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圖顯示的是在4月17日晚間丶被三位不知名人士懸掛在上海
華山路的幾個抗議標語中的一個，上面的內容嘲諷了中共因
COVID-19疫情而對上海祭出的封城措施。這橫幅上顯示的是一
句手寫的微信錯誤訊息提示，此提示通常在某則發文被微信審查
時出現，上面寫道：「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幾個其它批評
上海嚴苛封城措施的標語也被掛出，儘管這些標語之後被警方拆
除，各種相關圖片還是在網路上被廣泛分享。據報導，這三位懸
掛標語者被警方拘留了幾個小時，他們的手機也被沒收。

圖片來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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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苛的COVID-19封城期間，中國審查員針對
異議進行壓制

本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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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上海進入COVID-19封鎖的第七週，中國的審查人員毫無懈怠地試圖遏制公眾憤怒的
爆發，並履行領導層對於公開辯論或重新考慮其疫情控制策略的呼籲所下達的禁令。

審查和網路抗議行動的高峰在中國往往週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危機時刻。與以往政權
進入極端敏感的時期一樣，最近幾週出現大量「審查過度」的例子，包括對一個隸屬於
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微信帳號、「生日快樂」等看似無害的短語、帶有中國國歌第
一句的社群標籤以及任何引述好萊塢電影《樂來越愛你》的內容限制。

然而，目前這波線上打壓在兩個方面很突出：一些被噤聲的用戶知名度很高，以及，儘
管官方對審查工作十分猖狂，仍有大量的批評內容在網路上得以留存。

知名人士被噤聲
上海的長期封鎖和在其他城市的額外疫情管控限制促使更多公民針對政府的「COVID-19
清零」政策的人力和經濟成本提出反對意見，其中一些人呼籲他們的領導人考慮不那麼
僵化、但可能仍能順利使許多人免於一死的替代方案。因試圖參與這樣的理性討論而面
臨審查的群眾，其知名度、多元性和數量都很可觀。

如同新冠大流行病開始以來的常態，醫務人員始終是審查人員的主要針對目標。事實上，
正可能是因為2019年底和2020年初對公衛專家的言論壓制使中國和世界失去了控制病毒
傳播的機會。然而，這種做法仍在繼續。 4月初，該國頂尖的呼吸道疾病專家鍾南山在《
國家科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就中國如何在未來幾個月內 「有序、有效地」
解封提出了建議。雖然這篇文章承認迄今為止政策的有效性，但也同時警告說，嚴格的 
「動態清零 」方法 「長遠來看，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篇文章的中文版本很快就被審
查，在4月20至21日的晚上，百度搜尋引擎的結果中充斥著官方媒體對鍾南山言論的片段
擷取，內容表示對現有疫情管控策略的支持，且淡化了他關於中國需要逐步解封的論點。

更多的基層醫療工作者也被噤聲了。 4月初，退休的感染病專家繆曉輝博士試圖計算在上
海封鎖期間有多少糖尿病患者可能因缺乏藥物和治療而死亡，估計數字為2,141人。這篇
概述了他的估算結果和針對疫情防控的建議（例如，政策應更加專注於對疫苗接種的宣
導和居家隔離）的部落格文章被刪除。

除了醫學界，金融分析師們也被捲進了扼殺辯論的企圖中。香港的行銷策略師洪灝在社交
媒體平台上發表了一系列評論，預測了中國經濟的黯淡發展軌跡，之後他遭到了審查。 4
月30日，他擁有300萬粉絲的微博帳號被關閉、微信帳戶也被暫停。幾天之內，他以 「
個人因素」為由離開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職位。近期內至少還有三名首席經濟學家和基
金經理的微博帳號因 「違反法律法規」被暫停。這次明顯的整肅符合一個長期的模式，
意即儘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在下滑，但對相關問題的警告卻被掩蓋。

