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饒舌歌手黃明志和澳洲歌手陳芳語的一首嘲諷中國
民族主義者的歌曲，被稱為 「小粉紅」，在亞洲的華語地區
傳播開來。(這個詞起源於一群年輕的、大多是女性的民族主
義網民，他們活躍在一個以粉紅色為背景的文學網站上）。
這首名為 《玻璃心》的歌曲在YouTube上有超過2700萬的瀏
覽量。結果，微博、抖音（中國版的TikTok）和其他串流媒體
平台刪除了這兩位藝術家在中國的帳戶；陳芳語在微博上有超
過100萬粉絲。她後來在Instagram影片中嘲諷了這項禁令。

圖片來源:  NameweeYouTube

自由之家中國媒體快報

第158期：2021年11月

本期分析: 北京的內容操縱達到了新的前沿  1
新聞報導: 

• 官方媒體的敘事方式：黨的全會期間對習近平的宣傳造勢，台灣，愛國部落客  3
• 審查近況：新聞來源白名單、#MeToo指控、西方公司的退出、少數民族語言受限  4
• 監控近況：COVID-19過分監控，新疆監控，騰訊回應網友對數據收集的抗議  5
• COVID-19記者情況危急，持續對律師的打壓，維吾爾族學生被拘留，法輪功家人被關押  6
• 香港: 國家安全定罪，獨立媒體受到攻擊，追溯性的電影審查法  7
重點反制: 與體育有關的行動揭示了西藏人、維吾爾人和香港人的苦難  8

未來關注 8

行動起來！ 9

審查的歌曲嘲笑中國民族主義者

本月圖片

訂閱或投稿，請訪問 http://freedomhou.se/cmb_signup 或者電郵cmb@freedomhouse.org

標題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095458/rise-little-pink-chinas-young-angry-digital-warrio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7UPb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7UPbhErE
https://globalvoices.org/2021/10/19/malaysian-bad-boy-rapper-namewee-breaks-the-hearts-of-mainland-chinese-little-pin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7UPbhErE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traditional-chinese-china-media-bulletin-subscription


www.freedomhouse.org

北京的內容操縱達到了新的前沿
本期分析

作者

薩拉∙庫克

薩拉∙庫克 
 （Sarah Cook）
是《自由之家》 
中國、香港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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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虛假訊息 
策略的系列文章。
該文章還於2021
年11月16日發表
在《外交官》。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 (CCP) 一直試圖影響其他國家的媒體和訊息空間，部署各種工具
來實現其目標。然而，多年來，沒有明顯證據表明與中國有關聯的行動者在全球社交媒
體平台上進行積極的虛假訊息活動，就像莫斯科在2016年美國大選前所追求的那樣。
 
自2019年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多項調查和大規模下架虛假帳號表明，親北京勢
力確實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進行了廣泛的操縱活動。此外，他們不斷調整策略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效率。
 
在過去的六個月中，關於該主題的一系列新調查已被發表出來。總的來說，調查結果表
明活動規模空前——甚至超過了克里姆林宮——對全球搜索結果、全球手機用戶以及美
國和其他地方的國內政治具有重要意涵。
 
無與倫比的規模
與中國有關的訊息操縱活動的規模之大令人矚目。牛津網路研究所和美聯社 5 月份的一
項研究記錄26,879個推特帳戶，這些帳戶將來自中國外交官或官方媒體的發文放大了近 
200,000 倍，直到因違反禁止操縱規則而被該平台暫停。重要的是，這些以多種語言出現
的轉推佔了中國官方帳戶所有份額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英國，時任大使劉曉明的發
文轉發的一半以上來自推特後來暫停的明顯虛假帳戶。 

同樣，根據谷歌關於YouTube下架的季度報告，今年 1 月至 9 月期間，共有 10,570 個頻
道因參與「與中國相關的有組織的影響力行動」而被刪除，每月刪除 682 至 2,946 個頻
道。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組刪除。相比之下，同期只有192個頻道和12個與俄羅斯相關
的網站域名從YouTube或谷歌新聞提要中刪除。
 
