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图显示的是在4月17日晚间丶被三位不知名人士悬挂在上海华山
路的几个抗议标语中的一个，上面的內容嘲讽了中共因COVID-19
疫情而对上海祭出的封城措施。这横幅上显示的是一句手写的微
信错误信息提示，此提示通常在某则贴文被微信审查时出现，上
面写道：“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几个其它批评上海严苛封
城措施的标语也被挂出，尽管这些标语之後被警方拆除，各种相
关图片还是在网上被广泛分享。据报道，这三位悬挂标语者被警方拘留了几个小时，他们的手机也被没收。

图片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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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苛的COVID-19封城期间，中国审查员针对
异议进行压制

本期分析

随着上海进入COVID-19封锁的第七周，中国的审查人员毫无懈怠地试图遏制公众愤怒的
爆发，并履行领导层对于公开辩论或重新考虑其疫情控制策略的呼吁所下达的禁令。

审查和网民行动的高峰在中国往往周期性地出现，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与以往政权进入
极端敏感的时期一样，最近几周出现大量“审查过度”的例子，包括对一个隶属于中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微信账户、“生日快乐”等看似无害的短语、带有中国国歌第一句
的社群标签以及任何引述好莱坞电影《爱乐之城》的内容限制。

然而，目前这波网上打压行动在两个方面很突出：一些被噤声的用户知名度很高，以及，
尽管官方对审查工作十分猖狂，仍有大量的批评内容得以留在网上。

知名人士被噤声
上海的长期封锁和在其他城市的额外疫情管控限制促使更多公民针对政府的“COVID-19
清零”政策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一些人呼吁他们的领导人考虑不那么
僵化、但可能仍能顺利使许多人免于一死的替代方案。因试图参与这样的理性讨论而面
临审查的群众，其知名度、多元性和数量都很可观。

如同新冠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常态，医务人员始终是审查人员的主要针对目标。事实上，
正可能是因为2019年底和2020年初对公卫专家的言论压制使中国和世界失去了控制病毒
传播的机会。然而，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4月初，该国顶尖的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在《
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就中国如何在未来几个月内“有序、有效地”解
封提出了建议。虽然这篇文章承认迄今为止政策的有效性，但也同时警告说，严格的“动
态清零”方法“长远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本很快就被审查，在4
月20至21日的晚上，百度搜索引擎的结果中充斥着官方媒体对钟南山言论的片段撷取，
内容表示对现有疫情管控策略的支持，且淡化了他关于中国需要逐步解封的论点。

更多的基层医疗工作者也被噤声了。 4月初，退休的感染病专家缪晓辉博士试图计算在上
海封锁期间有多少糖尿病患者可能因缺乏药物和治疗而死亡，估计数字为2,141人。这篇
概述了他的估算结果和针对疫情防控的建议（例如，政策应更加专注于对疫苗接种的宣
导和居家隔离）的博文被删除。

除了医学界，金融分析师们也被卷进了扼杀辩论的企图中。香港的行销策略师洪灏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预测了中国经济的黯淡发展轨迹，之后他遭到了审查。 4
月30日，他拥有300万粉丝的微博账户被关闭、微信账户也被暂停。几天之内，他以“个
人因素”为由离开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职位。近期內至少还有三名首席经济学家和基
金经理的微博账户因“违反法律法规”被暂停。这次明显的整肃符合一个长期的模式，
意即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在下滑，但对相关问题的警告却被掩盖。

萨拉∙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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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的研究主任。

被噤声的包含敦促政府改变过于严厉的疫情管制策略的优秀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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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网红和名人也因为呼应了许多普通上海市民的情绪而面临审查和其他压力。亿万富
翁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的微博账户（4000万粉丝）在4月底被关闭，因为他质疑经由国家
批准的中药治疗方法的成效，并宣布他将拒绝接受强制的测试。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他还因“寻衅滋事罪”被拘留，这种刑事指控通常用于惩罚言论自由。同时，说唱歌手
方略删除了他的歌曲“新奴隶”的YouTube视频，该歌曲于3月底发布，因其前瞻性地描
述了上海许多居民的挫折和痛苦而广受欢迎。

