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屏幕截图显示当使用者输入一篇在《财新》——一家以犀利
重磅报导著称的中国金融出版物——发表的关于上海COVID-19
疫情爆发的调查报告网址，网页结果显示“404”的错误代码 
 （意即：“您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或已删除”）。这篇调查了在 
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死亡实情被隐瞒的文章在4月2日发表后，被审查员删除。东海老年医院是上海最大的护理
医院，有数名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和院民COVID-19检测呈阳性。据对上海一位殡仪馆馆长的采访，已有超过十几
名院民死亡。一篇 4月1日在中国英文官媒《第六声 （Sixth Tone）》上发表的关于该医院的报导文章也被删除。
图片来源：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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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作为“战地记者”
本期分析

中国庞大的信息控制机制通常专注于扭曲中国公民能够获得的有关自身国家的信息，而
关于其它国家的事务的重要性则被降为次要。然而，在过去的七周里，中国共产党（中
共）高层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无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中明显决定跟其站在同
一阵线，这助长了一场全面的宣传活动，以塑造对数千英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公众舆论
和网上议论。

在中共政权琳琅满目的信息控管手法中，有三种策略似乎在这场宣传中发挥了格外巨大
的作用：呼应俄罗斯国家假信息的旗舰官方媒体，操纵社交媒体标签和热门话题，以及
审查其他观点和信息来源。

这一努力有效地在中国周围筑起了一道隔离的墙，使身处中国的新闻阅听众对于本世纪
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的印象，与被呈现给世界各地其他人的版本截然不同。

用以扭曲现实的三管齐下策略
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几周内，中国的三家官方媒体——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国家
广播公司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和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特别积极地向中国
新闻阅听众提供来自俄罗斯官方的不实政治宣传。它们并非单纯放送俄罗斯政府的官方
观点或声明，而是刻意传播包含多个纯属谎言的内容。例如，这些官媒宣称乌克兰士兵
投降并交出了他们的武器、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逃离了基辅，以及俄罗斯
军队只针对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和被大肆散布的谎言同样引人注意的是那些    未被报导的基本事实。对于这场战争的导火
线是起因于俄罗斯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入侵一个和其毗邻而居的主权国家，并  不存在
任何事实认可；泽连斯基每日固定露面、充满领袖魅力的视频并无被允许的转播时间，
尽管这些视频已经在全球观众中引起热烈沸腾。除此之外，自俄罗斯军队从占领区撤退
后出现的无数针对基辅一带发生的残酷暴行的详细指控，也同样在公众讨论中缺席。例
如，央视的多个新闻报导——包括每晚仍有数千万中国人收看的黄金时段节目——几乎
没有提及4月初在布恰镇的平民伤亡；反之，这些官媒专注于俄罗斯成功发动的军事攻击
和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等话题。 

中国政权通过操纵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标签和热门话题，帮助传播亲俄的政治宣传。
许多案例显示，中国的各路官方媒体创建了与假信息叙事有关的标签，然后刻意积极地
渲染。在战争初期，央视创建了一个标签，宣称泽连斯基已经逃离基辅，该标签据报已
被浏览了5.1亿次。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俄罗斯政府宣布将在8月举办一場反法西斯主义的
大会——这是俄罗斯官方假信息叙事的一部分，即入侵是为了肃清乌克兰境内的纳粹，
央视在这之后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帖子，并在微博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了一个标签；不到
24小时，这个标签据报已获得了6.5亿次浏览，并被媒体转载90次。 

即使演算法和热门话题与政府的优先考量保持一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工作人员仍忙
于删除偏离官方路线的内容。除了其它攻击目标之外，他们还删除了中国国内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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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的信息控制手段如何人为地渲染了其对乌克兰冲突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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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帖子和公开信，这些人直接质疑政府对俄罗斯政府的拥护、批评普京、表达对乌克兰
的支持，或谴责民族主义网民无视中国曾陷落于外国侵略者手中的历史苦痛。至少在两
个案例中，那些称普京为 「疯子」、敦促其跟随者为和平祈祷，或发布俄罗斯反战抗议
的照片的名人，其微博账户被暂停或限制。这两个人是前脱口秀主持人金星和女演员柯
蓝，她们因此分失去了向其1360万和290万粉丝发声的能力。即便一些好战的亲莫斯科
帖子也被撤下，在信息被审查和扭曲的中国互联网上，最广为流传的叙事仍是亲俄、反
美和反北约的。