YouTube似乎是與中國有關的宣傳和虛假宣傳活動的首選平台，即使中國官方和官方媒
體在推特和臉書上的存在引起了更多關注。這次由ProPublica進行的另一項調查發現了
數百個影片，其中看似普通的維吾爾人用幾乎完全相同的詞句聲稱他們在「網路上」看
到了美國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關於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言論，但那都是「胡說八道」
。調查發現，許多影片是在協調的時間範圍內發布的，其中一個影片的主題通過電話表
示影片是由當地宣傳部門製作的。在 6 月份調查發佈時，作者報告說「幾乎每天都有
新影片被上傳...」一個仲介平台。然後他們被發佈到YouTube，在那裡他們獲得了超過 
480,000 次的點閱。
 
即使全球平台刪除了被認定為不真實的帳戶和頻道，但與中國相關的生產商也在不斷更
新內容供應，使得這些努力的持久性相當可觀。他們可以為中國的外交聲明添加公眾支
持的虛假外衣，正如美聯社報導指出的那樣，他們有效地「扭曲了平台演算法，這些演
算法旨在促進熱門發文的傳播，可能使更多真正的用戶暴露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之下」。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10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更詳細地探討了這一現象，解釋了操縱如何

通過工業規模和技術影響力的結合，該政權正在擴大其影響行動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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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官方媒體報導和其他親北京的內容能夠填補訊息真空並提高搜索結果的性能。作者發
現，由於中國官方媒體和其他官方帳戶的定期鼓吹宣傳COVID-19起源於馬里蘭州德迪特
里克堡實驗室的陰謀論，谷歌新聞和Bing新聞在8月和9月對「德特里克堡」的結果是由
中國環球電視網和環球時報等媒體主導，而不是駁斥這一理論的更有聲望的消息來源。
 
《自由之家》上週進行的搜索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YouTube上「德特里克堡」排名前
五名的其中四個結果不是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就是是引用中國政府要求對該實驗室進
行調查的不太知名的媒體。「新疆」的前10個搜索結果中，有5個是支持官方觀點的中國
官方媒體或影像部落客，儘管它們的排名低於記錄侵犯人權或文化破壞的獨立媒體的新
聞報導。
 
擴展到新主題
當大多數讀者甚至是中國專家觀察者想到外國操縱政權的優先主題時，通常會想到的主
題包括COVID-19的起源、新疆的情況、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西藏、台灣、香
港、法輪功，以及習近平等最高領導人的形象。
 
但是對最近研究結果的評估指向了更廣泛和更深層次的目標。據谷歌稱，雖然從事與中
國有關的影響力運營的YouTube頻道在中文中包含大量關於音樂、娛樂和生活方式的「
垃圾」內容，但它們也包含了中英文內容的子集，內容涉及「批評美國對COVID-19疫情
的回應」、「美國政治分歧不斷擴大」、「美國COVID-19疫苗的推出」，以及「美國的
社會問題」。
 
FireEye和谷歌在9月曝光的另一項活動包括來自虛假帳戶的發文，這些發文鼓勵美國人民
參加與COVID-19或反亞裔的種族主義有關的抗議活動。雖然沒有跡象表明有人回應了這
些呼籲，但這一嘗試標誌著北京厚顏無恥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的做法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更廣泛的是立陶宛網路安全部門在中國境外銷售的小米手機上識別出的審查關鍵字列
表。發現這些手機會定期從新加坡的服務器下載新的禁用術語列表，這可能會觸發手機
瀏覽器和音樂應用程式中的過濾器。該功能似乎在「歐盟地區」中被禁用，但它可以「
由製造商遠程啟動」，並且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區起作用。研究人員發現，該列表已從
2021年4月的449個中文術語增加到9月的1,376個術語，其中包括300多個英文術語。這
份清單是一大堆與性和色情有關的術語，還有人們可能想到的中共會仔細審查的詞（6月
4日，西藏，新疆，法輪功，中國領導人的名字），以及各種更籠統的條目。
 
這類英語詞彙包括：「自由」、「人權」、「民主」和「選舉」，以及「印度教徒」
、「巴基斯坦人」和「伊斯蘭」。更廣泛的中國名單涵蓋了現在流亡的各種中國活動
家——劉霞、陳光誠和艾未未——以及其他在中國被監禁的人，比如在警方拘留期間失
踪三年多的律師高智晟。它還包括一長串媒體，這些媒體可能被視為國家媒體的競爭對
手以及中文替代或批評觀點的來源，如美國之音、星島日報、明報、蘋果日報、博訊和
希望之聲等。
 