在习近平主席于5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肯定了“动态清零”政策，并明确
表示他不会容忍任何重新考虑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后，审查人员似乎更加倍严阵
以待。会议的宣读说明指出，党必须“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
的言行作斗争”。不久之后，上海的一位法学教授童之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
当局采取极端措施，如强迫感染者的未感染邻居进行集体隔离，是非法的行为。他经过
验证的微博账户随后被禁止发帖，一个有他名字的社群标签也遭到审查。 5月10日，世
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盖布雷耶苏斯说，面对病毒容易传播
的Omicron变种，中国的清零应对策略“难以持续”。随着该评论的片段和参考资料在
网上流传，审查人员几乎在第一时间立刻对他的言论进行了审查，压制了他的照片、姓
名、相关社群标签，甚至是联合国在微博和微信上的附属账户。

网民的反击
特别是在上海封锁期间，中国的普通互联网用户不遗余力地规避审查制度，试图在网上
保留批评内容，并寻找更自由的表达途径。

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官方认可的社群标签搭便车。 4月13日晚上，数以万计充
斥着怒气的评论被发布到一个批评美国人权的“#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社群
标签上，该标签经由人为操作，被微博平台洗到了热门话题的排行第二位。用户利用这
个社群标签来强调中国缺乏人权保护，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许多帖子获得了数以
百计的喜欢和分享，但到了凌晨4点，审查人员已经采取行动将其删除。播客也成为一个
较少被审查的空间，特别是女性透过这平台分享了她们在封城期间的日常艰辛。

另一个痛苦的集体宣泄是以六分钟的视频形式出现的，该视频汇编了上海封锁期间的主
要事件，名为“四月之声”。这段视频遍布在各个微信群，并不断被转发和分享，即使
审查人员试图删除它。人们制作了无数例如将其颠倒过来，嵌入漫画中，或用绘画的静
态图像设计成的新版本，以逃避演算法的审查机制。

也有各种透过使被删除的内容留存在中国国家防火墙之外，以对抗中国互联网内部审查
制度的尝试。在区块链数据库平台Airtable上公布了200个因封锁本身、而非COVID-19
而死亡的案例，死因如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饥饿或自杀。中国数字时代（CDT）或
What’s on Weibo等海外双语网站，以及个别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推特账户，已经捕
捉、备份和翻译了上述许多帖子。 CDT还公布了一份被外泄的审查指令，要求“全面清
理与‘四月之声’有关的视频、截图和其他信息”。

长期影响
无论新冠大流行和政府的公卫政策如何发展，封城、审查制度和群众反应都可能产生长
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例如，一些最受欢迎的内容涉及来自医疗机构或居民委员会的当地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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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对抱怨的居民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无助感，显示了那些被要求执行政府僵化（且往
往残酷）政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望和异议。审查员当中也可能存在拖延现象，如 
“#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的社群标签或一篇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
限”的博文在被删除前已获得了2000万次的浏览数，显露了针对这些审查执行存在的一
些时间差距或延迟执行。

时政观察员和上海居民发表的反思也强调了对中国官方媒体明显缺乏报道的失望，以及
围绕着线下互助和网上集体愤怒爆发，所产生的团结和集体意识。正如一位网民在回应 
“#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标签劫持事件时所说：“这么多帖子已经赞不过来
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纪念一下今晚....，也许明天过后又是一片歌舞升平，但
至少我知道我们还是清醒的。”

数据平台的使用习惯可能在封城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据报道，一些用户已经放弃了中国
的电子商务平台甚至是微信，因为他们厌倦了等待时间以及猖獗的审查制度，并转而使
用现实生活中的邻里关系或Telegram等国际应用程式。

随着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正逐步摆脱疫情管控限制，更多关于官方政策的代价以及政府
专断地拒绝承认错误、接受独立建议或根据不断变化的疫情进行调整的信息可能会浮出
水面。更严厉的审查制度或许还会到来，但似乎已很清楚的是，数百万人生活中这一充
满历史性与悲剧性的插曲，不会轻易被遗忘，即使许多数位证据被匆忙掩盖。