被噤聲的包含敦促政府改變過於嚴厲的疫情管控策略的優秀醫生們

中國媒體快報: 2022年5月

1

https://twitter.com/thisiswenhao/status/1516086057179176969?s=12&t=3DuqaAt-ok9Ria96kfPyqg
https://www.newsweek.com/china-national-anthem-censorship-online-covid-lockdown-1698860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27/world/asia/china-covid-propaganda.html
https://academic.oup.com/nsr/article/9/3/nwac054/6564385?login=false
https://twitter.com/wafarris/status/1517306851976974336
https://twitter.com/wafarris/status/1517306862223638528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outspoken-market-analysts-chinese-social-media-accounts-suspended-2022-05-01/
https://www.lemonde.fr/en/economy/article/2022/05/05/china-censors-its-economists-in-the-name-of-zero-covid_5982535_19.html
https://www.lemonde.fr/en/economy/article/2022/05/05/china-censors-its-economists-in-the-name-of-zero-covid_5982535_19.html


www.freedomhouse.org

知名網紅和名人也因為呼應了許多普通上海市民的情緒而面臨審查和其他壓力。億萬富
翁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的微博帳號（4000萬追蹤者）在4月底被關閉，因為他質疑經由
國家批准的中藥治療方法的成效，並宣布他將拒絕接受強制的測試；有未經證實的報導
稱，他還因 「尋釁滋事罪」被拘留，這種刑事指控通常用於懲罰言論自由。同時，說唱
歌手方略刪除了他的歌曲「新奴隸」的YouTube影片，該歌曲於3月底發布，因其前瞻性
地描述了上海許多居民的挫折和痛苦而廣受歡迎。

在習近平主席於5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肯定了 「動態清零」政策，並明確
表示他不會容忍任何重新考慮或調整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後，審查人員似乎更加倍嚴陣
以待。會議的宣讀說明指出，黨必須「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
的言行作鬥爭。」不久之後，上海的一位法學教授童之偉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
當局採取極端措施，如強迫感染者的未感染鄰居進行集體隔離，是非法的行為。他經過
驗證的微博帳號隨後被禁止發文，一個有他名字的社群標籤也遭到審查。 5月10日，世
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阿達諾姆．蓋布雷耶蘇斯說，面對病毒容易傳播
的Omicron變種，中國的清零應對策略 「難以持續」。隨著該評論的片段和參考資料在
網上流傳，審查人員幾乎在第一時間立刻對他的言論進行了審查，壓制了他的照片、姓
名、相關社群標籤，甚至是聯合國在微博和微信上的附屬帳號。

網友們的反擊
特別是在上海封鎖期間，中國的普通網路用戶不遺餘力地規避審查制度，試圖在網路上
保留批評內容，並尋找更自由的表達途徑。

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包括利用官方認可的社群標籤搭便車。 4月13日晚，數以萬計充斥
著怒氣的評論被發佈到一個批評美國人權的「#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社群標
籤上；該標籤經由人為操作，被微博平台洗到了熱門話題的排行第二位。用戶利用這個
社群標籤來強調中國缺乏人權保護，並表達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許多發文獲得了數以百
計的喜歡和分享，但到了凌晨4點，審查人員已經採取行動將其刪除。不少Podcast也成
為一個較少被審查的空間，特別是女性透過這平台分享了她們在封城期間的日常艱辛。

另一個痛苦的集體宣洩是以六分鐘的影片形式出現的，該短片彙編了上海封鎖期間的主
要事件，名為「四月之聲」。這段影片遍佈在各個微信群，並不斷被轉發和分享，即使
審查人員試圖刪除它。人們製作了無數例如將其顛倒過來、嵌入漫畫中，或用繪畫的靜
態圖像設計成的新版本，以逃避演算法的審查機制。

也有各種透過使被刪除的內容留存在中國國家防火牆之外，以對抗中國網路內部審查
制度的嘗試。區塊鏈數據庫平台Airtable上公佈了200個因封鎖本身、而非COVID-19
而死亡的案例，死因如被拒絕提供醫療服務、飢餓或自殺。中國數字時代（CDT）或
What’s on Weibo等海外雙語網站，以及個別記者和研究人員的推特帳號，已經捕
捉、備份和翻譯了上述許多貼文。 CDT還公佈了一份被外洩的審查指令，內容要求 「全
面清理與『四月之聲』有關的影片、截圖和其他資訊。」
 
長期影響
無論新冠大流行和政府的公衛政策如何發展，封城、審查制度和群眾反應都可能產生長
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例如，一些最受歡迎的內容涉及來自醫療機構或居民委員會的當地官員
直白地對抱怨的居民表達自己的同情和無力，顯示了那些被要求執行政府僵化（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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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殘酷）政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望和異議。審查員當中也可能存在拖延現象，如
「#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的社群標籤或一篇題為「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
點」的部落格文章在被刪除前已獲得了2000萬次的瀏覽數，顯露了針對這些審查執行存
在的一些時間差距或延遲執行。