中文名單特別包括小米的科技競爭對手——三星、摩托羅拉和華為——以及與北韓、哈
馬斯、基督教（包括「耶穌」和「福音」的漢字）和綠黨相關的各種詞。這些列表的完
全啟用版本將限制用戶訪問大量內容，特別是如果他們是說中文的人。這一發現是最具
體的例子之一，說明在國外提供行動設備、應用程式和其他訊息共享基礎設施關鍵節點
的中國公司如何能夠在遠遠超出中國防火牆範圍的情況下執行中共的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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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來年 
正是中國的工業力量使中共在對全球訊息流動的影響方面與其他專制政權區別開來。除
了在美國公司擁有的社交媒體平台上不斷調整不真實的宣傳活動之外，每個月都會出現
新的例子，說明小米、華為或四達時代等中國公司如何在其技術出口中注入宣傳、選擇
性審查或監視能力。
 
這些公司支持中共路線的壓力在來年可能會增加，因為北京在呼籲抵制的聲音中舉辦在
中國舉行的第二次奧運會，監管機構實施打擊以加強對中國科技行業的監管，以及習近
平準備明年11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其第三任中共黨魁任期。因此，外國政府、科技平台、
記者和獨立調查人員保持警惕並努力發現、揭露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消除操縱活動就顯得
尤為重要。

新聞報導
媒體的敘事方式：黨的全會期間對習近平的宣傳造勢，台灣，愛國部落客

• 國家媒體在中共高層會議期間為習近平打氣：圍繞11月8日至11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
（CCP）重要會議的官方宣傳，對習近平掌舵該黨的成就給予了極大關注。最近的
一項研究發現，與毛澤東以來的任何一位領導人相比，習近平部署了更多的宣傳，
特別是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上，對自己的領導力進行了讚揚。宣傳上的推動可能
是為了抵御對他處理COVID-19疫情或中美關係惡化的潛在批評，並加強他明年可能
被任命為中共黨魁的第三個任期。會議結束時，黨內通過了一項罕見的「第三個歷史
決議」。這樣的決議只有毛澤東在1945年和鄧小平在1981年通過過，而習近平正在
沿襲歷史來鞏固他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作為具有歷史地位的中共領導人的地位。在
某些方面，他可能試圖通過強調自己的現代成就來蓋過他們。習近平最近還在一次講
話中宣佈了一個新的政治概念，即 「共同富裕」，並在10月15日的中共旗艦雜誌《
求是》上發表文章。這個概念指的是到2035年確保為全體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 
-- 這進一步表明習近平打算在幾十年內保持他對國家的政治控制。 

• 地區頻道被告知要展示中共的成就：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
總局（SARFT）命令四個省級衛星廣播公司減少娛樂內容和 「追星」，轉而宣傳社會
主義和與習近平「新時代 」有關的話題。 

• 關於台灣的宣傳導致網民的戰爭謠言：在過去一個月里，中國對民主國家和歐盟在北
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1日國慶節前後軍事入侵台灣島領空後加大支持台灣的力度
做出了激烈的反應。由外交部牽頭，聲明譴責美國國務卿和法國參議員是 「惡意的 
」和 「自私的」。許多聲明中包含威脅，包括中國 「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防止台
灣獨立。在數周的劍拔弩張的言論之後，中國網民將政府因COVID-19供應鏈問題而
建議人們儲備物資解釋為與台灣的戰爭迫在眉睫。謠言導致軍方反駁該消息為假。  

• 民族主義網民在網上發出的聲音：10月21日的一篇報道介紹了 「自乾五」，即中國
親政府的網民，他們免費傳播宣傳，而 「五毛」則是有償的。雖然自乾五已經存在
多年，但最近，民族主義的中國網絡用戶積極攻擊那些似乎與美國和歐洲人有聯繫的
中國人；同時，「狼性藝術家」一直在創造藝術，促進中國外交政策對被視為意識形
態對手的民主國家的攻擊。雖然這些影響者基本上沒有報酬，並且與中共的宣傳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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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運作，但並不是所有的民族主義社交媒體的參與都是有機生長的；國家在審查不
同意見的同時，會多推民族主義的發文。最近的研究還深入探討了受雇在中國境內外
運營官方社交媒體帳戶以 「管理輿論」的私營網路公司。這種扭曲訊息環境以及網
民的不同觀點很可能促成了11月1日的中國個人民意調查結果，其中78%的人回答說
他們認為中國在國際上被「非常喜歡」或 「喜歡」。大多數民意調查顯示，世界各
國對中國的不利 看法 越來越多。