审查人员也针对身处乌克兰的中国居民的第一手报道采取行动，封锁相关信息，包括对
中国政府迟来的协助他们撤离战区的抱怨。从敖德萨市发布视频的程序员王吉贤发现自
己多个平台的社交媒体账户，包含微信，都被关闭了。在一段发布在YouTube上的情绪
化视频中，王吉贤愤怒地哀叹他不再有管道与父母直接联系，请朋友转告他们自己还活
着；《今日头条》是字节跳动旗下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内容整合平台，该平台上多位个别
网民的帖子和视频因为描述了俄罗斯的反战抗议而被删除。

这些信息控制手法与3月3日被披露的一系列官方媒体指令高度相符。其中一项指令明确
禁止转载外媒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必须 「严格控管」质疑官方权威、涉及 「挑唆煽动中
俄对立」、提及历史上对中国的入侵，或涉及 「公开性反战宣言 」的评论。这条和另一
条指令都强制要求官方媒体垄断与战争有关的社群标签热门话题，指明如「个人、自媒
体、商业平台组建的话题，已有的一律不得上热搜榜，严禁新增」。

异议和抵抗的声音
尽管容纳对于乌克兰战争不同观点的空间显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压，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声
或沉默抵抗的例子。
  
在传统媒体中，有少数家相当明确地提到了俄罗斯政府对这场入侵的责任。上海的一份
商业出版物《新民周刊》在3月7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一名中国学生逃离乌克兰的人物报
道，描述了俄罗斯军队如何突然地对乌克兰 「发动战争」；以调查性新闻被广泛认可
的财经刊物《财新》刊登了一篇封面故事，分析并将这场战争定调成是俄罗斯的全面入
侵，且刊登了显示毁损建筑物的照片集。

五位中国历史学家在2月26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战争并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立场。
他们宣告，「作为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
作者还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为入侵行为辩护的努力， 「无论俄罗斯有千种理由，万般借
口，以武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的践踏。」 3月
初，卡特中心底下的《中美印象》发表了胡伟，一位在中国几个国家附属机构工作的学
者，所撰写的中英文评论。这篇评论分析了这场战争对中国和世界的长期影响，警告「
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且应该 「选择世界主流的立场」。这篇评论的中、英文
版本在中国都受到了审查，《中美印象》的网站随后也被封锁，但其中文原帖已在这之
前获得超过18.5万次浏览。

同样出现的还有更多幽微地对官方路线的怀疑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记者杨希璠发现，
在电子商务网站淘宝上销量排名前五的胸针中，有四个是以乌克兰国旗为主题；用户对
这些物品的评论包括 「乌克兰人民万岁！」等字句。研究员李玲收集了多个中国网民评
论与官方说法不同的例子，包括如「可以对战争无动于衷，但至少不应该鼓吹战争，或
者更糟糕的是，赞美侵略者 」这样的评论，该评论获得了超过6900个赞。甚至好莱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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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的一段视频也被配上了中文字幕，并被人发现在微信上
流传；该视频旨在对抗俄罗斯政府针对俄罗斯阅听众的不实政治宣传。

了解中共领导人观点的窗口，对抗世界的屏障
有鉴于中国领导层的高度不透明，很难肯定促使该政权支持普京这场战争的确切动机。
也许部分企图是想使国际政权间的力量平衡产生倾斜，好能削弱美国，并为未来中共接
管台湾创造更好的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让习近平自窘境中脱身，他在这场侵略发生前
的2月初大肆宣扬自己与普京的公开伙伴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国内媒体的叙事比中
国外交官在表面上看似相较中立温和的公开评论，更能反映中共领导人的观点。一旦习
近平和他的同党决定，鼎力支持普京对中共——假如不是中国——在战略上是有利的，
那么党的信息控制机制就开始遽然而动了。

随着这场战争在乌克兰持续，自由、和平和国际秩序的原则正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但无
论战场上的结果如何，这场冲突已经导致了一个被强化的中共政治宣传结构，以及中国
境内许多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更大的信息落差。

