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一群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时值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被任命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
中国领导人。抗议者展示了这一形象的大型横幅，描绘了习近平只穿着内衣和王冠，怀
里抱着台湾的像，以及血淋淋的乌克兰和香港；然而，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穿着精美的
衣服，"代表14亿中国人民"。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袭击了抗议者，据说将一名男子拖到领
事馆的领地上并殴打他。一位发言人后来试图为这次袭击辩解，说抗议者 "在正门挂了一幅侮辱性的中国总统画像"。

图片来源：Kris Cheng,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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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其在新疆的侵权行为还能回避责任多久？
本期分析

中国政府在10月6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赢得了一场重要胜利，利用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
影响力，否决了一项要求对新疆人权状况进行辩论的动议。该动议以两票之差失败，并
且确保了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虽然这一结果确保了理事会无法审查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的一份措辞严厉的
报告，但它几乎无法压制关于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信息
的广泛传播。
 
为了进一步掩盖其在新疆犯下的暴行的责任，中国共产党（CCP）一直积极努力地重
塑自身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形象。自由之家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
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BGMI）》，评估了中国政府在30个不同国家进行的这
种尝试。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正在部署相当多的资源来反击对它的批评，以及提升其在
海外的形象，并在一些地区获得了接纳。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适得其
反，或是遇到了当地记者、倡议者和政府的明显抵制。这让人们对中共战略的持久性产
生了怀疑。
 
以一连串的方式来传播受青睐的叙事
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媒体对其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包括藉由中国官方媒体和其外
交官的社交媒体账户等传统渠道散播政治性宣传；但它也采取了更为隐密和具有胁迫性
的策略，例如通过更具备公信力的当地媒体对其政治宣传进行洗白。
  
有关新疆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媒体
进行影响力宣传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国家制作的大量有关维吾尔族的资讯正通过内容
共享或合作协议在印尼发布。例如，印尼国家通讯社Antara与中国的新华社有内容共享
协议，且其内容经常被其他媒体转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还资助或组织全国主流媒体、
穆斯林媒体的记者，以及当地伊斯兰团体的成员，前往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有酬采
访，其中一些人回国后重复中共的官方叙事。由于这些叙事是经由印尼记者或伊斯兰学
者讲述，此种说法可能更容易引起当地观众的共鸣。
 
在另一个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马来西亚，中国官方也同样使用了有针对性的影
响策略来塑造关于新疆的报道。当地受人欢迎的英文报纸，《星报》，转载了新华社和
中国日报的内容，并采取了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政策的编辑方针；该报的最大股东是马
来西亚华人协会，该协会已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在过去几年中，一些
马来西亚记者参加了由中国当局组织的新疆之行，并在回国后写了一些有关中国政府官
方穆斯林政策的正面文章。
  
在加纳、塞内加尔和突尼斯，中国大使馆自2019年起为当地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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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该政权的全球媒体影响力的新报告表明，面对民主反击，
中国政府仍然有其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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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疆局势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其中，加纳和塞内加尔的一些媒体不加批判地转载
了这些信息。
  
在肯尼亚和南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雇用在中国的非洲记者用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制作新
疆 "日记"和 "日志"，然后在非洲东部和南部传播，粉饰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的报告
还发现，来自英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博客被金钱收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利用
来帮助宣传中共在新疆的信息。
  
2021年3月在法国，中国环球电视网（一家中国官方的广播公司）发表了一篇由名叫 
Laurène Beaumond的法国记者撰写的文章，声称他住在中国并多次访问新疆。这篇
文章对中共在该地区的镇压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媒体记者们后来发现，这篇文章实际
上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前法国主持人用假名写的，并且这名字在此之后再也没有
被使用过。在这个例子中，中国政府所做的尝试，因为触发了媒体对其可疑真实性的讨
论，而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
  
中国共产党相关人员为操纵全球关于新疆的舆论而采取的更多胁迫性策略包括：通过网
络欺凌或拉拢来压制批评意见，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协调一致的非真实帖子，以淹没
批评者或制造虚假的支持。在澳大利亚，研究人员Vicky Xiuzhong Xu在发表了一份关于
维吾尔人在新疆进行强迫劳动的报告后，遭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网民们的网络欺凌。
  