時政觀察員和上海居民發表的反思也強調了對中國官方媒體明顯缺乏報導的失望，以及
圍繞著線下互助和網上集體憤怒爆發所產生的團結和集體意識。正如一位網友在回應「#
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標籤劫持事件時所說： 「這麼多帖子已經讚不過來
了。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聲音。紀念一下今晚....，也許明天過後又是一片歌舞昇平，但
至少我知道我們還是清醒的。」

數據平台的使用習慣可能在封城的情況下發生變化。據報導，一些用戶已經放棄了中國
的電子商務平台甚至是微信，因為他們厭倦了等待時間以及猖獗的審查制度，並轉而使
用現實生活中的鄰里關係或Telegram等國際應用程式。

隨著上海和中國其他地區正逐步擺脫疫情管控限制，更多關於官方政策的代價以及政府
專斷地拒絕承認錯誤、接受獨立建議或根據不斷變化的疫情進行調整的資訊可能會浮出
水面。更嚴厲的審查制度或許還會到來，但似乎已很清楚的是，數百萬人生活中這一充
滿歷史性與悲劇性的插曲，不會輕易被遺忘，即使許多數位證據被匆忙掩蓋。

新聞報導
官方敘事：中共對黨的二十大、烏克蘭和聯合國高級專員訪問的聲音

•	 封城混亂之際，習近平在黨代會前的政治宣傳：在中國COVID-19疫情橫行之時，中
共的各宣傳部門一直忙於為今年秋天歷史性的黨的二十大做準備，外界預期習近平將
在這次大會上鞏固他對中國政府未來十年的控制。4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 「
強國復興有我」（習近平的重要政策之一）的有計劃的教育和學習活動的通知刊登在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頭版顯著位置。4月13日，中共廣西黨委發佈了一部關於習近
平和二十大的六集電視影集，對該辦公室如何 「永遠擁護、捍衛和追隨領袖」充滿
溢美之詞。退休作家田啓壯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批評這一活動助長了對習近平邪教式
的個人崇拜，之後，田啓壯失蹤。另外，黨的幹部們還在西藏展開了一項宣傳行動，
以確保習近平的畫像在人們的家中和宗教建築中懸掛於最顯眼的位置。4月11日，諸
如 《人民日報》，《新華社》和 《中國中央電視台》等知名官方媒體統一發文，標
題為 「習近平的人民情懷」，文中引用了習近平的語錄，包括 「我就要始終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	 中共支持俄羅斯的政治宣傳，中國在烏克蘭進行調停：自俄羅斯於2月底開始入侵烏
克蘭以來，中國官方媒體機構一直在散播政治宣傳和不實訊息，力挺俄羅斯政府的虛
假之詞（包括烏克蘭軍隊對烏克蘭公民犯下戰爭罪）。他們還吹捧中國和習近平作為
負責任的國際一員，「在恢復烏克蘭和平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4月30
日，新華社發表了對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的採訪全文。雖然庫
列巴批評了俄羅斯，但他也表示 「感謝中方為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所採取的立場」，
同時警告中國不要利用地緣政治的目的來 「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火上澆油」。 
「卡特中心中國焦點」最近的一份民調表明，75％的受調者表示，支持俄羅斯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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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平台披露用戶位置：從4月28日開始，大多數中國主要社群媒體平台開始根
據用戶的IP地址，在他們的發文上顯示用戶的所在位置，而且沒有可關閉該功能的選
擇。此舉看來是符合中國網信辦2021年的一項規定草案。所有主要的社群媒體公司，
如新浪微博、騰訊的微信、字節跳動的抖音（中國版的TikTok）、百度的在線論壇貼
吧，以及其他公司都主動開始以協調一致的方式頒布這項措施。這些平台表示此舉是
為了防止網友 「散布謠言」，包括假裝自己身處與他們實際所在地不同的另一個地
方。網友們批評這些改變，這之中還顯示出一些親中共的愛國主義部落格版主們似乎
身處中國境外，或者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PN）。一名學生就這種披露行為對微博提
起了訴訟。 