新闻报道
以政治宣传、网民强烈抗议、审查和虚假信息为特色的迄今为止中国 
最严重的COVID-19疫情爆发

•	 官方媒体在大力宣传政府严厉措施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提及疫情的爆发：随着
COVID-19病例在上海创下新高，当局自3月28日开始命令全市各区进入封区状态；
到了4月5日，人口数达2600万人的上海已全城都处于被封城管控的状态。据估计，
自 3 月 14 日以来，为应对高传播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全中国已有45个城市（其
中包括 深圳、广州，还有吉林省）总计3.73亿人口进入全部或部分封城。自本波疫情
爆发以来，与对其他事件的报导相比，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抑
或官方电视广播公司 — 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 等主要官方媒体已经将针对此次
疫情的报道篇幅 最小化 。当《人民日报》的头版有提到这次疫情时，其目的多是为
了赞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疫情的控制，以及强调类似的辩护：为了防止“亿万人民
群失去生命”， 中国的 “动态清零” 政策是必要的。 然而，专家们和网民们对政府 
记录病例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官方将轻症算作 “无症状” 的做法导致了直到 4 
月 7 日，上海所有病例中，有97%被标列为无症状；相较于在其他国家，轻症的比例
接近50%。尽管病例激增，并有一些地方领导人出面道歉，但在 4 月 8 日召开的一次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还是表示：“防疫若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 

•	 网民们针对物资短缺和儿童被迫与父母分开的隔离政策发出强烈抗议，以及当局对此
的审查：被封控地区的居民 （特别是上海市民 ）转向社交媒体，针对食物短缺和当
局应对危机的措施表达抗议。数位平台就此对相关的视频、贴文和文章进行了审查，
一些地方当局也要求其辖区居民， 不得 “在互联网散播与疫情有关的信息”。随着
对食物短缺的抱怨越来越多，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开始将搜索关键词“上海买菜”列为 
审查对象。当上海实施了一项政策，将COVID-19阳性的儿童从其未受感染的父母那
里隔离走之后，全国上下哗然抗议，此类 视频 和相关主题标签并且获得了数千万的
浏览量。在微博上 4 月 5 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居民们在阳台上抗议并唱歌，但却
招来了无人机飞临现场并对抗议者进行责骂；4月6日，网民们对一段视频表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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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飞机失事后，记者被阻挠，相关词被审查：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
客机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身亡。数名记者在试图报导该事件时遇到了阻拦。一
位名叫杜强的记者在一篇后来被微信删除的文章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骑着摩托车，行驶
了35英里，试图到达事故现场，但终未成功。这篇文章后来被微信删除。杜强的文章
对大众 “等待政府宣布”而不是敦促媒体调查的幼稚态度颇有责难。在社交媒体上
质疑官媒对这起事故的相关报导的网民们与那些传播谣言或散播阴谋论者同样遭到审
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称，它删除了27 万 9 千则贴文，并停用了 
2713个与坠机有关的帐号。 

•	 外媒记者遭到警方恐吓以及来自官媒尖酸刻薄的批评攻击：西班牙《ABC》报驻北京
记者桑蒂索（Jaime Santirso）在3月8日的报道中透露 ，三名警察在中国年度“两
会”前夕来到他家，并告诉他要 “做平衡的报导，不要只报导坏消息，还要报好消
息”。同一天，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驻北京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表示，
自从中国官媒称她为 “汉奸 ”和 “间谍 ”以来，她持续在网上收到因对她的报导不
满所引发的死亡恐吓以及涉及性暴力和人身暴力的威胁。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对为外媒
工作的华裔记者进行的攻击升级了，并针对其中有些人使用暴力语言进行描述，譬如
称他们“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而这些记者几乎都是女性。 3月15日，中国
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声称，西方媒体雇用华裔记者讲述 “反华” 故事；中国官媒
宣称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故事 “由亚裔面孔的记者讲述会更有可信度 ”。  

•	 对豆瓣	——	一个用户能在其中找到言论空间的平台	——	施压	：3月15日，网信办
对社交媒体网站豆瓣的打压升级，宣称豆瓣存在 “严重网络乱象”，并称已从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SIIO）派出一个“工作督导组”，帮助豆瓣“整改”其存在的问
题。去年，网信办因豆瓣放任“非法”信息刊登在其平台上而对豆瓣罚款近150万美
金，并命令将豆瓣的应用程序从应用程序商店删除。 当时的中国政府正为了2022年
晚些时候党的二十大召开，而赶着之前进一步收紧网上的言论自由；对豆瓣的严密监
管可能是为了应对该平台上相对自由的讨论。

