内发布的，其中一个影片的主题通过电话表
示影片是由当地宣传部门制作的。在 6 月份调查发布时，作者报告说“几乎每天都有
新影片被上传...”一个仲介平台。然后他们被发布到YouTube，在那里他们获得了超过 
480,000 次的点阅。
 
即使全球平台删除了被认定为不真实的帐户和频道，但与中国相关的生产商也在不断更新
内容供应，（使得）这些努力的持久性相当可观。他们可以为中国的外交声明添加公众
支持的虚假外衣，正如美联社报导指出的那样，他们有效地“扭曲了平台演算法，这些
演算法旨在促进热门发文的传播，可能使更多真正的用户暴露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之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10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一现象，解释了操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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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业规模和技术影响力的结合，该政权正在扩大其影响行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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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官方媒体报导和其他亲北京的内容能够填补讯息真空并提高搜索结果的性能。作者发
现，由于中国官方媒体和其他官方帐户的定期鼓吹宣传COVID-19起源于马里兰州德迪特
里克堡实验室的阴谋论，谷歌新闻和Bing新闻在8月和9月对“德特里克堡”的结果是由
中国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时报等媒体主导，而不是驳斥这一理论的更有声望的消息来源。
 
《自由之家》上周进行的搜索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YouTube上“德特里克堡”排名前
五名的其中四个结果不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就是是引用中国政府要求对该实验室进
行调查的不太知名的媒体。“新疆”的前10个搜索结果中，有5个是支持官方观点的中国
官方媒体或影像部落客，尽管它们的排名低于记录侵犯人权或文化破坏的独立媒体的新
闻报导。
 
扩展到新主题
当大多数读者甚至是中国专家观察者想到外国操纵政权的优先主题时，通常会想到的主
题包括COVID-19的起源、新疆的情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西藏、台湾、香
港、法轮功，以及习近平等最高领导人的形象。
 
但是对最近研究结果的评估指向了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目标。据谷歌称，虽然从事与中
国有关的影响力运营的YouTube频道在中文中包含大量关于音乐、娱乐和生活方式的“
垃圾”内容，但它们也包含了中英文内容的子集，内容涉及「批评美国对COVID-19疫情
的回应」「美国政治分歧不断扩大」、「美国COVID-19疫苗的推出」，以「美国的社会
问题」。
 
FireEye和谷歌在9月曝光的另一项活动包括来自虚假帐户的发文，这些发文鼓励美国人民
参加与COVID-19或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有关的抗议活动。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回应了这
些呼吁，但这一尝试标志着北京厚颜无耻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更广泛的是立陶宛网路安全部门在中国境外销售的小米手机上识别出的审查关键字列
表。发现这些手机会定期从新加坡的服务器下载新的禁用术语列表，这可能会触发手机
浏览器和音乐应用程式中的过滤器。该功能似乎在“欧盟地区”中被禁用，但它可以“
由制造商远程启动”，并且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起作用。研究人员发现，该列表已从
2021年4月的449个中文术语增加到9月的1,376个术语，其中包括300多个英文术语。这
份清单是一大堆与性和色情有关的术语，还有人们可能想到的中共会仔细审查的词（6月
4日，西藏，新疆，法轮功，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以及各种更笼统的条目。
 
这类英语词汇包括：「自由」「人权」、「民主」和「选举」，以「印度教」、「巴基
斯坦人」「伊斯」。更广泛的中国名单涵盖了现在流亡的各种中国活动家——刘霞、陈
光诚和艾未未——以及其他在中国被监禁的人，比如在警方拘留期间失踪三年多的律师
高智晟。它还包括一长串媒体，这些媒体可能被视为国家媒体的竞争对手以及中文替代
或批评观点的来源，如美国之音、星岛日报、明报、苹果日报、博讯和希望之声等。
 
中文名单特别包括小米的科技竞争对手——三星、摩托罗拉和华为——以及与北韩、哈
马斯、基督教（包括「耶稣」和「福音」的汉字）和绿党相关的各种词。这些列表的完
全启用版本将限制用户访问大量内容，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说中文的人。这一发现是最具
体的例子之一，说明在国外提供行动设备、应用程式和其他讯息共享基础设施关键节点
的中国公司如何能够在远远超出中国防火墙范围的情况下执行中共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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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来年 
正是中国的工业力量使中共在对全球讯息流动的影响方面与其他专制政权区别开来。除
了在美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调整不真实的宣传活动之外，每个月都会出现
新的例子，说明小米、华为或四达时代等中国公司如何在其技术出口中注入宣传、选择
性审查或监视能力。
 