公民社会及独立媒体带头抵抗
正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BGMI报告发现，
虽然一些政治领导人愿意迎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但独立的新闻机构和公民社会在反击
中国政府的媒体操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其在新疆对人权的侵犯。这种非政府
的抵抗可以反过来帮助建立公众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们要求中国为其迫害行为负责。
  
举例来说，尽管塞内加尔政府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但该国人口中九成五的居民是穆斯
林，当地媒体也报道了公众对维吾尔人的声援；在肯尼亚，独立媒体委员会公开指责公
共的广播公司，肯尼亚广播公司，转载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宣传。而近期在加纳，想直
接扩散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专员报告回应的意图，并未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支持。
  
印度尼西亚媒体批判性地报道了维吾尔族问题，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前也发生了几次
抗议活动。马来西亚的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中国大使在2019年开展的政治宣传作出
了愤怒的回应；这名大使撰写了几篇专栏文章，声讨有关新疆权利侵犯的「西方报告」
。一个穆斯林公民团体在本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前致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外交
部，呼吁他们支持辩论的动议。
  
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最终，有7个在BGMI的报告中被检验的国家，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投了弃权票或者支
持中國。其中五个国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塞内加尔──被
评估“容易受到”中共的媒体影响。剩下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印度，都被自由之家评为 
“有韧性的”，尽管它们的政府选择了弃权。 
 
虽然中国政府这次在联合国取得了成功，但来自全球、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位于新疆的穆
斯林的基本权利的支持正在增长──这点从联合国专家的声明，以及索马里、洪都拉
斯、巴拉圭、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投下的 "赞成" 票就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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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反对”或弃权票的国家的记者及倡议者们则应继续回击中共对媒体的影响力，并鼓
励其政府在国内外捍卫自由和人权。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的压力操作可以
被强大的民主社会所阻挡。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第一次投票，但它不需要成
为最后一次。

新闻报道
历史性的中共二十大的特点: 宣传、审查、恐吓

•	 围绕党的中共二十大宣传：中共党代会于10月16日开幕，大会前的宣传重点是突出习
近平执政以来的 "成就"，强调习近平是党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
表了一份以 "习近平为核心" 的中共 "成就" 记录，其中包括扶贫和举办2022年北京冬
奥会；它将这些描述为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形成 "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的例
子。该出版物还肯定地将习近平视为中国对COVID-19的灾难性初步反应的中心──
尽管他正在采取的措施导致整个城市被长期封锁──并称 "习近平坚定沉着、勇毅担
当、科学应对" 武汉的疫情。2022年9月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在过去十年中，在习
近平的领导下，新闻媒体稿件内容变得更加意识先行，党涉入的迹象也越发明显；研
究发现，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官员们努力显示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并向在线媒体发
出信号，这种奉承的内容应该被转载。研究人员还质疑这是否会给党带来弊端，首先
是通过训练读者识别宣传品，同时有效地扣留了表明公众对习近平政策不满的信息，
使其不被中共领导层发现。 

•	 在国会召开之前加强了网上审查。 根据审查制度监测平台GFW的报告，从10月3日开
始，审查人员加强了对规避工具的阻挠，精通技术的用户利用这些工具访问被封锁的
网站，主要影响基于传输层安全（TLS）的程序。据报道，这是迄今为止对基于TLS的
工具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封锁。审查人员还封锁了微博、豆瓣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搜
索词，包括 "改选"、俚语和一个日本动漫网站。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对习近
平名字的搜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受到严格控制。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在网上
提到习近平时，有35467个不同的短语被屏蔽。 