审查近况: 飞机失事报导受限，对记者的恐吓，打压豆瓣，宗教内容被禁止

该视频中显示，在一只宠物狗的主人被带走隔离后，一名防疫人员将狗当街打死。另
一段未注明日期的视频来自上海闵行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该视频显示，居民们走出户
外， 抗议防疫措施，并在其中说道：“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自由”；社交媒体
平台微信对该视频进行了审查，称其违反了使用条款和条件。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记
者偏离官方指令，对疫情进行更独立的报导时，他们的作品会受到审查。《财新》，
一份广受尊重、以调查性新闻著称的商业出版物，于 4月 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最
大老年护理医院隐瞒死亡案例的长篇调查报导；此文后来被审查员删除。 

•	 官方媒体通过操纵微博的主题标签渲染COVID-19阴谋论：3月23日，数家官方媒体
强推了一个已被拆穿的阴谋论，即冠状病毒是由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制造的。微博 #
研究证实新冠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 主题标签被列入最热搜头条后，从3月24日到4月
11日，该标签下的点阅量从2.2亿增长到18.6亿。据What’s on Weibo 称，在一则
博客贴文被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和《中国日报》转载后，这个故事就开始传播了。
其他官方媒体（包括香港的《文汇报》）也开始推放该标签。（译者注：What's On 
Weibo 是由汉学家棵小曼 Manya Koetse 创办并任主编的一家关于中国社会动向观
察的独立新闻网站）

中国媒体快报: 2022年4月

4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03/independent-reporting-on-mu5735-disaster-blocked-criticized-and-censored/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8672.html
https://twitter.com/emilyzfeng/status/1507907964148989953?s=12&t=uFJssy1UQUlAKEguLHhQog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3/world/asia/china-crash-black-box-found.html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2/03/29/moving-on-from-tragedy/
https://twitter.com/jsantirso/status/1501175557865807873
https://twitter.com/emilyzfeng/status/1501403829056638978?s=12
https://www.dw.com/en/why-china-is-skeptical-of-local-journalists-working-for-western-media/a-61199662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6rhuwP3BTg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70575/china-tech-crackdown-internet-watchdog-visits-social-media-firm-douban
http://www.cac.gov.cn/2022-03/15/c_1648951412843416.ht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01/china-censors-shanghai-protest-videos-as-lockdown-anger-grow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01/china-censors-shanghai-protest-videos-as-lockdown-anger-grows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9018.html
https://www.politifact.com/factchecks/2022/mar/24/blog-posting/no-study-doesnt-prove-moderna-created-covid-19/
https://www.polygraph.info/a/fact-check-moderna-vaccine-covid-conspiracy/31781624.html
https://twitter.com/geringtuvia/status/1507125582890475520?s=12
https://www.whatsonweibo.com/viral-in-china-research-confirms-covid19-made-by-american-company/
https://twitter.com/alexludoboyd/status/1506994389372977152?s=20&t=-eYXxk2smXKJX5_kNyyQLw


www.freedomhouse.org

澳大利亚记者因反对乌克兰战争而被审判、被以颠覆罪起诉、被拘留

•	 澳大利亚记者成蕾因面临“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而受审：3月31日，澳大利亚记者
成蕾因被指控 “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 而闭门受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被拒绝 
进入法庭，为期一天的审判以押后判决作结。 成蕾是澳大利亚公民，曾是中国官方
广播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主播， 自2020年8月以来一直被 拘留 。她被
捕的原因不详， 但指控记者们透过他们的报导泄露 “国家机密”，已是中国政府的
家常便饭。另一名彭博社的记者范若伊（Haze Fan）是中国公民，她2020年12月以
来一直被拘留。 

•	 三名维权人士被起诉，面临涉嫌	“煽动颠覆”	的审判：中国当局已经起诉了三名维
权人士，并将他们的案件送交法院审理。2月28日，被拘留的法律学者许志永的伴
侣、女权主义维护者李翘楚因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在北京被起诉，罪名 
是她建立了一个博客并发布许志永的文章。3月27日，广州的检察官以 “煽动颠覆” 
为指控， 起诉了记者黄雪芹和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他们被拘留的原因不详 ，但两
人都是在黄雪芹准备飞往英国开始其在苏塞克斯大学攻读由英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硕
士学位前不久被拘留的。 