这些公司支持中共路线的压力在来年可能会增加，因为北京在呼吁抵制的声音中举办在
中国举行的第二次奥运会，监管机构实施打击以加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监管，以及习近
平准备明年11月开始前所未有的其第三任中共党魁任期。因此，外国政府、科技平台、
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员保持警惕并努力发现、揭露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操纵活动就显得
尤为重要。

新闻报道
媒体的叙事方式：党的全会期间对习近平的宣传造势，台湾，爱国博主

• 国家媒体在中共高层会议期间为习近平打气：围绕11月8日至1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CCP）重要会议的官方宣传，对习近平掌舵该党的成就给予了极大关注。最近的一
项研究发现，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一位领导人相比，习近平部署了更多的宣传，特别
是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对自己的领导力进行了赞扬。宣传上的推动可能是为
了抵御对他处理COVID-19疫情或中美关系恶化的潜在批评，并加强他明年可能被任
命为中共党魁的第三个任期。会议结束时，党内通过了一项罕见的 「第三个历史决
议」。这样的决议只有毛泽东在1945年和邓小平在1981年通过过，而习近平正在沿
袭历史来巩固他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作为具有历史地位的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在某
些方面，他可能试图通过强调自己的现代成就来盖过他们。习近平最近还在一次讲话
中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即 「共同富裕」，并在10月15日的中共旗舰杂志《求
是》上发表文章。这个概念指的是到2035年确保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这
进一步表明习近平打算在几十年内保持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 地区频道被告知要展示中共的成就：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SARFT）命令四个省级卫星广播公司减少娱乐内容和 「追星」，转而宣传社会
主义和与习近平「新时代」有关的话题。 

• 关于台湾的宣传导致网民的战争谣言：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国对民主国家和欧盟在北
京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国庆节前后军事入侵台灣岛领空后加大支持台湾的力度
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由外交部牵头，声明谴责美国国务卿和法国参议员是「恶意的 
」和「自私的」。许多声明中包含威胁，包括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台湾
独立。在数周的剑拔弩张的言论之后，中国网民将政府因COVID-19供应链问题而建
议人们储备物资解释为与台湾的战争迫在眉睫。谣言导致军方反驳该消息为假。 

• 民族主义网民在网上发出的声音：10月21日的一篇报道介绍了「自干五」，即中国亲
政府的网民，他们免费传播宣传，而 "五毛 "则是有偿的。虽然自干五已经存在多年，
但最近，民族主义的中国网络用户积极攻击那些似乎与美国和欧洲人有联系的中国
人；同时，「狼性艺术家」一直在创造艺术，促进中国外交政策对被视为意识形态对
手的民主国家的攻击。虽然这些影响者基本上没有报酬，并且与中共的宣传部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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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机构收紧了新闻流通，私人投资媒体：10月20日，中国网信办（CAC）发布了
2016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源清单的更新版 — 这是一份全面的清单，列出了现在1356家
可由互联网新闻服务机构转载的授权新闻机构，这些机构本身被禁止制作自己的报
道。更新后的名单继续将国际媒体排除在外，但也删除了以调查性新闻而广受尊重的
商业出版物《财新》，并增加了官方媒体或政府机构的微信和微博账户。尽管专家认
为此举不会在短期内影响《财新》的财务或日常运营 — 鉴于其在付费墙后运营，它
代表了对《财新》网编辑的警告，并可能预示着该媒体未来的困难。在另一项加强对
媒体控制的举措中，中国最高经济监管机构于10月8日发布了一项法规草案，禁止私
人投资媒体，包括新闻收集、新闻机构的建立或运营，以及广播或电视直播。它可能
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生效。 

• 针对高官的#MeToo指控使得审查者手忙脚乱：11月2日，网球明星彭帅在微博上发
表文章，详细指控前副总理、曾任中国共产党（CCP）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在他们之
间发生的数年间的间歇性关系中一度对她进行性侵犯。微博迅速删除了她的帖子，并
审查了对该事件的讨论，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微信和豆瓣也是如此。这些平台禁止使用
「网球」和「吃瓜」（指八卦）等词汇，促使网民转而创造性地使用同音字、典故和
其他替代词来讨论此案。虽然彭帅的帖子在网上的34分钟内只被分享了1000次，但
在它被删除后，它被搜索了670万次。对彭帅事件的审查与最近的其他性侵犯指控形
成对比，那些指控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胁较小，并被允许传播。  