•	 警方威胁活动人士，在大会召开前注意异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全国各地的上访
者（对地方政府提出申诉的个人）和其他活动人士受到警方的威胁，警方警告他们远
离北京，不要发表言论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一位上访者说，警察警告说，如果他们
去北京，当局会把他们拘留在COVID-19隔离中心。在10月13日北京的一座桥上发生
抗议活动后（见专题推送），当局部署了 "看桥员" 在全市的桥梁上巡逻，以确保不再
有抗议活动发生。9月28日，公安部发表声明，称其在6月底至9月的 "百日行动" 中逮
捕了140万 "犯罪嫌疑人"，以便为党代会 "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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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公司扩大审查范围，实现审查自动化：来自用户和公司本身的报告强调了中国
社交媒体平台为支持中共的信息控制体系所采取的措施。7月，一位网民指出，国内
的云存储应用，如WPS Office，一个流行的中国谷歌硬盘的替代品，可以任意限制
访问或删除用户的私人文件，以遵守现有的中国互联网法规，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8月下旬，微博推出了一项试验性功能，将用户在媒体和政府账户上发表的评论
显示在他们的个人资料页面上，这可能导致自我审查的增加。9月初，当知乎平台开
始测试隐藏盲水印功能时，问答网站的用户表示震惊。豆瓣在2021年12月推出了一
个类似的功能，在图片上创建一个盲水印，可以用来确定截图的来源。(分享截图图
片是规避在线审查的一种流行策略）。9月下旬，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在国家互联网监
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严格的政府规则有助于 "净化"
互联网，微博将积极推广政府相关账户的内容，以 "更好地" 引导在线讨论。 

•	 来自新疆和西藏等封城地区的帖子被限制：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严厉的COVID-19封城
引发新疆和西藏的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在网上发表他们的不满 
情绪，并导致审查和一些人被捕。根据《中国数字时代》公布的一份被泄露的指令，
审查人员在9月初被命令在微博上进行 "大量洗版" 工作，目的是用日常生活和烹饪的
帖子以及其他无害的材料淹没有关新疆封锁的帖子。新疆警方还拘留了四名被指控  
"散布谣言" 的网民，以及600多名抗议者。一周后，拉萨的网民开始恳求社会媒体用 
户 "关注" 严酷的封城措施和糟糕的医疗服务，因为那里出现了一波COVID-19病例。
微博的回应是取消了关于西藏的标签的优先级，并将新疆的食物和风景设定为热门 
话题。 

•	 社交媒体上新的敏感话题被压制: 自7月以来，中国互联网审查人员封锁了以前可以容
忍的新型内容。例如，两名民族主义评论员的社交媒体账户在8月被禁止。在微博、
微信、Bilibili和豆瓣上拥有4400万粉丝的司马南于8月23日被冻结，而另一位知名的
民族主义媒体人孔庆东也在同一时间被禁言。这些事态发展促使人们注意到，审查人
员正在打击当局以前鼓励的那种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自从党宣布在2020年底消除
绝对贫困方面取得胜利以来，当局有时也对中国的贫困描述进行反击。最近几个月，
审查人员从电影院和串流媒体网站上删除了“隐入尘烟”，这部低成本电影因其对中
国贫困的真实描述而广受好评。它的名字在微博上也被禁止。受欢迎的健康信息共享
平台 "丁香园" 因质疑传统中医药及其在防治COVID-19方面的应用而被暂停。中国审
查人员还继续针对西方新闻来源，这是更常见的内容限制目标。微信关闭了彭博社
的微信“Daybreak”公众号，该账户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发布全球市场的最新信
息。据称是因收到 "投诉" 该账户违反了中国法规。审查人员还封锁了美国大使馆关于
8月31日发布联合国关于新疆人权侵犯的报告的微博和微信帖子。