•	 中国维权人士因反对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的拘留、骚扰：中国警方拘留或骚扰了在网上
和线下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居民。3月3日，当彭佩玉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
关于发起反战游行示威的公民呼吁书”的文章，并准备在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外示威
后，邵阳市警方以其涉嫌 “扰乱公共秩序”，而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他于3月18日 
获释。天津警方于3月14日对张建中进行了骚扰 ，原因是他在网上发表的有关战争和 
徐州“铁链女”事件的评论。据报导指出，乌克兰驻上海领事馆在二月份发了 一份
信，要求警方停止因为在中国的乌克兰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他们关于战争的评论，而
对他们进行盘问。 

•	 三名藏人在“三月纪念日”前后自焚：在2月至3月仅仅为期34天的时段内，有三名藏
人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政府也限制了相关案件的信息流通。这类孤注一
掷式的抗议方式在最近有所增加，自2019年11月以来还从未有此记录，这可能与始
于1959年的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的“310”起义纪念日有关。2月25日，25岁的藏族歌
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在拉萨自焚，他的家人直到3月2日才被告知他的死
讯。家人尚未被允许见他的遗体。3月27日，一名被称为扎彭（Taphun）的81岁老
人，在四川省自焚抗议后身亡。另一名只知被称为次仁的藏人于3月30日在青海省自
焚 ，尽管他目前生死未卜。 

•	 维吾尔族妇女和记者被判重刑：最近，关于两名维族人被告被重判的细节浮出了水

•	 颁布法律，禁止网上的宗教内容：自3月1日一条新的法规颁布，并禁止在没有政府许
可的情况下在网上传播宗教内容后，当局为审查员推出了一套如何识别和删除宗教内
容的培训计划。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数家具有直播功能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遵守有
关规定，已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上禁止使用藏语。 

•	 微软搜寻引擎必应的功能在中国受到限制：中国监管机构强迫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在
3月份停止自动完成功能七天。必应是仅存的几个在中国营运的外国技术服务之一。2
月28日，雅虎针对中国大陆用户，中止了它的电子邮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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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根据国家安全法和煽颠法，对记者和DJ进行起诉和恐吓，包括针对健康
的报导

5月8日，少数忠于北京的人士预期将推选强硬派的李家超成为香港的新特首。在现任特
首林郑月娥4月4日宣布不再寻求第二任期后，员警出身的前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在没有
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参选。 李家超是镇压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背后的主要官员，迄今为
止，针对该运动的镇压已导致1158人被判刑入狱，其中最长的刑期是12年，同时，近
1000名抗议者还在等待审判。2022年3月底，鉴于香港的法治恶化，两名来自英国的法
官辞去其在香港终审法院的任职。

过去两个月里，发生在香港的与言论自由有关的重大事件包括：

•	 媒体创办人在国安法案件中被拒绝保释，研究显示该法律经常被用来反对言论自
由：4月6日，一名香港法官拒绝了一位现已被解散的媒体的创办人的保释申请，理由
是在他自己的新闻报导中，“表现出其坚持宣传和传播颠覆性意识形态”。该被告冯
达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47人之一，他因策划在2020年举行亲民主的初选
而被捕。在警方指控她在网上发表 “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而违反了保释规定后，
另一名被告余慧明在3月8日被送回收押。《中参馆》杂志记录了自2020年国安法生
效以来，根据该法总共被逮捕的183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与言论有关的违法案件。研
究人员还发现，国安法严苛的保释条件实际上相当于 “未经审判的长期拘留”。 

•	 DJ被判犯有煽颠罪：3月2日，根据殖民地时代的煽颠法对亲民主派人士DJ谭得志的 
定罪，标志着香港自1997年从英国移交主权后，第一次完整依据该法进行的审判和定
罪 （虽然在英殖时期也有其它定罪，但那些案件中的被告个人都认罪了）。因谭得
志高呼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打倒共产党” 和其它口号，法庭裁定他犯有“
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七宗罪。4月11日，警方逮捕了前《立场新闻》记者区家麟，
他被控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区家麟与其他几十名记者和维权人士被依照该法逮
捕，其中包括因在4月6日一次法庭听证中鼓掌而被拘留的两人。 这部起草于1938年
的法律，是香港当局用来针对记者和评论员所写的在发表当时并不违法、但现在根据
《国家安全法》会被禁止的文章。 

•	 香港卫生部门迫使Meta	移除内容：香港卫生署成功地要求Meta移除了其2021年上
半年在脸书和和Instagram上的389则贴文和37个页面或帐户。Meta公司拒绝向当地
媒体解释这些内容或帐户被删除的原因。2020年7月，脸书曾表示它将停止遵守香港
政府针对国安法提出的用户数据要求，而在同一期间，它也确实拒绝了152项来自政
府的要求，后者涉及177个用户或帐户的使用者数据。 