• 新的数据法规促使更多美国科技公司退出中国：从10月中旬开始，微软的領英、雅虎
和Epic Games（与腾讯合作运营中国版《堡垒之夜》）宣布，他们将关闭在中国的
服务，一些公司称那里的商业环境充满挑战。这些举措是在中国于11月1日开始实施
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时采取的；该法包括广泛的条款，并强调了国家安
全在数据保护中的重要性。前一个周末宣布的关于向境外数据传输的新规则草案，也
增加了海外上市科技公司的对如何才算合规的担忧。新法规与正在进行的本土化和控
制技术服务的努力相结合，似乎正在使剩下的极少外资科技公司在中国的运营变得越
来越困难。那些留下来的公司，如苹果公司，继续代表当局审查向用户提供的内容和
应用程式。  

• 少数民族语言在视频流网站、语言学习应用程序上被禁止：10月29日，语言学习应用
Talkmate宣布，由于「政府政策」，西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将被无限期删除。大约
在同一时间，外国研究人员报告说，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已从在线流媒体平台Bilibili
上被删除。在线语言禁令似乎与中央政府日益同化的语言政策的更广泛转变相一致。

审查制度近况：新闻来源白名单、#MeToo指控、西方公司的退出、少数
民族语言受限

运作，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社交媒体的参与都是有机生长的；国家在审查不同意
见的同时，会多推民族主义的帖子。最近的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受雇在中国境内外运营
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以「管理舆论」的私营互联网公司。这种扭曲的信息环境以及网民
的不同观点很可能促成了11月1日的中国个人民意调查结果，其中78%的人回答说他
们认为中国在国际上被「非常喜欢」或「喜欢」。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国对
中国的不利 看法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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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近况：COVID-19超限，新疆监控，腾讯回应网友对数据收集的抗议

• 对COVID-19监控的担忧：随着中国继续推行「COVID-19 清零」政策，重新出现的
案例和封锁引发了对该政策的讨论，以及对用于执行该政策的广泛监控和隔离的抱
怨。从11月2日开始，成都有超过8.2万名居民收到电话信息，说他们被标记为「 时
空伴随者」，因为他们的手机上的GPS数据显示他们在过去14天内与一名感染者在
800米半径内（或近1公里）相处了超过10分钟。「时空伴随者」这个短语成为中国
搜索引擎百度上的一个热门搜索结果，一些人抱怨说这个短语将监控浪漫化。一些
人权活动人士报告说，他们的健康二维码最近变成了红色，原因不明，禁止他们旅
行或获得公共服务。在2月4日开幕的奥运会之前，中国可能会继续实行COVID-19清
零政策。   

• 新疆科技化的镇压在那里继续存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10月19日的
一份报告考察了2014年至2021年期间中共党国在新疆的治理机制，发现毛泽东式的
大规模政治运动与预测性警务系统协调进行 -- 强调了新疆科技镇压的持久性和范围。
这只是中共在新疆依靠密集宣传和灌输、无处不在的监控、人口控制和强制劳动项目
的最新证据。10月12日出版的一本书研究了美国科技公司通过购买中国公司的技术
参与新疆的种族化监控而使该地区的人权受到侵犯的共谋。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
尽管美国进行了控制，但这种购买还是加速了：规则只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公司卖东
西，但不禁止从这些公司买东西。 

• 网民因担心数据收集而对应用程式进行反击：在网上关于一些流行应用程式访问用户
照片库的讨论疯传之后，腾讯旗下的微信承诺将停止访问用户照片。在一位科技博客
的被疯传的微博文章讨论了微信、QQ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如何经常访问iPhone
用户的相册，即使这些应用程式在没有被被打开的状态下，这种反击就开始了。一个
相关的主题标签有超过2亿的浏览量，在一项调查中，3万名受访者中超过94%的人表
示：他们对应用程序读取他们的照片库感到不舒服。这些消息和最近颁布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导致一些媒体和网民对其他经常访问用户位置数据的应用程式进行调查，
其中包括食品配送服务美团网、支付宝和中国农业银行。迄今为止，只有微信回应了
用户的投诉。  

• 腾讯成立新的隐私监督委员会： 腾讯是第一家宣布将成立独立的隐私监督委员会的
大型科技公司，以遵守11月1日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的实际要求很模
糊，法律专家质疑此类机构是否能充分独立于它们要监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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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记者情况危急，持续对律师的打压，维吾尔族学生被拘留，法轮
功家人被关押