新闻报道
官方叙事：中共对党的二十大、乌克兰和联合国高级专员访问的声音

•	 封城混乱之际，习近平在党代会前的政治宣传：在中国COVID-19疫情横行之时，中
共的各宣传部门一直在忙于为今年秋天历史性的党的二十大做准备，外界预期习近
平将在这次大会上巩固他对中国政府未来十年的控制。4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
于 “强国复兴有我”（习近平的重要政策之一）的有计划的教育和学习活动的通知
刊登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4月13日，中共广西党委发布了一部关
于习近平和二十大的六集电视系列片，对该办公室如何“永远拥护、捍卫和追随领
袖”充满溢美之词。退休作家田启壮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这一活动助长了对习近
平邪教式的个人崇拜，之后，田启壮失踪。另外，党的干部们还在西藏展开了一项宣
传行动，以确保习近平的画像在人们的家中和宗教建筑中悬挂于最显眼的位置。4月
11日，诸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等知名官方媒体统一发
文，标题为“习近平的人民情怀”，文中引用了习近平的语录，包括“我就要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	 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政治宣传，中国在乌克兰进行调停：自俄罗斯于2月底开始入侵乌
克兰以来，中国官方媒体机构一直在散播政治宣传和不实信息，力挺俄罗斯政府的虚
假之词（包括乌克兰军队对乌克兰公民犯下战争罪）。他们还吹捧中国和习近平作为
负责任的国际一员，“在恢复乌克兰和平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4月30
日，新华社 发表了 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的采访全文。虽然
库列巴批评了俄罗斯，但他也表示“感谢中方为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采取的立场”
，同时警告中国不要利用地缘政治的目的来“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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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平台披露用户位置：从4月28日开始，大多数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开始根
据用户的IP地址，在他们的帖子上显示用户的所在位置，而且没有可关闭该功能的选
择。此举看来是符合中国网信办2021年的一项规定草案。所有主要的社交媒体公司，
如新浪微博、腾讯的微信、字节跳动的抖音（中国版的TikTok）、百度的在线论坛贴
吧，以及其他公司都主动开始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颁布这项措施。这些平台表示此举是
为了防止网民 "散布谣言"，包括假装自己身处与他们实际所在地不同的另一个地方。
网民们批评这些改变，这之中还显示出一些亲中共的民族主义博主们似乎身处中国境
外，或使用虚拟私人网络（VPN）。一名学生就这种披露行为对微博提起了诉讼。 

•	 “一人一档”监控技术受到中国各级当局青睐：一份路透社4月8日对中国政府采购文
件的调查显示，几十个中国地方当局已经购买了“一人一档”监控软件。该技术使用
人工智能，将政府数据库或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资料与监控摄像头中可被识别的的个人
更准确地联系起来。包括警察部门和中共党委办公室在内的一些当局明确表示，他们
要藉由识别藏族或维吾尔族人的面孔的技术，找到“参与恐怖主义的人”。 

•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对海康威视实施严厉制裁：据《金融时报》5月4日报道，美国政
府正打算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规定，对中国科技公司海康威视实施制裁，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因人权问题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全面制裁，因为它在协助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暴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康威视是中国最大的视频

监控近况：中国社交媒体显示用户位置、AI监控软件、美国制裁、香港 
的监控问题

。“卡特中心中国焦点”最近的一份民调表明，75％的受调者表示，支持俄罗斯符合
中国的国家利益，60％的受调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调解来结束这场冲突。这类观点
因中共操纵信息的方式而得到加强。研究人员最近还发现，数千个假账户用中文和英
文传播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政治宣传，而 批评普京的中国网民们的言论持续受到审
查。 

•	 官方媒体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即将进行的访问保持沉默：中国官方媒体对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即将于5月访问中国一事相对保持沉默，也许
是打算等到访问结束后再使用部分影像或文字记录作为宣传片段。尽管联合国先前一
再要求，巴切莱特此行自2005年以来，最高等级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首次访问中
国；这也将是自习近平执政后，人权打压和侵犯行为急剧增加以来的首次访问。目前
还没有主要的官方媒体对即将到来的访问（这次访问的行程中也包含新疆）进行详细
报道，也没有对在巴切莱特之前已先到访中国的联合国工作团队进行报道。 一位发
言人在5月5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简短地提到，中国政府欢迎该代表团。 与此同
时，政府已采取措施，压制批评的声音。当局重新发布了一份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的指令，要求他们在访问期间不要 “泄露国家机密”。4月20日，中共还通过了两项
国际强迫劳动条约，显然是想压制那些对其压迫维吾尔人的直率批评。《自由之家》
和60多个非政府组织于4月19日发布了给巴切莱特的一封公开信，概述了她的办公室
此行必须采取的最低步骤，以使她的访问具有公信力；包括公布她的办公室在2021年
编写的关于新疆严重人权侵犯的报告，从而确保独立、不受限制的访问的最低标准，
以及当他们与民间社会团体的会面时，中国国家官员不应出席。針对诸如此类要求，
巴切莱特还没有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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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者、科技产业工作人员、欧盟雇员和维吾尔族学者因社交媒体帖子和
学术著作被拘留或监禁