• 監管機構緊縮了新聞流通，私人投資媒體：10月20日，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辦公室（網信辦（CAC））發佈了2016年網路新聞訊息源清單的更新版 — 這是一份
全面的清單，列出了現在1356家可由網路新聞服務機構轉載的授權新聞機構，這些機
構本身被禁止製作自己的報導。更新後的名單繼續將國際媒體排除在外，但也刪除了
以調查性新聞而廣受尊重的商業出版物《財新》，並增加了官方媒體或政府機構的微
信和微博帳戶。儘管專家認為此舉不會在短期內影響《財新》的財務或日常運營 — 
鑒於其在付費牆後運營，它代表了對《財新》網編輯的警告，並可能預示著該媒體未
來的困難。在另一項加強對媒體控制的舉措中，中國最高經濟監管機構於10月8日發
佈了一項法規草案，禁止私人投資媒體，包括新聞收集、新聞機構的建立或運營，以
及廣播或電視直播。它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生效。 

• 針對高官的#MeToo指控使得審查者手忙腳亂：11月2日，網球明星彭帥在微博上發
表文章，詳細指控前副總理、曾任中國共產黨（CCP）政治局常委的張高麗在他們之
間發生的數年間的間歇性關係中一度對她進行性侵犯。微博迅速刪除了她的發文，並
審查了對該事件的討論，社交媒體應用程式微信和豆瓣也是如此。這些平台禁止使用 
「網球 」和 「吃瓜」（指八卦）等詞彙，促使網民轉而創造性地使用同音字、典故
和其他替代詞來討論此案。雖然彭帥的發文在網上的34分鐘內只被分享了1000次，
但在它被刪除後，它被搜索了670萬次。對彭帥事件的審查與最近的其他性侵犯指控
形成對比，那些指控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威脅較小，並被允許傳播。  

• 新的數據法規促使更多美國科技公司退出中國：從10月中旬開始，微軟的領英、雅虎
和Epic Games（與騰訊合作運營中國版《堡壘之夜》）宣佈，他們將關閉在中國的
服務，一些公司稱那裡的商業環境充滿挑戰。這些舉措是在中國於11月1日開始實施
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時採取的；該法包括廣泛的條款，並強調了國家安
全在數據保護中的重要性。前一個週末宣佈的關於向境外數據傳輸的新規則草案，也
增加了海外上市科技公司的對如何才算符合規定的擔憂。新法規與正在進行的本土化
和控制技術服務的努力相結合，似乎正在使剩下的極少外資科技公司在中國的運營變
得越來越困難。那些留下來的公司，如蘋果公司，繼續代表當局審查向用戶提供的內
容和應用程式。  

• 少數民族語言在影片串流網站、語言學習應用程式上被禁止：10月29日，語言學習應
用Talkmate宣佈，由於「政府政策」，西藏語和維吾爾語課程將被無限期刪除。大約
在同一時間，外國研究人員報告說，藏語和維吾爾語課程已從線上串流媒體平台Bilibili
上被刪除。線上語言禁令似乎與中央政府日益同化的語言政策的更廣泛轉變相一致。

審查制度近況：新聞來源白名單、#MeToo指控、西方公司的退出、少數
民族語言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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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近況：COVID-19過分監控，新疆監控，騰訊回應網友對數據收集的
抗議

• 對COVID-19監控的擔憂：隨著中國繼續推行 「COVID-19 清零」政策，重新出現
的案例和封鎖引發了對該政策的討論，以及對用於執行該政策的廣泛監控和隔離的抱
怨。從11月2日開始，成都有超過8.2萬名居民收到電話訊息，說他們被標記為 「時
空伴隨者」，因為他們的手機上的GPS數據顯示他們在過去14天內與一名感染者在
800米半徑內（或近1公里）相處了超過10分鐘。「時空伴隨者 」這個片語成為中國
搜索引擎百度上的一個熱門搜索結果，一些人抱怨說這個片語將監控浪漫化。一些人
權活動人士報告說，他們的健康QR Code最近變成了紅色，原因不明，禁止他們旅
行或獲得公共服務。在2月4日開幕的奧運會之前，中國可能會繼續實行COVID-19清
零政策。   