面。艾麦提（Meryem Emet）因嫁给了一名土耳其男子而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目
前正在服刑中。根据她丈夫接受采访时的说法，在时任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2012年访问乌鲁木齐时，她与埃尔多安曾有交谈。她最初是在2017年被拘
留的。退休记者库尔班．马木提（Qurban Mamut）因 “政治罪” 而被判处10年监
禁， 正在服刑中 ，他自2017年赴美探望儿子后，就一直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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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香港的域外威胁，在美国的跨国打压，澳大利亚的选举，人为的操作宣传
使关于TikTok的辩论变得模糊不清

•	 中国媒体提升其在海外的存在：在3月25日的一篇采访中，新华社驻西班牙首席记者
强调了该社为加强在当地媒体中的存在所做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让西班牙记者更
频繁地“咨询” 中国官方媒体。根据3月29日国际记者联盟(IFJ)的一份报告，中国官
方媒体在肯尼亚、秘鲁和菲律宾也有很高的可见度。 在中国3月份的年度立法会议期
间，其官媒再次推动了全球政治宣传。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吹嘘它在60个国家的
200多家媒体上，用13种语言刊登了770篇文章。一次最近于印尼举行的、关于中国
侵犯人权的网络研讨会，以及另一次在肯尼亚举行的、关于伴随当地和中国官方支持
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来的腐败问题的议会听证会，都表明更多的国家开始针对中共日益
增加的、为增强其影响力而做的努力作出相关应对。 

•	 香港境外日益增加的因国安法实施而产生的威胁：两名海外维权人士最近收到了要
对他们根据香港国安法进行起诉的威胁。总部设在英国的“香港监察”组织在3月
10日收到了香港警方的正式电子邮件，警告说如果该组织不关闭其网站，其主任
将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可能面临10万港元（约12,700美元）的罚款或三年监
禁。3月29日，一家总部位于欧洲的、专注于亚洲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的一名工作人员收到了一封据称来自香港的电子邮件，
该电子邮件威胁会在域外执行国安法，并可能进行引渡。虽然这封邮件来自一个
Gmail帐户，并且看似并非来自警方，但它详细地引述了国安法的一些章节，另外还
包含了对收件人的警告，要求对方不要踏入香港和中国大陆。 

•	 美国就涉及选举的跨国打压行动对五名被告提出指控：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对参与
由中国国家安全部策划的跨国打压方案的五名个人提出指控，该打压方案旨在打压批
评中共的美国居民。受害者包括：一名纽约的国会议员参选人，一名美国奥运花样滑
冰选手和她的父亲，一名异见艺术家，以及身在纽约的倡议者团体，由来自香港、
西藏、维吾尔和和中国的异议人士组成。被告们对受害者们进行了监视，或进行了骚
扰或跟踪。司法部在3月30日的另一起案件中对一名中国籍公民提出指控，因其代表
中国政府参与了“猎狐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旨在胁迫“逃犯”返回中国，接受
控罪。3月，在中国的年度立法会议期间，北京的建制派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 ，以
对“叛徒”进行缺席审判，并强制将他们引渡回中国。该法案中提到了余茂春，一位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他是“猎狐行动”的其中一个潜在目标。这些案件
仅仅是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自由之家》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发现，中国政府开
展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具全球性和最全面的跨国打压行动。 

•	 使用国安法来恐吓其余的记者：一名记者在在3月16日香港政府关于COVID-19措施
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此举招致一些亲北京的团体呼吁应因其 “仇恨言论”将她解
雇，并根据国安法对她进行调查；结果，这家名为Now News的媒体随后公开致歉。
因警方的施压，香港记者协会正在考虑解散，它是这起事件中少数对该名记者因履行
她的岗位而遇袭表示关切的组织之一。这名记者的提问是关于最近一波COVID-19疫
情中，针对因紧急措施而被带到香港的内地医务人员的投诉程序。