•	 前记者因在微博上“侮辱”英烈而被监禁：海南一家法院判处前记者罗昌平七个月监
禁，罪名是他2021年在微博上发表关于民族主义电影《长津湖之战》中所描述的中
国军人的帖子，该影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所委托拍摄，是中共百年庆典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罗昌平在10月7日的贴文中写道， 那些
冻死的士兵是“沙雕连”（译者注：“沙雕”在中国大陆网络用语中，是“愚蠢、无
脑”的意思），该文被点阅22,397次后才被他删除。当局根据一项2021年订立的法
律指控罗昌平，该法禁止诽谤“英烈”。 

•	 科技工作人员被指控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安全：中共官媒在5月3日公告，一名男性科
技从业人员在被反华势力“洗脑”后，因涉嫌“煽动分裂”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于4月25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关这名马姓男子的声明在股市上引起了短暂
的恐慌，因为人们认为这一声明中所指的马姓男子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前
执行主席马云。 有些人现在怀疑，该声明所指的可能是一位以博客“编程随想”闻
名的黑客活动家，他于去年5月失踪，他也姓马。官方媒体称马某通过创建一个“反
政治宣传方案”以危害国家安全，是在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从事“叛徒行为”。 

•	 维吾尔族学者被判囚禁13年：据报道，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讲师阿不都热西迪
（Ababekri Abdureshid）因其学术著作和海外人际网络，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此前，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度过一年，并去土耳其旅行一次。这一严厉的判决是
中国政府对有任何海外人脉的维吾尔族人采取极端措施的最新案例。 

•	 欧盟雇员在四川被拘留：法国媒体近日披露，中国公民安东是欧盟驻北京使团的一名
科技从业人员，自2021年9月以来一直被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这项指控通常

监控摄像头设备公司之一，据估计它有400万台摄像头在全球197个国家安装运行。
虽然海康威视已经被不同的美国单位制裁，如果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
（SDN）”名单，那么美国政府将被迫冻结其所有的与美国相关的资产，并且由于管
辖权延伸到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地区，还可以对任何向该公司提供资
金或财产的人实施刑事处罚。此举等同于将该公司关门歇业。 

•	 香港疫情相关应用程序中内建的隐藏面部识别功能：位于香港的调查新闻站FactWire 
一份5月3日的报告披露，香港的一款安卓应用程序“安心出行（LeaveHomeSafe）” 
包含一个隐藏的面部检测功能，引起了先前已对政府感到恐惧的香港人关于自身隐私
的担忧。香港政府在针对此说法的回应中告诉FactWire，该功能从未被使用过，并
要求承包商将此功能从该应用程序中删除。 目前香港的大多数场所都要求公众在进
入前使用这款应用程序。在该报告发布的次日，FactWire说他们遭到网络攻击，并
且有黑客获取了其订阅户的数据。 

•	 超过100万张香港SIM卡现在与用户的个人信息相连：在香港一项要求SIM卡实名登记
的法律生效一个月后，140万张SIM卡已经与其所有者的真实姓名和其他个人信息联
系在一起。在该规则颁布前购买SIM卡的人必须于2023年2月前进行注册，否则卡将
被停用。该系统可能被用于加强对香港人的监控和对网上言论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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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人权新闻奖被取消，因脸书发帖被定罪，“去激进化”计划

•	 香港外国记者会取消了人权新闻奖：4月25日，香港外国记者会(FCCHK) 取消了其长
期设立的「人权新闻奖」，据说是因为《立场新闻》赢得了几个奖项， 记者会担心
警方会因此而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国安法）》进行起诉。《立场新闻》于12月在
警方突击检查并逮捕其几名工作人员后，就关闭了。香港外国记者会在5月3日 —「
世界新闻自由日」— 颁奖典礼预定举行的前几天，宣布了这一消息，此举导致了记
者会的几个人辞职。据报道，香港外国记者会董事会还拒绝发表一份关于 4月11日前
《立场新闻》专栏作家区家麟被捕的声明。一封4月28日发给香港外国记者会董事会
的质疑该决定的公开信收到了几十个签名，其中包括几位以前的获奖者，他们因勇于
发声而面临来自香港当局的打压风险。 