• 新疆科技化的鎮壓在那裡繼續存在：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10月19日的一份
報告考察了2014年至2021年期間中共黨國在新疆的治理機制，發現毛澤東式的大規
模政治運動與預測性警務系統協調進行 -- 強調了新疆科技鎮壓的持久性和範圍。這只
是中共在新疆依靠密集宣傳和灌輸、無處不在的監控、人口控制和強制勞動項目的最
新證據。10月12日出版的一本書研究了美國科技公司通過購買中國公司的技術參與
新疆的種族化監控而使該地區的人權受到侵犯的共謀。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
儘管美國進行了控制，但這種購買還是加速了：規則只禁止美國公司向這些公司賣東
西，但不禁止從這些公司買東西。  

• 網民因擔心數據收集而對應用程式進行反擊：在網上關於一些流行應用程存取用戶照
片庫的討論瘋傳之後，騰訊旗下的微信承諾將停止存取用戶照片。在一位科技部落客
被瘋傳的微博文章討論了微信、QQ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如何經常存取iPhone用
戶的相冊，即使這些應用程式在沒有被打開的狀態下，這種反擊就開始了。一個相關
的主題標籤有超過2億的瀏覽量，在一項調查中，3萬名受訪者中超過94%的人表示：
他們對應用程式讀取他們的照片庫感到不舒服。這些消息和最近頒布的《個人信息保
護法》導致一些媒體和網民對其他經常存取用戶位置數據的應用程式進行調查，其中
包括食品配送服務美團網、支付寶和中國農業銀行。迄今為止，只有微信回應了用戶
的投訴。  

• 騰訊成立新的隱私監督委員會： 騰訊是第一家宣佈將成立獨立的隱私監督委員會的
大型科技公司，以遵守11月1日生效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該法的實際要求很模
糊，法律專家質疑此類機構是否能充分獨立於它們要監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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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記者情況危急，持續對律師的打壓，維吾爾族學生被拘留，法輪
功家人被關押

• 被關押的COVID-19記者情況危急；男子因發一被瘋傳貼圖而被拘留：公民記者張展
因在武漢報道2020年初的大疫情而被判處四年監禁，據她的家人說，她可能離死亡
不遠了。張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絕食，以抗議她在12月被判刑，據說她只有40公斤
重。中國境內外的民間社會都呼籲立即釋放她。在另一起案件中，寧夏警方將一名男
子拘留了9天，因為他在群聊中分享了一條戴著警察帽子的狗的貼圖，以此來抱怨警
方強制執行的COVID-19措施。他被指控犯有 「尋釁滋事罪」，這是言論自由案件中
常用的罪名。此案最初由官方媒體報導，並在微博上瘋傳，人們譴責過度的懲罰，然
後文章和相關標籤被封鎖。 

• 對人權律師的持續迫害：法律專業人員及其家屬繼續面臨迫害，因為他們對法治問
題發表意見，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以及對他們接手的案件發表意見。11月1日，14
名地方選舉的獨立候選人，包括幾名律師的家庭成員，在面臨警察的威脅和恐嚇後
撤回了他們的候選資格。此前一天，林啓磊律師宣佈他收到了一份通知，稱他的律師
執照被吊銷，這可能是對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接手政治敏感案件的政治報復，其中包
括：2020年試圖從香港乘船逃往台灣的幾位活動人士、西藏活動人士扎西文色等人
的案件。郝勁松律師在2019年因在推特上發表對時事的看法、對中國領導人的評論
以及提供法律服務的明顯關係而被拘留，目前仍在等待審判。高智晟律師在2017年
被軟禁期間失蹤，至今下落不明；他居住在美國的妻子說，她認為他已經死亡，並要
求當局提供訊息。  

• 兩名記者正式被捕：10月22日，海南警方宣佈他們已經正式逮捕了由調查記者轉為
商人的羅昌平，罪名是 「誹謗英烈」。他於10月7日被拘留，原因是他在微博上質疑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因為民族主義大片《長津湖》中描述了這一點。在另一起
案件中，11月5日，調查記者、婦女權利活動家黃雪琴和勞工權利活動家王建兵的家
人收到通知，兩人因被指控 「煽動顛覆 」而被正式逮捕；他們於9月19日失蹤，當
時黃雪琴正準備飛往英國開始學習大學學位課程。隨著2018年#MeToo運動開始在
中國興起，黃雪琴曾幫助性侵幸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也曾因報道香港的抗議活動而
被拘留。  

• 維吾爾族學生在廣州被拘留：10月26日的一份媒體報導說，廣州中山大學的博士生
阿卜杜卡迪爾江•羅茲於4月被拘留，然後被送回新疆，在那裡他以不明確的罪名被
捕。他以前曾被當局稱贊為「模範人物」，是近年來入獄的數百名維吾爾族作家和知
識分子之一。  