•	 「一人一檔」監控技術受到中國各級當局青睞：一份路透社4月8日對中國政府採購文
件的調查顯示，幾十個中國地方當局已經購買了 「一人一檔」 監控軟體。該技術使
用人工智慧，將政府數據庫或社群媒體平台中的資料與監控攝影機中被識別的的個人
更準確地聯繫起來。包括警察部門和中共黨委辦公室在內的一些當局明確表示，他們
要藉由能識別藏族或維吾爾族人面孔的技術，找到 「參與恐怖主義的人」。 

•	 有報導稱，美國計劃對海康威視實施嚴厲制裁：據《金融時報》5月4日報導，美國
政府正打算利用《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規定，對中國科技公司海康威視實施制
裁，這將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因人權問題對中國科技公司採取的全面制裁，因為它在
協助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少數民族的暴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康威視是中國最大的
監控攝影機設備公司之一，據估計它有400萬台攝影機在全球197個國家安裝運行。

監控近況：中國社群媒體顯示用戶位置、AI監控軟體、美國制裁、香港 
的監控問題

國的國家利益，60％的受調者認為，中國可以透過調解來結束這場衝突。這類觀點因
中共操縱資訊的方式而得到加強。研究人員最近還發現，數千個假帳號用中文和英文
傳播中共對烏克蘭戰爭的政治宣傳，而 批評普丁的中國網友們的言論持續受到審查。 

•	 官方媒體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即將進行的訪問保持沈默：中國官方媒體對聯合
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  巴切萊特即將於5月訪問中國一事相對保持沈默，也許是
打算等到訪問結束後再使用部分影像或文字記錄作為宣傳片段。儘管聯合國先前一再
要求，巴切萊特此行將是自2005年以來，最高等級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首次訪問中
國；這也將是自習近平執政後，人權打壓和侵犯行為急劇增加以來的首次訪問。目前
還沒有主要的官方媒體對即將到來的訪問（這次訪問的行程中也包含新疆）進行詳細
報導，也沒有對在巴切萊特之前已先到訪中國的聯合國工作團隊進行報導。 一位發
言人在5月5日的外交部記者會上簡短地提到，中國政府歡迎該代表團。 與此同時，
政府已採取措施，壓制批評的聲音。當局重新發佈了一份針對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的 
指令，要求他們在訪問期間不要 「洩露國家機密」。4月20日，中共還通過了兩項國
際強迫勞動條約，顯然是想壓制那些對其壓迫維吾爾人的直率批評。《自由之家》和
60多個非政府組織於4月19日發佈了給巴切萊特的一封公開信，概述了她的辦公室此
行必須採取的最低步驟，以使她的訪問具有公信力；包括公佈她的辦公室在2021年編
寫的關於新疆嚴重人權侵犯的報告，從而確保獨立、不受限制的訪問的最低標準，以
及當他們與民間社會團體會面時，中國國家官員不應出席。針對諸如此類要求，巴切
萊特還沒有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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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者、科技產業工作人員、歐盟僱員和維吾爾族學者因在社群媒體上的
發文和學術著作被拘留或監禁

•	 前記者因在微博上	「侮辱」	英烈而被監禁：海南一家法院判處前記者羅昌平七個月
監禁，罪名是他2021年在微博上發表關於愛國主義電影《長津湖之戰》中所描述的中
國軍人的發文，該影片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門所委託拍攝，是中共百年慶典的一部分，
後來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票房收入最高的電影。羅昌平在10月7日的貼文中寫道， 那些
凍死的士兵是 「沙雕連」（譯者注：「沙雕」在中國大陸網絡用語中，是「愚蠢、
無腦」的意思），該文被點閱22,397次後才被他刪除。當局根據一項2021年訂立的
法律指控羅昌平，該法禁止誹謗 「英烈」。 

•	 科技工作人員被指控利用網際網路危害國家安全：中共官媒在5月3日公告 ，一名男
性科技從業人員在被反華勢力 「洗腦」 後，因涉嫌 「煽動分裂」和 「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 罪，於4月25日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有關這名馬姓男子的聲明在股市上引起
了短暫的恐慌，因為人們認為這一聲明中所指的馬姓男子是阿里巴巴集團的聯合創始
人和前執行主席馬雲。 有些人現在懷疑，該聲明所指的可能是一位以部落格「編程
隨想」聞名的駭客倡議者，他於去年5月失蹤，他也姓馬。官方媒體稱馬某透過創建
一個 「反政治宣傳方案」 以危害國家安全，是在利用自己的 「專業技能」 從事 「
叛徒行為」。 