• 被关押的COVID-19记者情况危急；男子因发一被疯传贴图而被拘留：公民记者张展
因在武汉报道2020年初的大疫情而被判处四年监禁，据她的家人说，她可能离死亡不
远了。张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绝食，以抗议她在12月被判刑，据说她只有40公斤重。
中国境内外的民间社会都呼吁立即释放她。在另一起案件中，宁夏警方将一名男子拘
留了9天，因为他在群聊中分享了一条戴着警察帽子的狗的贴图，以此来抱怨警方强
制执行的COVID-19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这是言论自由案件中常用的
罪名。此案最初由官方媒体报道，并在微博上疯传，人们谴责过度的惩罚，然后文章
和相关标签被封锁。 

• 对人权律师的持续迫害：法律专业人员及其家属继续面临迫害，因为他们对法治问
题发表意见，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对他们接手的案件发表意见。11月1日，14
名地方选举的独立候选人，包括几名律师的家庭成员，在面临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后
撤回了他们的候选资格。此前一天，林启磊律师宣布他收到了一份通知，称他的律师
执照被吊销，这可能是对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接手政治敏感案件的政治报复，其中包
括：2020年试图从香港乘船逃往台湾的几位活动人士、西藏活动人士扎西文色等人的
案件。郝劲松律师在2019年因在推特上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中国领导人的评论以及
提供法律服务的明显关系而被拘留，目前仍在等待审判。高智晟律师在2017年被软禁
期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居住在美国的妻子说，她认为他已经死亡，并要求当局
提供信息。  

• 两名记者正式被捕：10月22日，海南警方宣布他们已经正式逮捕了由调查记者转为商
人的罗昌平，罪名是「诽谤英烈」。他于10月7日被拘留，原因是他在微博上质疑中
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大片《长津湖之战》中描述了这一点。在另一
起案件中，11月5日，调查记者、妇女权利活动家黄雪琴和劳工权利活动家王建兵的
家人收到通知，两人因被指控「煽动颠覆」而被正式逮捕；他们于9月19日失踪，当
时黄雪琴正准备飞往英国开始大学学位。随着2018年#MeToo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
黄雪琴曾帮助性侵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也曾因报道香港的抗议活动而被拘留。 
 

• 维吾尔族学生在广州被拘留：10月26日的一份媒体报道说，广州中山大学的博士生阿
卜杜卡迪尔江•罗兹于4月被拘留，然后被送回新疆，在那里他以不明确的罪名被捕。
他以前曾被当局称赞为「模范人物」，是近年来入狱的数百名维吾尔族作家和知识分
子之一。  

• 法轮功学员被判处重刑：9月4日，天津法院将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庭判处监禁，这可能
与印刷和传播有关此被禁止的法轮功信息有关。父亲李国庆被判处12年监禁，妻子于
波被判处10年监禁，女儿李蕾被判处7年监禁。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法轮功练习者
和护士于8月在江西被抓获，他在街上与人谈论这一精神修炼时被判处四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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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国家安全定罪，独立媒体受到攻击，追溯性电影审查法

香港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状况继续恶化，导致国际特赦组织在10月25日宣布，在该城市运
作了40年后，它将关闭其两个办事处。几天后，11月1日，黎明和其他七人因「组织、参
与和煽动他人」参加去年被警方禁止的年度天安门守夜活动而受审。据报道，警方和10
月24日香港马拉松赛的组织者对短裤或纹身上有 "香港加油"字样的选手进行了询问，因
为这被认为是「政治言论」。联合国人权专家于10月12日致函中国政府，呼吁废除《国
家安全法》，称其与国际「根本不相容」。
 
其他在香港发生的压制言论自由的重大事件包括： 

• 两人因呼喊口号、在脸书上发帖而根据国家安全法被定罪：香港法院分别于10月26
日和11月3日判定两人犯有《国家安全法》规定的罪行，使根据该法定罪的总人数达
到三人。马振民因在2020年8月至11月的抗议活动中喊出与香港独立有关的口号和标
语，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5年9个月监禁。他的律师辩称，马俊文喊出这些口
号是为了测试《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11月，根据与检察官达成的撤销其
他指控的协议，青年活动家钟翰林承认了分裂和洗钱罪。钟翰林在Facebook上建立
了一个由青年领导的支持独立的团体Studentlocalism，该团体在国家安全法生效后
一直在国外活动。  