•	 因分享脸书帖子被判刑，关于言论自由案件的最新进展：两名香港人因分享前立法会
议员许仕仁在脸书上的帖子，被判处两个月监禁，缓期18个月执行。该帖子呼吁人们
在去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中投出空白票。去年，中共在废弃香港选举法之时，将 “
煽动他人投无效票”定为犯罪。 与此同时，以“阴谋发表煽动性材料” 为名对两名
《立场新闻》高级编辑钟沛权和林绍桐的庭审已被推迟到6月23日。《国安法》要求
此类审判以 “公正和及时” 的方式进行，但许多审判仍被拖延了。因进行初选而被
根据《国安法》指控的47亲民主倡议者的案件目前仍尚未开庭审判；自2021年1月6
日警方突袭以来，他们之中许多人一直在没有保释条件的情形下被关押。 

•	 在越来越多港人流亡到国外之际的“去激进化”计划：据香港保安局披露，250名抗
议者已在狱中参加了 “去激进化” 项目，通过学习中国历史、《香港基本法》和《
国家安全法》，“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虽然当局声称该计划是自愿的，但一位
前囚犯告诉记者们说，这近于强制“洗脑”。这类似于中国大陆对维吾尔人使用的
手法。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约有10,000人被捕，2,000人面临刑事指控。与此同

被用来针对言论自由进行起诉。据报道，安东曾在微信上分享其政治观点和对民主信
念的支持。 

•	 上海公民记者因发布关于COVID-19封城的帖子而被短暂拘留：4月30日，上海警方
短暂地拘留了曾因民主维权活动而被捕的公民记者季孝龙和他的妻子，原因是他记录
反对该市严酷的COVID-19封城的异议。他的妻子在几个小时后获释，但警方在没收
了他的身份证、护照和手机后，一直把他关押到5月2日，才在有限制的保释条件下
获释。除了记录上海市民对该市严格的COVID-19封城的愤怒和异议之外，季孝龙还
发起了一项公民请愿活动，呼吁地方和国家当局放松封锁措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援
助。他先前他因在2018年呼吁习近平下台的抗议行动而入狱，才刚服完三年半刑期，
并且于2月9日获释。 

•	 警察因其关于乌克兰的言论而恐吓中国侨民的亲属：在福建省警察探访了他的父母和
祖父母，并就他支持乌克兰的帖子威胁他们之后，中国公民高荣辉关掉了他在荷兰的
推特帐号。据报道，该官员告诉他，“仅仅因为你身处国外，并不意味着中国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2021年《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恶劣的跨国打
压的始作俑者。