审查制度的更新: 科技公司扩大审查能力，新疆和西藏愁云惨雾的封城消息
被噤声，新的话题在网上被压制

中国媒体快报: 2022年10月

4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7/18/a-chinese-office-platform-confirms-that-users-files-on-its-cloud-server-are-subject-to-censorship/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1043/weibo-comments-on-certain-posts-to-be-visible-on-user-profiles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9/07/chinese-social-media-platforms-add-hidden-digital-watermarks-to-track-screenshot-sharing/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93605/weibo-chairman-backs-chinese-censors-crackdown-and-promises
https://apnews.com/article/covid-health-shanghai-government-and-politics-e40fb7fdd74f395571b7604fa6ee5d3e
https://apnews.com/article/covid-health-shanghai-government-and-politics-e40fb7fdd74f395571b7604fa6ee5d3e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09/minitrue-flood-weibo-comments-on-xinjiang-prefectures-lockdow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9/15/xinjiang-residents-complain-of-hunger-after-40-day-covid-lockdown
https://www.whatsonweibo.com/residents-in-locked-down-lhasa-say-local-epidemic-situation-is-a-giant-mes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89923/nationalistic-blogger-sima-nan-banned-chinese-social-media
https://twitter.com/lizalinwsj/status/1560878098815791106?s=20&t=6S5PIqUqH2Ce3-vAP5en6g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ese-fans-of-popular-movie-return-to-dust-wonder-what-happened-to-it-11664721604
https://restofworld.org/2022/china-health-platform-censored/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wechat-shuts-bloomberg-s-financial-news-account-over-regulation-violation-122070800640_1.html
https://twitter.com/usambchina/status/1567379094991523844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表达案件: 律师被秘密审判；微信和分裂主义案件；关于拘留期间死亡
和酷刑案件的报道

•	 常玮平案的闭门审判：7月26日，陕西省对人权律师常玮平的“颠覆国家政权”案进
行了闭门审判，但没有作出判决。安全部队以COVID-19限制为借口，阻止他的妻
子陈紫娟博士参加审判。常律师最初于2020年10月因为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影
片、详细描述自己于2020年1月被警察酷刑对待而被拘留，据报道，他在2020年10
月至2021年4月期间再次遭到酷刑。在另一起案件中，维权人士徐秦的家人于6月底
指出，她在江苏省拘留所等待审判时已经“瘫痪”了。徐于2018年2月被拘留，罪名
是“寻衅滋事罪”，这是一项针对维权人士普遍的指控，她开始绝食以抗议对她的 
拘留。 

• 藏人因未注册的微信群而被捕：7月25日，中国官员在四川省甘孜州逮捕了一名藏族
男子，原因是他建立了一个 "非法" 的微信群来纪念西藏的宗教领袖。据报道，这个名
为“80岁生日快乐”的小组有大约100名成员。 

• 台湾维权人士在中国被隔离监禁：8月4日，浙江警方以涉嫌 "分裂主义" 和 "危害国家
安全" 为由拘留了台湾民运人士杨智渊，并将其置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一种强
迫失踪的形式。他被指控在香港2019年的抗议运动中支持台湾建国和 "香港分离主义
者"。杨的被捕发生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抵达台北的第二天。 

• 异见人士在羁押和审判中死亡的细节出现：8月21日，美国之音报道，异议人士、退
休教授孙文广在2021年8月中旬患病，据信已于去年9月去世，享年87岁。2018年，
在孙文广批评习近平的 "撒币式" 外交后，警方迫使他结束了对美国之音的现场采访。
孙随后失踪，据信在过去四年中一直被拘留，他的家人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而保
持沉默。另外，8月13日，中国权利监督网站 "维权网" 报道，异议作家孙大骆（原名
孙志明）于2021年12月被秘密审判，罪名是“寻衅滋事罪”。警方于2021年6月拘留
了孙，因为他在台湾、香港和中国散居地发表了关于毛泽东、习近平和其他政治话题
的文章。据报道，警方在拘留期间对他施以酷刑，并威胁他的律师和律师的家人。他
的判决细节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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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记者入狱，严厉的网络犯罪建议，Facebook网页被关闭，警察项目旨在
阻止对官员的批评