• 法輪功學員被判處重刑：9月4日，天津法院將一個法輪功學員家庭判處監禁，這可能
與印刷和傳播有關此被禁止的法輪功的訊息有關。父親李國慶被判處12年監禁，妻
子于波被判處10年監禁，女兒李蕾被判處7年監禁。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法輪功學
員和護士於8月在江西被抓捕，他在街上與人談論這一精神修煉時被判處四年監禁。

中國媒體快報: 2021年11月

6

https://twitter.com/Jeffreychang81/status/1454379245048795140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09/world/asia/us-release-china-zhang-zhan.html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coalition-urges-chinese-president-xi-release-covid-19-reporter-hunger-strike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2741.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66139
https://twitter.com/lqllawyer/status/1454650865495670786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54356/chinese-lawyer-who-tried-help-hong-kong-fugitive-arrested
https://freetibet.org/news-media/na/china-bars-lawyer-jailed-tibetan-activist-visiting
https://chinachange.org/2021/11/01/chinas-best-known-public-interest-litigator-awaits-trial/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1/11/blog-post_41.html
https://www.nchrd.org/2021/09/china-immediately-release-metoo-activist-and-fellow-civil-society-advocate/
https://bitterwinter.org/falun-gong-nurse-gets-four-years-for-inappropriate-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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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國家安全定罪，獨立媒體受到攻擊，追溯性電影審查法

香港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狀況繼續惡化，導致國際特赦組織在10月25日宣佈，在該城市運
作了40年後，它將關閉其兩個辦事處。幾天後，11月1日，黎明和其他七人因 「組織、
參與和煽動他人」 參加去年被警方禁止的每年天安門守夜活動而受審。據報道，警方和
10月24日香港馬拉松賽的組織者對短褲或紋身上有 「香港加油」字樣的選手進行了詢
問，因為這被認為是 「政治言論」。聯合國人權專家於10月12日致函中國政府，呼籲廢
除《國家安全法》，稱其與國際法 「根本不相容」。

其他在香港發生的壓制言論自由的重大事件包括： 

• 兩人因呼喊口號、臉書上發文在港版《國家安全法》之下被定罪：香港法院分別於
10月26日和11月3日判定兩人犯有《國家安全法》規定的罪行，使根據該法定罪的總
人數達到三人。馬振民因在2020年8月至11月的抗議活動中喊出與香港獨立有關的口
號和標語，以 「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判處5年9個月監禁。他的律師辯稱，馬俊文喊
出這些口號是為了測試《國家安全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11月，根據與檢察官達
成的撤銷其他指控的協議，青年活動家鐘翰林承認了分裂和洗錢罪。鐘翰林在臉書上
建立了一個由青年領導的支持獨立的團體Studentlocalism，該團體在國家安全法生
效後一直在國外活動。  

• 數位新聞網站在香港和澳門關閉，另一個被香港安全主管攻擊：數位新聞網站DB 
Channel在聯合創始人在另一起國安法案件中被拒絕保釋後，關閉了其香港業務。
該網站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成立，在臉書和Instagram上運營，分別有55,000和
26,000名粉絲。其工作人員是無報酬的志願者，有幾個在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工作人員
表示他們將繼續運營。同時，由於澳門的情況惡化，親民主的數位新聞網站 《愛瞞
日報》在運營16年後關閉。另外，11月7日，《立場新聞》總編輯鐘沛權以家庭原因
為由辭職；他的妻子是在《國家安全法》突襲中被捕的《蘋果日報》工作人員之一。
該媒體最近受到官員和官方媒體的攻擊，但在11月8日被提名參加記者無國界組織
（RSF）的2021年世界新聞自由獎。一位政府顧問在談及鐘沛權時權說：國家安全法
被用來使這種獨立數位媒體的 「生存空間 」變得 「越來越小」。 

• 新聞條件不斷惡化：根據10月19日的一份新聞稿， 在香港記者協會（HKJA）就
2019年抗議活動期間警察對記者的行為向警方內部監督機構提出的27項投訴中，
警方拒絕了26項。隨後在10月下旬，至少有兩個政府部門緊縮了記者查閱記錄的規
定，並允許各機構將記者的訊息移交給執法部門。11月5日，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公
佈了其有史以來第一次新聞狀況調查的結果；84%的人說，在《國安法》的影響下，
新聞自由已經惡化。近一半的人說他們有計劃離開香港，或正在考慮離開。 