中国媒体快报: 2022年5月

6

https://twitter.com/fcchk/status/1518771719070134273?s=20&t=Ynh489AUDUXrrOEz0ri7sQ
https://twitter.com/fcchk/status/1518771719070134273?s=20&t=Ynh489AUDUXrrOEz0ri7sQ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27/in-full-winners-of-the-axed-fcc-human-rights-press-awards-revealed/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media-bulletin/2022/beijing-olympics-2021-review-ccp-global-public-opinion%23A5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25/human-rights-press-awards-axed-after-stand-news-wins-8-fcc-press-freedom-committee-members-quit-sourc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2/04/hong-kong-foreign-correspondents-club-awards/629685/
https://cpj.org/2022/04/hong-kong-police-arrest-journalist-allan-au-for-alleged-seditio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MKOBCBjF_WOA1LYiVS7Kom0uDzEcOb72CoJBnbu4MsrXJfw/viewform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19/2-handed-suspended-2-month-sentences-for-inciting-others-to-cast-invalid-votes-in-hong-kongs-patriots-only-election/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hong-kong-proposed-electoral-changes-assault-democratic-principles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525E5%2525AA%252592%2525E9%2525AB%252594/%2525E3%252580%25258A%2525E7%2525AB%25258B%2525E5%2525A0%2525B4%2525E3%252580%25258B%2525E7%252599%2525BC%2525E5%2525B8%252583%2525E7%252585%2525BD%2525E5%25258B%252595%2525E5%252588%25258A%2525E7%252589%2525A9%2525E6%2525A1%252588-%2525E6%25259E%252597%2525E7%2525B4%2525B9%2525E6%2525A1%252590%2525E6%252593%2525AC%2525E4%2525B8%25258D%2525E8%2525AA%25258D%2525E7%2525BD%2525AA%2525E3%252580%252581%2525E9%25258D%2525BE%2525E6%2525B2%25259B%2525E6%2525AC%25258A%2525E5%25259B%2525A0%2525E7%2525A2%2525BA%2525E8%2525A8%2525BA%2525E6%25259C%2525AA%2525E8%252583%2525BD%2525E5%252587%2525BA%2525E5%2525BA%2525AD-623%2525E5%252586%25258D%2525E8%2525A8%25258A
https://hkrlm.org/2022/05/02/progress-in-the-nsl47-case/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14/hong-kong-hails-de-radicalisation-rehab-programmes-for-2019-protesters-in-custody/
https://www.voanews.com/a/hong-kong-authorities-brainwashing-convicted-pro-democracy-activists-/6534809.html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2/05/blog-post_1.html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hc-05022022095931.html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netherlands-harassment-04222022082316.html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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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制裁促使社交媒体被禁，亲俄宣传，关于中共影响力的新研究

•	 美国对社交媒体平台制裁的执行情况：香港即将上任的特首李家超的YouTube频道被
谷歌于4月20日删除。该公司以美国的制裁为由，删除了该频道，他曾在该频道发布
竞选材料，以争取成为香港的新领导人。李家超因破坏香港自治而于 2020年8月被制
裁，他预计将于7月1日上任。只要不存在金流往来，各平台在执行美国制裁方面有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Meta公司表示不会删除李家超的脸书和Instagram频道，但会避
免他使用支付服务。 

•	 在中国官方媒体在欧洲传播亲俄宣传之际，乌克兰机构将乌克兰比作台湾：乌克兰官
方的「反假信息中心」于4月2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台湾的军事冲突风险，并
在主题标签#StopInfoTerror下，比较了台湾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相似性。这份报告
在中国持续通过外交官和官方媒体的推特帐号散布亲俄宣传的情况下发布。一份由
「中东欧中国观察家」发布的新报告中发现，中国的信息传递在保加利亚、捷克共和
国、波兰和罗马尼亚最强烈，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散布经翻译的反北约
信息的一个显著来源。 

•	 关于中共在海外影响的新报告：几份新的研究报告考察了中共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4月25日，总部设在台湾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发布了「2021中国指数」的先行版。
该指数考察了中共在36个国家的影响力，涉及九个领域：媒体、外交政策、学术界、
国内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和法律。柬埔寨、新加坡和泰国被列为最受中共
影响的国家。一份「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于3月31日发布的报告研究了中国和俄罗
斯关于COVID-19的虚假信息和政治宣传，并包括来自政府和数字平台有效回应的几
个例子。这些例子包括：揭露虚假信息、分享可信和权威的公卫信息、与民间社会合
作提供可信和可靠的信息、针对COVID-19虚假信息设立的工作小组、监管措施、解
决媒体界中的漏洞，以及撤下不真实的帖子。4月12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
一份关于中共在拉丁美洲影响的报告，其中特别关注经济和军事联系。大西洋理事会
4月2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探讨了中共利用外国友好媒体进行政治宣传的策略，这
种做法在中共官员中被称为“借船出海”，该报告特别关注南半球地区。作者们研究
了中国官方政策和政府文件的中文版、中国官方媒体的当地语言版，以及对南非、委
内瑞拉和伊朗三个案例研究中的在地合作伙伴。 

•	 在中共于非洲更广泛的媒体影响力下，乌干达官方报纸就关于台湾的报导进行了修
改：4月26日，乌干达国有报纸《新视野》就将蔡英文称为台湾总统一事发布了一则
更正启事。在这则启事中，该报重申，“乌干达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国际共和研究
所 4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探讨了中共在尼日利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信息空
间中的影响。作者认为，“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连结，几乎不可避免地对自由论述
空间产生相应的影响。”