中国媒体快报: 2022年4月

7

https://www.elconfidencialdigital.com/articulo/medios/sede-agencia-noticias-china-xinhua-espana-suma-once-trabajadores/20220324174025370927.html
https://www.ifj.org/fileadmin/user_upload/IFJ_Report_-_The_China_Network_2022.pdf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2/03/16/tricks-of-the-external-propaganda-trade/
https://theprint.in/world/international-webinar-held-in-indonesia-to-raise-awareness-about-chinas-human-rights-violations-in-xinjiang/876663/
https://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bd/economy/tycoons-tied-to-chinese-contractors-face-probe-3707302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all-posts/2022/3/14/hong-kong-watch-co-founder-and-ceo-benedict-rogers-threatened-under-national-security-law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meager-intimidation-attempt-highlights-china-s-growing-transnational-repression
https://www.justice.gov/opa/pr/five-individuals-charged-variously-stalking-harassing-and-spying-us-residents-behalf-prc-0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6/nyregion/china-target-congress-campaign.html
https://www.espn.com/olympics/story/_/id/33524907/us-olympic-figure-skater-alysa-liu-father-targeted-chinese-spy-case
https://www.espn.com/olympics/story/_/id/33524907/us-olympic-figure-skater-alysa-liu-father-targeted-chinese-spy-case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2-03-18/did-chinese-spies-burn-anti-china-sclupture-and-stalk-olympic-skater-and-congressional-candidat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man-charged-transnational-repression-campaign-while-acting-illegal-agent-chinese-government
https://twitter.com/geringtuvia/status/1503729319994081284?s=12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22/03/451186.html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china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70877/leading-news-outlet-deeply-sorry-over-reporters-question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3174173/hong-kongs-largest-journalist-group-consider-disbanding-response
https://www.hkja.org.hk/zh/%2525E6%252596%2525B0%2525E8%252581%25259E%2525E7%2525A8%2525BF/%2525E9%2525A6%252599%2525E6%2525B8%2525AF%2525E8%2525A8%252598%2525E8%252580%252585%2525E5%25258D%252594%2525E6%25259C%252583%2525E5%2525B0%25258D%2525E8%2525A8%252598%2525E8%252580%252585%2525E5%25259B%2525A0%2525E6%25258F%252590%2525E5%252595%25258F%2525E5%25258F%252597%2525E6%252594%2525BB%2525E6%252593%25258A%2525E8%2525A1%2525A8%2525E7%2525A4%2525BA%2525E6%252593%252594%2525E6%252586%252582/


www.freedomhouse.org

•	 中共的影响力如何在澳大利亚的党派抹黑事件中参了一脚：即将于5月21日举行的澳
大利亚联邦选举，已被丑陋的政治竞选活动弄得污浊不堪，执政的自由党在没有证据
的情况下，试图将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候选人描绘成得到了中共的“支持”。澳大利亚
总理甚至在众议院大厅将一名工党候选人形容为 “满洲国候选人”，他随后收回了
他的该言论。这些言辞是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局负责人一次二月份的演说后出现的，
负责人表示机构粉碎了一个与5月选举有关的“外国干涉阴谋”，该阴谋涉及一位 “
与外国政府保持直接和深度联系的富人”；根据媒体事后的报导，该丑闻似乎涉及来
自一名澳大利亚华裔生意人的大笔捐款，后者否认干预民主选举进程，也澄清自己并
未向新南威尔士的工党候选人提供捐款。根据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新发行
的一份报告，每三个澳大利亚华人中就有一人反应，自己因为拥有中国血统而受到
区别性或不太友好的对待，围绕着因与中国的联系而产生的政治怀疑气氛的出现也反
映于此。另外，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新的指南以帮助各大学应对中共对学术自由的攻
击，譬如針对支持民主运动的华裔学生进行的恐吓。 

•	 调查发现，Meta公司为有关TikTok的破坏性报导向政治操盘手支付了费用：3月30
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Meta  — 美国社交网络巨头暨脸书和Instagram等的母公司 
— 向最大的共和党顾问公司之一付了钱，以发起一场宣传，将短视频平台TikTok描绘
成对美国儿童的一种危险。该宣传由“有目标的胜利（Targeted Victory）执行，旨
在损害TikTok这个Meta的主要竞争对手，手法包括在当地媒体上刊登评论文章和故
事。这次曝光使得美国关于TikTok的政治辩论变得扑朔迷离，TikTok在美国的营运已
经成为两任总统行政命令的主题。 该应用程序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后者在
中国有遵守中共审查制度的历史，也被发现会定期删除或淡化对中共来说具有政治敏
感性的海外内容，尽管字节跳动随后在相关案例见诸媒体后，已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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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反制 
中国人民挑战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政治宣传