• 追溯性電影審查法獲得通過： 10月27日，沒有反對派議員的香港立法會以舉手表決
方式通過了《2021年電影審查（修訂）法案》。該法律允許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電
影，包括有追溯效力的禁止。修正案將放映被禁影片的處罰提高到三年監禁和100萬
港元（12.8萬美元）罰款。該法律不適用於線上串流媒體平台上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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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10/amnesty-international-to-close-its-hong-kong-offices/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6822/%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5%258A%25A0%25E6%25B2%25B9-%25E6%25B8%25A3%25E9%25A6%25AC-%25E8%2581%25B6%25E5%25BE%25B7%25E6%25AC%258A-46822/%25E8%25A1%25AB%25E8%25A4%25B2%25E6%259C%2589%25E3%2580%258C%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5%258A%25A0%25E6%25B2%25B9%25E3%2580%258D%25E6%2588%2590%25E7%25A6%2581%25E8%25B3%25BD%25E7%2590%2586%25E7%2594%25B1-%25E8%25B7%2591%25E6%2589%258B%25E8%25A6%2581%25E6%258F%259B%25E8%25A1%25AB%25E8%25A4%25B2%25E6%2589%258D%25E8%2583%25BD%25E4%25B8%258A%25E9%2599%25A3-%25E6%25B8%25A3%25E9%25A6%25AC%25EF%25BC%259A%25E9%25AB%2594%25E8%2582%25B2%25E4%25B8%258D%25E6%25B6%2589%25E6%2594%25BF%25E6%25B2%25BB%25E5%259B%25A0%25E7%25B4%25A0%25EF%25BC%258C%25E7%2584%25A1%25E8%25A3%259C%25E5%2585%2585
https://twitter.com/ktse852/status/1452116161395523584?s=20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648&LangID=E
https://www.thestandnews.com/english/slogan-chanter-wanted-to-test-free-speech-protections-under-hong-kong-security-law-court-told
https://hongkongfp.com/2021/11/03/i-have-no-shame-in-my-heart-hong-kong-activist-tony-chung-pleads-guilty-to-secession-and-money-laundering/
https://hongkongfp.com/2021/10/20/news-outlet-macau-concealers-closes-and-deletes-content-blames-unprecedented-environmental-changes/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52518/hong-kong-security-chief-accuses-media-outlet-demonising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508/582812.html
https://rsf.org/en/news/rsf-unveils-nominees-2021-press-freedom-awards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11/1238333.shtml
https://www.hkja.org.hk/zh/%25E6%2596%25B0%25E8%2581%259E%25E7%25A8%25BF/%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8%25A8%2598%25E8%2580%2585%25E5%258D%2594%25E6%259C%2583%25E5%25B0%258D%25E6%258A%2595%25E8%25A8%25B4%25E8%25AD%25A6%25E5%25AF%259F%25E8%25AA%25B2%25E8%25A6%2586%25E5%2587%25BD%25E4%25B9%258B%25E5%259B%259E%25E6%2587%2589/
https://hongkongfp.com/2021/10/20/police-reject-26-out-of-27-complaints-submitted-by-hong-kong-press-group-as-not-pursuable/
https://hongkongfp.com/2021/10/26/hong-kongs-new-rules-on-accessing-govt-records-put-journalists-at-unnecessary-risk-press-group-says/
https://www.fcchk.org/membership-survey-on-press-freedom/
https://www.fcchk.org/membership-survey-on-press-freedo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53857/hong-kong-passes-bill-ban-films-deemed-threats-national
https://hongkongfp.com/2021/10/27/hong-kong-passes-bill-to-censor-films-contrary-to-chinas-national-security-hk1m-fine-3-years-jail-for-off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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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反制 
與體育有關的維權行動揭示了西藏人、維吾爾人和香港人的苦難

10月20日，波士頓賽爾提克隊的籃球運動
員坎特（Enes Kant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
台上發佈了一段影片，譴責西藏的人權侵
犯，並穿上了一位流亡的中國藝術家為支持
西藏人而畫的鞋子。坎特隨後又發佈了另一
個影片，其中他強調了對維吾爾人的虐待；
批評耐克公司沒有對中國的壓迫發表意見；
呼籲將2022年奧運會從北京移出，並對香
港人和台灣表示支持。在他的第一個影片之
後，中國審查機構取消了波士頓賽爾提克隊
的比賽直播，刪除了過去的影片和集錦，並
在社交媒體上封鎖了坎特的名字。與2019
年不同的是，當時中國因一條關於香港的推
特而對整個NBA進行報復，而這次報復似乎僅限於坎特爾和賽爾提克隊。 