•	 維吾爾族學者被判囚禁13年：據報導，新疆師範大學語言學講師阿不都熱西迪
（Ababekri Abdureshid）因其學術著作和海外人際網絡，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
此前，他曾作為訪問學者在德國度過一年，並去土耳其旅行一次。這一嚴厲的判決是
中國政府對有任何海外人脈的維吾爾族人採取極端措施的最新案例。 

•	 歐盟僱員在四川被拘留：法國媒體近 披露，中國公民安東是歐盟駐北京使團的一名
科技從業人員，自2021年9月以來一直被拘留，罪名是 「尋釁滋事」，這項指控通常

雖然海康威視已經被不同的美國單位制裁，如果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
（SDN）」名單，那麼美國政府將被迫凍結其所有與美國相關的資產，並且由於管轄
權延伸到以美元為主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大部分地區，還可以對任何向該公司提供資金
或財產的人實施刑事處罰。此舉等同於將該公司關門歇業。 

•	 香港疫情相關應用程式中內建的隱藏面部識別功能：位於香港的調查新聞網站 
FactWire一份5月3日的報告披露，香港的一款安卓應用程式「安心出行（Leave 
HomeSafe）」包含一個隱藏的面部檢測功能，引起了先前已對政府感到恐懼的香港
人關於自身隱私的擔憂。香港政府在針對此說法的回應中告訴FactWire，該功能從
未被使用過，並要求承包商將此功能從該應用程式中刪除。 目前香港的大多數場所
都要求公眾在進入前使用這款應用程式。在該報告發佈的次日，FactWire說他們遭
到網絡攻擊，並且有駭客獲取了其訂閱戶的數據。 

•	 超過100萬張香港SIM卡現在與用戶的個人資訊相連：在香港一項要求SIM卡實名登記
的法律生效一個月後，140萬張SIM卡已經與其所有者的真實姓名和其他個人資訊聯
繫在一起。在該規則頒布前購買SIM卡的人必須於2023年2月前進行註冊，否則卡將
被停用。該系統可能被用於加強對香港人的監控和對網路言論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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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人權新聞獎被取消，因臉書發文被定罪，「去激進化」計劃

•	 香港外國記者會取消了人權新聞獎：4月25日，香港外國記者會(FCCHK) 取消了其長
期設立的「人權新聞獎」，據說是因為《立場新聞》贏得了幾個獎項， 記者會擔心
警方會因此而根據《香港國家安全法（國安法）》進行起訴。《立場新聞》於12月在
警方突擊檢查並逮捕其幾名工作人員後，就關閉了。香港外國記者會在5月3日 —「
世界新聞自由日」— 頒獎典禮預定舉行的前幾天，宣佈了這一消息，此舉導致了記
者會的幾個人辭職。據報導，香港外國記者會董事會還拒絕發表一份關於 4月11日前
《立場新聞》專欄作家區家麟被捕的聲明。一封4月28日發給香港外國記者會董事會
的質疑該決定的公開信收到了幾十個簽名，其中包括幾位以前的獲獎者，他們因勇於
發聲而面臨來自香港當局的打壓風險。 

•	 因分享臉書發文被判刑，關於言論自由案件的最新進展：兩名香港人因分享前立法會
議員許仕仁在臉書上的貼文，被判處兩個月監禁，緩刑18個月。該貼文呼籲人們在
去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中投出空白票。去年，中共在廢棄香港選舉法之時，將 「煽
動他人投無效票」定為犯罪。 與此同時，以「陰謀發表煽動性材料」 為名對兩名《
立場新聞》高級編輯鐘沛權和林紹桐的庭審已被推遲到6月23日。《國安法》要求此
類審判以 「公正和及時」 的方式進行，但許多審判仍被拖延了。因進行初選而被根
據《國安法》指控的47親民主倡議者的案件目前仍尚未開庭審判；自2021年1月6日
警方突襲以來，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一直在沒有保釋條件的情形下被關押。 

•	 在越來越多港人流亡到國外之際的「去激進化」	計劃：據香港保安局披露，250名抗
議者已在獄中參加了 「去激進化」 計畫，透過學習中國歷史、《香港基本法》和《
國家安全法》，「重新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雖然當局聲稱該計劃是自願的，但一
位前囚犯告訴記者們說，這近於強制 「洗腦」。這類似於中國對維吾爾人使用的手
法。在2019年的抗議中，約有10,000人被捕，2,000人面臨刑事指控。與此同時，隨