时，随着香港当局加强对其居民的控制，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因害怕自由的一再倒退而
逃离。4月24日，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钟剑华流亡到英国。 他曾在4月被国家安全警察
造访过，而该研究所在12月被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批评过。两天后，政治漫画家阿
涂也宣布，出于恐惧，他已离开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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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ngkongfp.com/2022/04/20/google-terminates-john-lee-youtube-channel-citing-us-sanctions-leadership-campaign-chief-says-move-illogical/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088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088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2525E6%25259D%25258E%2525E5%2525AE%2525B6%2525E8%2525B6%252585-John-Lee/100080598302537/
https://www.instagram.com/johnleekc2022/
https://twitter.com/olekshyn/status/1519538971499692033?cxt=HHwWgoDQqZmpvpYqAAAA
https://cpd.gov.ua/warning/%2525D1%252586%2525D0%2525B5%2525D0%2525BD%2525D1%252582%2525D1%252580-%2525D0%2525BF%2525D1%252580%2525D0%2525BE%2525D1%252582%2525D0%2525B8%2525D0%2525B4%2525D1%252596%2525D1%252597-%2525D0%2525B4%2525D0%2525B5%2525D0%2525B7%2525D1%252596%2525D0%2525BD%2525D1%252584%2525D0%2525BE%2525D1%252580%2525D0%2525BC%2525D0%2525B0%2525D1%252586%2525D1%252596%2525D1%252597-%2525D0%2525BF%2525D1%252580%2525D0%2525B8-%2525D1%252580%2525D0%2525BD%2525D0%2525B1-29/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11/technology/china-russia-propaganda.html
https://chinaobservers.eu/wp-content/uploads/2022/05/CHOICE_policy-paper_Backing-Russia-on-Ukraine_04_web.pdf
https://twitter.com/doublethinklab/status/1518592805395779584?s=20&t=7sbyyyjNq9rvkELju5BGGA
https://china-index.io/
https://cepa.org/owning-the-conversation-assessing-responses-to-russian-and-chinese-information-operations-around-covid-19/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influence-latin-america-argentina-brazil-venezuela-security-energy-bri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chinas-discourse-power-operations-in-the-global-south/
https://chinaafricaproject.com/2020/04/30/a-ugandan-state-owned-newspaper-issues-correction-over-taiwan/
https://www.iri.org/resources/global-thought-work-case-studies-on-prc-influence-in-africas-information-space/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25/senior-member-of-hong-kong-pollster-leaves-city-for-the-uk-citing-red-lines/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525E6%252594%2525BF%2525E7%2525B6%252593/%2525E9%25258D%2525BE%2525E5%25258A%25258D%2525E8%25258F%2525AF%2525E9%25259B%2525A2%2525E6%2525B8%2525AF%2525E5%2525BE%25258C%2525E9%2525A6%252596%2525E9%25259C%2525B2%2525E9%25259D%2525A2-%2525E8%2525AA%25258D%2525E6%25259B%2525BE%2525E8%2525A2%2525AB%2525E5%25259C%25258B%2525E5%2525AE%252589%2525E7%2525B4%252584%2525E8%2525AB%252587-%2525E6%252597%2525A5%2525E5%2525BE%25258C%2525E4%2525BB%2525A5%2525E5%25258F%2525A6%2525E4%2525B8%252580%2525E8%2525BA%2525AB%2525E4%2525BB%2525BD%2525E6%252594%2525AF%2525E6%25258F%2525B4%2525E6%2525B0%252591%2525E7%2525A0%252594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26/political-cartoonist-ah-to-announces-departure-from-hong-kong-citing-great-mental-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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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网民声讨COVID-19封城的严酷和审查制度

当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人们受到
严格的COVID-19疫情管制规定的约
束，包括被关在家里、没有食物、被
带到隔离地点、与父母或孩子分开，
以及眼看着他们的宠物当着自己的面
被杀害，大多数人只能在审查人员动
手删文前，在网上简短地表达他们的
不满。

然而，上海的许多人分享了一段六分
钟的题为“四月之声”的视频，该视
频汇集了封城期间的许多真实片段。
这段视频本身是非政治性且阴郁的，
但在吸引了数百万观众的注意后，它
实际上成了对政府不满的集体表达，
也因此成为一种政治行动。随着该视
频在微信和微博上疯传 ，在微信上该
视频的浏览数至少达到500万次，在当局的要求下，中国的科技公司 开始 对该视频进行
了审查。 但这并不妨碍网民们利用 有创意的办法来分享它，包括通过转贴副本、将其保
存在区块链上、在海报中创建二维码，或将其创铸为非同质化代币（NFT）。