尽管在过去几周里，中国官方媒体和亲中
共的网民们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了
支持俄罗斯政权入侵乌克兰的言论，但中
国也有人反对这种无端的侵略，并试图表
达他们的反战立场，即便会有可能因此受
到惩罚。一些博主、记者、普通用户，乃
至名人们通过撰写短文，文章，诗歌和其
他贴文，来表达对战争以及北京与莫斯科
站队到一起的反对意见，但他们的许多评
论不得不在被中国审查人员删除之前，先
迅速备份。

五位来自名牌大学的学者们利用微信， 
贴发了一封现已被删除的公开信 ，谴责
这场入侵。尽管此一行动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安全造成影响，他们仍然在公开信
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网民则用对其他人发布的反战贴文回以伸出大拇指比赞的表情
符号，表示对战争的抵制 。在线下，有一名男子独自站在杭州的一条大街上，手里拿着
上面写着 “停止战争，请不要支持战争”的标牌，随后他被短暂拘留。支持者们或拥抱
他，或告诉他要继续加油。据报导，有人在重庆看到另一名独自抗议者，他手举着一个
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 “我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其他人则试图与中国用户分享有关当地局势的信息。住在乌克兰的华裔工程师王吉贤先
是在微信上 — 进而，当他的微信帐号被封并且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骚扰后，他就在油管
上 — 发布了一些视频，他在视频中用普通话分享关于在该国发生的未经审查的新闻。居
住在中国的一小部分乌克兰人在油管和微信频道上，将乌克兰语新闻翻译成中文，尽管
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而且有可能受到审查。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在网上发布了关
于在圣彼得堡反战抗议的贴文。一个名为 “大翻译运动” 的新网络社区通过向世界曝
光亲普京或支持战争的恶毒言论，来回击这些言论本身；这些内容已被翻译成的语种包
括：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韩语。虽然该组织的推特 帐号在Reddit上因泄露个人信息
而被禁，该帐号在3月创建后，已经发展到有12万名粉丝。

本图在微博上被分享，据报导是展示了一位在
重庆的独自抗议者表达其对俄罗斯政权入侵乌
克兰的反对。  

图片来源: Jeff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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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 ！
•	 订阅《中国媒体快报》：每月直送电子邮箱，获取《中国媒体快报》最新信息，最深入分析。

免费发送！点击这里或发送邮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国媒体快报》：帮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媒体和言论审查全景。

•	 获取未经审查的消息内容：请点击这里或这里，找到比较流行翻墙工具的综合测评以及如何
通过GreatFire.org获取翻墙工具。

•	 支持良心犯：了解如何采取行动帮助新闻记者和言论自由维权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国媒体
快报》中特别提到的良心犯。点击这里

•	 访问《中国媒体快报》资源中心：通过《自由之家》网站的一个新的资源中心，了解更多决
策者、媒体、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如何帮助推进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言论自由。

未来看点

已拟议或颁布的、用以加紧信息控制的立法：最近的几项立法或监管行动 — 包括3月1日出台的一
则关于算法的新法规、一则被提议的关于推送通知的法规，以及一同样被提出的旨在取缔“假新
闻”的法令 — 反映出该政权精致化和钳紧其信息控制的努力，以“管理”公众舆论和消除 “有
害”信息。随着中共加紧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二十大做准备，这些措施的颁布或实施、以及进
一步对偏离官方路线的信息删除，都值得关注。

香港新特首治理下的进一步打压行动：在林郑月娥宣布她不会寻求第二期连任后，外界预计警员
出身的前保安局官员李家超将于5月8日被推选为新的香港特首。北京对没有竞选对手的李家超的
支持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中央政府还没有完成其在香港打压异议的行动。值得关注：对独立媒
体、维权人士、公民社会团体和抗议者的进一步以国安为名的镇压。

官方媒体和亲中共的网民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可被看到的内容：油管上批评中共的视频持续受到
恶意举报和黑客攻击，其目的是将这些内容从人们的视野中删除。 受到影响的内容已包括：香港
关于抗议的纪录片《时代革命》的片花和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一整个收录其音乐视频的频道。同
时，官方广播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已购买了Meta广告，来推展克里姆林宫关于其
入侵乌克兰的不实政治宣传。值得关注：在已有亲中共的行动者利用网络攻击或恶意举报来审查
批评性内容的前提下，中国官方媒体仍在全球平台上持续散播其政治宣传的进一步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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