被用來針對言論自由進行起訴。據報導，安東曾在微信上分享其政治觀點和對民主信
念的支持。 

•	 上海公民記者因發佈關於COVID-19封城的發文而被短暫拘留：4月30日，上海警方
短暫地拘留了曾因民主倡議活動而被捕的公民記者季孝龍和他的妻子，原因是他記錄
下反對該市嚴酷的COVID-19封城的異議。他的妻子在幾個小時後獲釋，但警方在沒
收了他的身份證、護照和手機後，一直把他關押到5月2日，才在有限制的保釋條件
下獲釋。除了記錄上海市民對該市嚴格的COVID-19封城的憤怒和異議之外，季孝龍
還發起了一項公民請願活動，呼籲地方和國家當局放鬆封鎖措施，為公民提供更多
的援助。他先前因在2018年呼籲習近平下台的抗議行動而入獄，才剛服完三年半刑
期，並且於2月9日獲釋。 

•	 警察因關於烏克蘭的言論而恐嚇中國僑民的親屬：在福建省警察探訪了他的父母和祖
父母，並就他支持烏克蘭的發文威脅他們之後，中國公民高榮輝關掉了他在荷蘭的推
特帳號。據報導，該官員告訴他，「僅僅因為你身處國外，並不意味著中國不知道你
在做什麼」。2021年《自由之家》的一份報告發現，中國是世界上最惡劣的跨國打
壓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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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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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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制裁促使社群媒體被禁，親俄宣傳，關於中共影響力的新研究

•	 美國對社群媒體平台制裁的執行情況：香港即將上任的特首李家超的YouTube頻道
被Google於 4月20日刪除。該公司以美國的制裁為由，刪除了該頻道，他曾在該頻
道發佈競選內容，以爭取成為香港的新領導人。李家超因破壞香港自治而於 2020年
8月被制裁，他預計將於7月1日上任。只要不存在金流往來，各平台在執行美國制
裁方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Meta公司表示不會刪除李家超的臉書和Instagram頻
道，但會避免他使用支付服務。 

•	 在中國官方媒體在歐洲傳播親俄宣傳之際，烏克蘭機構將烏克蘭比作台灣：烏克蘭官
方的「反假訊息中心」於4月28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台灣的軍事衝突風險，並
在主題標籤#StopInfoTerror下，比較了台灣和烏克蘭的地緣政治相似性。這份報告
在中國持續透過外交官和官方媒體的推特帳號散布親俄宣傳的情況下發佈。一份由「
中東歐中國觀察家」發佈的新報告中發現，中國的資訊傳遞在保加利亞、捷克、波蘭
和羅馬尼亞最強烈，其中，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是作為散布經翻譯的反北約訊息的一
個顯著來源。 

•	 關於中共在海外影響的新報告：幾份新的研究報告考察了中共在世界各國的影響。4
月25日，總部設在台灣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發佈了「2021中國指數」的先行版。
該指數考察了中共在36個國家的影響力，涉及九個領域：媒體、外交政策、學術
界、國內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軍事和法律。柬埔寨、新加坡和泰國被列為最受
中共影響的國家。一份「歐洲政策分析中心」於 3月31日發表的報告研究了中國和俄
羅斯關於COVID-19的假訊息和政治宣傳，並包括來自政府和數位平台有效回應的幾
個例子。這些例子包括：揭露假消息、分享可信和具公信力的公衛資訊、與民間社會
合作提供可信和可靠的資訊、針對COVID-19假訊息設立的工作小組、監管措施、解
決媒體界中的漏洞，以及撤下不真實的發文。4月12日，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佈了
一份關於中共在拉丁美洲影響的報告，其中特別關注經濟和軍事聯繫。大西洋理事會 
4月20日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探討了中共利用外國友好媒體進行政治宣傳的策略，這
種做法在中共官員中被稱作 「借船出海」，該報告特別關注南半球地區。作者們研
究了中國官方政策和政府文件的中文版、中國官方媒體的當地語言版，以及南非、委
內瑞拉和伊朗三個案例研究中的在地合作夥伴。 