网民们还通过劫持最初由中国官方媒体在微博上发起的热搜主题标签，来表达对政府应
对新冠大流行的疫情管控策略的异议。 该标签称“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
用户以创造性的方式使用了这个主题标签，使人不言而喻：同样的批评不是针对美国，
而是针对中国政府。他们还使用另一个主题标签 #Call me by your name的至少12种不
同变换形式，这类似的行动旨在嘲笑中共把本国的问题归咎于美国。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 “四月之声” 视频标题卡中一帧
的手绘图像，这是一种逃避审查员的办法。  

图片来源: @一大群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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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dOXwdBn5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2/04/24/1051073/wechat-shanghai-lockdown-protest-video-the-voice-of-april/
https://twitter.com/aidenheung/status/1517507090671013888?s=12&t=gUg9W3OTghYps6OWLVSFaw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04/minitrue-silence-the-voices-of-april-viral-video-on-shanghai-lockdown-full-english-transcript/
https://www.whatsonweibo.com/the-voices-of-april-the-short-online-life-of-a-shanghai-protest-video/
https://www.whatsonweibo.com/the-voices-of-april-the-short-online-life-of-a-shanghai-protest-video/
https://twitter.com/SanNuvola/status/1517794714354868224?s=20&t=j4ZcH3V_C3CFaTxdvtRZlQ
https://twitter.com/SanNuvola/status/1517794714354868224?s=20&t=j4ZcH3V_C3CFaTxdvtRZlQ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apr/22/sound-of-april-chinese-netizens-get-creative-to-keep-censored-film-in-circulation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2/04/24/1051073/wechat-shanghai-lockdown-protest-video-the-voice-of-april/
https://twitter.com/ThisIsWenhao/status/1514377176778432521?ref_src=twsrc%25255Etfw
https://twitter.com/thisiswenhao/status/1514777757196062725?s=12&t=fERavfIVp-bIcHoo_Qg3RQ
https://twitter.com/SanNuvola/status/1517794714354868224/pho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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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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交流的限制加强：3月，在另一名中国演讲者因论文标题“不正确”而被警
察到家中造访并受到审讯后，一些中国学者退出由亚洲研究协会主办的年度国际会议其中一个议
程的线上发表。 值得关注：对学术自由的损害；中国学者因继续与国际学者进行非政治性交流而
受到的进一步恐吓和骚扰。

香港当局针对众筹和其他替代融资的打压：在香港警方于5月10日至11日逮捕了五位为抗议者设
立的众筹基金的前受托人们后，立法者也在寻找方法来监管众筹，以禁止居民向据称“危害国家
安全 ”的活动捐款，或向流亡维权人士的众筹平台捐款。值得关注：由北京控制的立法会对此类
法规的橡皮图章式批准，以及可能的进一步逮捕。

外国电影公司试图游走于中国的审查制度：美国电影公司最近对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采取了不同
的方法。索尼公司拒绝删除新的《蜘蛛侠》电影中展示自由女神像的场景，该片因此被阻止在
中国上映；同时，在新的《哈利波特》电影中，华纳兄弟删去了一个LGBT+的故事情节。值得关
注：电影公司如何应对中国当局的审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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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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china-media-bulletin/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uncensored-information-online-privacy-simplified-chinese
https://www.npr.org/2022/03/30/1089631713/china-tightens-restrictions-and-bars-scholars-from-international-conferences
https://www.asianstudies.org/aas-statement-on-participation-of-prc-scholars-at-aas-2022-annual-conference/
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status/1524445208003424263
https://hongkongfp.com/2022/05/11/breaking-barrister-margaret-ng-among-trustees-of-defunct-protest-fund-arrested-by-hong-kong-police-source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4/14/hong-kong-urged-to-regulate-crowdfunding-to-prevent-activities-endangering-chinas-security/
https://news.yahoo.com/sony-loses-millions-rejecting-china-180433530.html
https://www.scmp.com/news/people-culture/gender-diversity/article/3174009/china-censors-gay-storyline-harry-po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