•	 记者入狱，另一人被捕，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则更加严重: 10月7日，香港法院判处网上
电台主持人Edmund- "Giggs" 尹耀昇32个月监禁，并处以487万港元（62万美元）的
罚款。尹耀昇承认一项煽动罪和三项洗钱罪，认罪协议减轻了他的刑责。煽动罪是因
为他节目中的政治内容，而洗钱罪是因为他呼吁捐款支持从香港逃往台湾的倡议者。
在对新闻自由的另一次打击中，香港记者协会（HKJA）的负责人陳朗昇于9月7日被
捕，几天后被指控在报道一个业主委员会会议时妨碍警察。香港记协是为数不多的仍
然对政府的侵权行为发表意见的团体之一。陳朗昇曾计划在9月底离开香港，到英国
开始研究工作，这让人怀疑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让他留在香港并受其限制性法
律管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采访了42名香港公
民社会成员，报告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
港国安法）下的两年对公民社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并将香港变成一个 "恐惧之城"。 

•	 立法建议将强制对网络犯罪进行重罚：6月，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底下的“电脑网络
罪行小组委员会”提出了新的网络犯罪罪行，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包括建议某些  
"情节严重的罪行" 最高应判处终身监禁。虽然该委员会在2019年初开始工作，但它
说，这些建议是因应2020年北京实施的国安法和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批评者
对一些建议表示关切，因它们将对什么构成刑事诉讼产生不确定性，以及禁止 "未经
授权的披露" 可能被用来对付收到泄露数据的记者或研究人员。其他关切包括允许香
港法院对被认为损害香港安全或其海外公职人员权威的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 

•	 煽动性逮捕后，香港Facebook	"Secrets"	系列专页被关闭：香港警方于8月9日逮捕
了两名公务员，罪名是煽动罪，因为他们经营着一个Facebook页面，公职人员可以
在上面分享关于政府部门的八卦或匿名不满。警方指控这两个人散布 "促进不同阶层
之间的恶意和敌意" 的信息。这个名为 "公务员 Secrets" 的网页在被捕前有24万名追
随者，被捕后其管理员将其关闭。其他几个“Secrets”网页，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医院管理局和其他团体的网页也在几天后关闭。 

•	 香港男子被依殖民时期的煽动法逮捕：9月19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在英国领事馆外悼
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香港男子，罪名是涉嫌 “煽动意图”。近年来，香港当
局将殖民时代的煽动法作为武器，一名地区法官在2022年9月的一个案件中确认，该
法律──从前针对试图 "挑起对女王陛下或其继承人或继任者" 或香港政府的蔑视或不
满──也可以被适用于中国当局。 

•	 香港警方推出追踪工具，监测民众对公部门的批评：8月15日，香港警方推出了一个
改头换面的公共关系部门，旨在识别和平息对港警的批评。其负责人表示，警队已与
一家未透露姓名的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在线数据收集工具，以监测社交媒体上
的公众意见，并检测对警察的 "诽谤" 何时被分享，警方也将驳斥这些诽谤。该官员
称，"假新闻" 和 "错误信息" 导致社会与警察的关系恶化；他将媒体和其他关于2019年
抗议运动期间警察暴力的报道描述为 "虚假"，并表示这种材料是为了伤害警察，只是
在引入港版国安法后才被遏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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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跨国镇压，TikTok的审查和监控，以及推动全球不真实宣传的策略

9月8日，自由之家发表了一份名为《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
量（BGMI）》的专题报告。除了以下说明外，也请阅读我们的报告，了解中国政府如
何试图影响世界各地的媒体，以及记者、律师、立法者和民间社会部门如何应对的新分
析。该报告还包括30个深入的国家案例研究，涉及中共影响信息格局的努力以及各国对
此的抵抗。 

•	 海外派出所、英国领事馆遇袭反映了中共的跨国镇压企图：根据 "保护卫士" 9月的一
份报告，中国警方在五大洲设有54个 "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证实了这种服务站的存在，他解释说，这些服务站的存在是为了向被指控在中国犯罪
的中国公民施压，让他们回国，因为 "双边条约非常繁琐，欧洲不愿意向中国引渡"。
其中一个位于纽约市的站与一个非营利组织有关，其使命是成为 "福建人的社交聚会
场所"。报告发布后，推特上开始了一场虚假的宣传活动，数百名假的新账户被以 "捍
卫者" 的名义注册，并在推特上发布支持中国警察的内容。中共的跨国镇压已经变得
越来越肆无忌惮。10月16日，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包括总领事，
参与了对领事馆外的香港抗议者的袭击，将一名男子拖入领事馆内，并在他被警察救
出之前对其进行殴打。 