•	 在中共於非洲更廣泛的媒體影響力下，烏干達官方報紙就關於台灣的報導進行了修
改：4月26日，烏干達官方報紙《新視野》就將蔡英文稱為台灣總統一事發佈了一則
更正啟事。在這則啟事中，該報重申，「烏干達承認一個中國政策」。國際共和研究
所 4月6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探討了中共在奈及利亞、加納和衣索比亞的資訊空間
中的影響。作者認為，「與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連結，幾乎不可避免地對自由論述空
間產生相應的影響。」

著香港當局加強對其居民的控制，一些持不同意見者因害怕政治自由的一再倒退而逃
離。4月24日，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鐘劍華流亡到英國。 他曾在4月被國家安全警察造
訪過，而該研究所在12月被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批評過。兩天後，政治漫畫家阿
塗也宣佈，出於恐懼，他已離開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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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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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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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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reedomhouse.org

成功反制 
網友聲討COVID-19封城的嚴酷和審查制度

當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的人們受到
嚴格的COVID-19疫情管制規定的
約束，包括被關在家裡、沒有食
物、被帶到隔離地點與父母或孩子
分開，以及眼看著他們的寵物當著
自己的面被殺害，大多數人只能在
審查人員動手刪文前在網路上簡短
地表達他們的不滿。

然而，上海的許多人分享了一段六
分鐘的題為「四月之聲」的短片，
該短片匯集了封城期間的許多真實
片段。這段短片本身是非政治性且
陰鬱的，但在引起了數百萬觀眾的
注意後，它實際上成了對政府不滿
的集體表達，也因此成為一種政治
行動。隨著該短片在微信和微博上 
瘋傳 ，微信上該影片的瀏覽數達到
至少500萬次，在當局的要求下，中國的科技公司開始對該短片進行了審查。 但這並不
妨礙網友們利用有創意的辦法來分享它，包括透過轉貼副本、將其保存在區塊鏈上、在
海報中創建二維碼，或將其創鑄為非同質化代幣（NFT）。
 
網友們還透過劫持最初由中國官方媒體在微博上發起的熱搜社群主題標籤，來表達對政
府應對新冠大流行的疫情管控策略的異議。 該標籤稱 「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
國。」用戶以深具創意的方式使用了這個主題標籤，使人不言而喻：同樣的批評並不是
針對美國，而是針對中國政府。他們還使用另一個社群標籤 #Call me by your name的
至少12種不同變換形式，這個類似的行動旨在嘲笑中共把本國的問題歸咎於美國。

因試圖探望徐州婦女而被拘留的其中一位女子
的帳戶截圖。她在自己的車上寫下聲援口號。  

图片来源: @小夢姐姐小券券 微博

這張圖片顯示的是 「四月之聲」 短片標題卡中一幀
的手繪圖像，這是一種逃避審查員的辦法。  

图片来源: @一大群袁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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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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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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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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eibo.cn/status/4734967537472229?
https://m.weibo.cn/status/4734967537472229?
https://twitter.com/SanNuvola/status/1517794714354868224/pho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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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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看點

對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交流的限制加強：3月，在另一名中國演講者因論文標題 「不正確」而被
警察到家中造訪並受到審訊後，一些中國學者退出由亞洲研究協會主辦的年度國際會議其中一個
議程的線上發表。 值得關注：對學術自由的損害；中國學者因繼續與國際學者進行非政治性交流
而受到的進一步恐嚇和騷擾。

香港當局針對群眾募資和其他替代融資的打壓：在香港警方於5月10日至11日逮捕了五位為抗議
者設立的眾籌基金的前受託人們後，立法者也在尋找方法來監管群眾募資，以禁止居民向據稱 「
危害國家安全 」的活動捐款，或向流亡維權人士的群眾募資平台捐款。值得關注：由北京控制的
立法會對此類法規的橡皮圖章式批准，以及可能的進一步逮捕。

外國電影公司試圖游走於中國的審查制度：美國電影公司最近對中國政府的審查要求採取了不同
的方法。索尼公司拒絕刪除新的《蜘蛛人》電影中展示自由女神像的場景，該片因此被阻止在
中國上映；同時，在新的《哈利波特》電影中，華納兄弟刪去了一個LGBT+的故事情節。值得關
注：電影公司如何應對中國當局的審查要求。

中國媒體快報: 2022年5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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