因為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數民族遭受了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行為，民間
社會也大聲呼籲抵制預定於明年二月開幕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10月17日，三名西藏
維權人士擾亂了在希臘奧林匹亞舉行的與2022年奧運會相關的火炬點燃儀式。他們和儀
式外的四名藏人一樣被逮捕，組織者稱此舉是由希臘警方實施的，但由中國大使館指示
的。一名西藏活動人士和香港活動人士也在雅典被捕，因為他們在雅典衛城周圍的腳手
架上展示出了要求取消奧運會的橫幅。他們的抗議活動引起了一場媒體風暴，其被關注
度蓋過了火炬點燃儀式本身。一些奧運運動員也開始發聲，美國奧運花式滑冰舞者在10
月1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

未來關注

中共六中全會的後效應：11月11日，中共高層六中全會以第三個歷史性決議結束，該決議將黨的
領導人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相提並論，成為該國的 「理論和思想的創造者」。值得關注：在
明年中共黨的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將鞏固權力並利用國家的審查和宣傳機構來提升他的形象，屆
時他很可能被任命為歷史性的第三任期。  

國營企業可能收購香港報紙：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可能被內地
公司阿里巴巴出售給中聯辦旗下的一家公司。值得關注：有關這一出售的進一步公告，以及如果
交易成功，《南華早報》可能轉變為一個受到嚴格審查的親政府媒體。 

中共的審查制度影響到海外的當地社區團體：上個月發生的幾起事件表明，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
在海外的影響力及其影響基層活動的能力。澳洲的一個藝術節撤銷了一香港團體的藝術演出，一
所美國高中改變了其網站上對台灣的介紹，組織者取消了德國的圖書講座。值得關注：中國政府
繼續試圖在全球範圍內發號施令，以及其外交前哨如何干預其他國家的言論自由活動。

波士頓賽爾提克球員坎特（Enes Kanter）
的鞋子，由流亡在澳洲的中國藝術家
Badiucao繪制。  

图片来源: Badiu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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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1581224087134209
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2712106843910148
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4479571412193281
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5549818798026756
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5549818798026756
https://twitter.com/EnesKanter/status/1458466864334528514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21/sports/basketball/celtics-kanter-china-tibet.html
https://www.dw.com/en/china-censors-nba-celtics-games-over-tibet-xi-comments/a-59583695
https://twitter.com/ThisIsWenhao/status/145103195764361216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hina-olympics-rights-int/over-160-rights-groups-call-on-ioc-chief-to-revoke-2022-beijing-winter-games-idUSKBN2600MU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hina-olympics-rights-int/over-160-rights-groups-call-on-ioc-chief-to-revoke-2022-beijing-winter-games-idUSKBN2600MU
https://twitter.com/norightsnogame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ctivists-arrested-in-athens-for-protesting-beijing-winter-olympics-2022/
https://studentsforafreetibet.org/breaking-tibet-activists-arrested-after-disrupting-olympic-torch-lighting-ceremony-others-detained-outside-at-direction-of-chinese-government-officials/
https://studentsforafreetibet.org/breaking-tibet-and-hong-kong-activists-detained-at-acropolis-calling-for-no-beijing-2022/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52750/beijing-olympics-two-arrested-greece-protest-eve-torch
https://olympics.nbcsports.com/2021/10/19/figure-skater-evan-bates-olympics-uyghur-muslims-china-human-right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55753/chinese-communist-party-resolution-cements-xi-jinping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1-05/chinese-state-firm-weighs-bid-to-take-over-scmp-from-alibaba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the-long-tentacles-of-hong-kong-s-national-security-laws-reach-australia-20211027-p593hc.html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makes-sure-everyone-writes-taiwans-name-just-soeven-a-colorado-high-school-11631304386
https://www.dw.com/en/germany-how-does-it-deal-with-chinese-censorship/a-59653971
https://twitter.com/badiucao/status/145097802599093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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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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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g2.salsalabs.com/o/6580/l/eng/p/salsa/web/common/public/signup?signup_page_KEY=9523
https://cc.greatfire.org/zh
https://github.com/greatfire/wiki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china-media-bulletin/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uncensored-information-online-privacy-traditional-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