• 数字新闻网站在香港和澳门关闭，另一个被香港安全主管攻击：数字新闻网站DB 
Channel在联合创始人在另一起国安法案件中被拒绝保释后，关闭了其香港业务。
该网站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成立，在脸书和Instagram上运营，分别有55,000和
26,000名粉丝。其工作人员是无报酬的志愿者，有几个在台湾或其他国家的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将继续运营。同时，由于澳门的情况恶化，亲民主的数字新闻网站 《爱
瞒日报》在运营16年后关闭。另外，11月7日，《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权以家庭原
因为由辞职；他的妻子是在国家安全法突袭中被捕的《苹果日报》工作人员之一。
该媒体最近受到官员和官方媒体的攻击，但在11月8日被提名参加记者无国界组织
（RSF）的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奖。一位政府顾问在谈及钟沛权时权说：国家安全法
被用来使这种独立数字媒体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 新闻条件不断恶化：根据10月19日的一份新闻稿， 在香港记者协会（HKJA）就2019
年抗议活动期间警察对记者的行为向警方内部监督机构提出的27项投诉中，警方拒绝
了26项。随后在10月下旬，至少有两个政府部门收紧了记者查阅记录的规定，并允许
各机构将记者的信息移交给执法部门。11月5日，香港外国记者具乐部公布了其有史
以来第一次新闻状况调查的结果；84%的人说，在国安法的影响下，新闻自由已经恶
化。近一半的人说他们有计划离开香港，或正在考虑离开。 

• 追溯性电影审查法获得通过： 10月27日，没有反对派议员的香港立法会以举手表决
方式通过了《2021年电影审查（修订）法案》。该法律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电
影，包括有追溯效力的禁止。修正案将放映被禁影片的处罚提高到三年监禁和100万
港元（12.8万美元）罚款。该法律不适用于在线流媒体平台上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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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看点

中共六中全会的后效应：11月11日，中共高层六中全会以第三个历史性决议结束，该决议将党的
领导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提并论，成为该国「理论和思想的创造者」。值得关注：在明
年的党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将巩固权力并利用国家的审查和宣传机构来提升他的形象，届时他
很可能被任命为历史性的第三任期。  

国营企业可能收购香港报纸：香港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可能被内地
公司阿里巴巴出售给中联办旗下的一家公司。值得关注：有关这一出售的进一步公告，以及如果
交易成功，《南华早报》可能转变为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的亲政府媒体。 

中共的审查制度影响到海外的当地社区团体：上个月发生的几起事件表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
在海外的影响力及其影响基层活动的能力。澳大利亚的一个艺术节撤销了一个香港团体，一所美
国高中改变了其网站上对台湾的介绍，组织者取消了德国的图书讲座。值得关注：中国政府继续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发号施令，以及其外交前哨如何干预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活动。

重点反制	
与体育有关的维权行动揭示了西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苦难

10月20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篮球运动
员坎特尔（Enes Kanter）在他的社交媒体
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谴责西藏的人权侵
犯，并穿上了一位流亡的中国艺术家为支持
西藏人而画的鞋子。坎特尔随后又发布了另
一个视频，其中他强调了对维吾尔人的虐
待；批评耐克公司没有对中国的压迫发表意
见；呼吁将2022年奥运会从北京移出，并
对香港人和台湾表示支持。在他的第一个视
频之后，中国审查机构取消了波士顿凯尔特
人队的比赛直播，删除了过去的视频和集
锦，并在社交媒体上封锁了坎特尔的名字。
与2019年不同的是，当时中国因一条关于
香港的推特而对整个NBA进行报复，而这次报复似乎仅限于坎特尔和凯尔特人队。 
 

因为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遭受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行为，民间
社会也大声呼吁抵制定于月开幕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10月17日，三名西藏人权活动家
扰乱了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的与2022年奥运会相关的火炬点燃仪式。他们和仪式外的四
名藏人一样被逮捕，组织者称此举是由希腊警方实施的，但由中国大使馆指令。一名西
藏活动人士和香港活动人士也在雅典被捕，因为他们在雅典卫城周围的脚手架上展示出
了要求取消奥运会的横幅。他们的抗议活动引起了一场媒体风暴，其被关注度盖过了火
炬点燃仪式本身。一些奥运运动员也开始发声，美国奥运冰舞运动员在10月18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波士顿凯尔特人球员坎特尔（Enes Kanter）
的鞋子，由流亡在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
Badiucao绘制。  

图片来源: Badiu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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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entsforafreetibet.org/breaking-tibet-activists-arrested-after-disrupting-olympic-torch-lighting-ceremony-others-detained-outside-at-direction-of-chinese-government-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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