•	 关于TikTok审查、监控的新报道：自7月以来，与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
有关的一些事态发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7月底，新西兰议会议长写信给立法者，告
诉他们不要使用TikTok，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以获取他们的数据。英国议会在8
月初开设账户后不久就关闭了账户，此前几位议员曾致函两院议长，提出了类似的数
据隐私问题。8月和9月，TikTok删除了法国新闻节目 "20分钟" 发布的关于美台关系的
视频，而一家追踪中国社交媒体趋势的荷兰网站What’s on Weibo表示，其TikTok
账户在发布了关于四川省COVID-19封城和山洪灾害的消息后被暂停。一名研究人员
还在8月底发现，该平台的iOS软件中的一个软件内浏览器可以追踪用户的击键记录，
包括在TikTok本身没有使用的时候。该公司表示，该功能是为了 "调试、排除故障和
性能监控"。 

•	 在海外推广虚假信息的新策略：新的研究暴露了中国党国相关人员在全球推广中共
官方叙事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的策略，包括推广虚假内容。8月4日，威胁情资公司
Mandiant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由一家上海营销公司运营的11种不同语言的72 
个虚假信息网站。这些内容攻击了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和香港的镇压行动的人， 
并宣传亲北京的言论。9月下旬，Meta公司宣布，它已经取缔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 
非真实网络，该网络传播有关美国中期选举和捷克共和国对中国和乌克兰外交政策 
的虚假信息。中国传媒研究计画检查了一部介绍香港COVID-19大流行病的亲中观点
的纪录片，发现该片的制片人谎称该片曾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并在布拉格一个不存
在的电影节上获得奖项。与该片有关的工作人员还制作了其他有关新疆和香港的亲政
府宣传片，并同样声称获得了虚假或误导性的外国奖项，显然是想为政府宣传赋予正
当性。另外，在亚马逊的Kindle平台上发布了一波低质量的宣传性电子书，宣传中国
对台湾的主张。这些书品质很差，或者抄袭他作；一位研究人员统计，至少有61本这
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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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发生在北京的抗议活动凸显对习近平政策的异议

不要核酸要吃饭。罢工罢课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10
月13日，一名北京男子在
一座城市桥梁上放下两条横
幅，高喊口号，并点火抗议
政府的COVID-19政策，要
求为中国人民提供自由和尊
严。在中共重要的党代会于
10月16日开幕前几天，“
四通桥勇士”的抗议活动是
一个国家在习近平不屈不挠
的“零容忍”政策下苦苦挣
扎数月的反抗行为，因为这
些政策的制定者即将被任命
新的任期。

示威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引起
了关注，受到了迅速的审
查，中国政府并且在整个首
都部署了警察和监控人员。
这并不是反对习近平贪污政
策的唯一公开行为。自由
之家即将开展的一个项目《中国异议监测》，记录了2022年6月至9月期间中国公民抗议
COVID-19限制的37个案例。其中包括吸引数百人上街的抗议活动，以及具有数十万帖
子的网上标签运动。

四通桥勇士的抗议活动也引起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声援。在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在10
月16日被警察抓走之前转发了照片和视频。他现在失踪了。据报道，河南的一名维权者
王威在表达对桥人的支持后也被拘留了。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包括美国、英国、
欧洲、香港和澳大利亚，中国学生和其他学生都挂上了他所用的标语，并对习近平进行
了类似的谴责。四通桥勇士的命运目前尚不清楚，他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报复。然而，他
的抗议活动及其分支表明，习近平并没有得到他公开声称的普遍支持。

挂在北京四通桥上的“四通桥勇士”横幅写道：（左）“不要核
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
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和（右）“罢工罢课罢
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图片来源: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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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111 John Street, Floor 8 
New York, NY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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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亮相，由习近平掌舵：中共二十大于10月22日结束，新的党的领导层在第
二天揭开面纱。习近平被授予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而关于今年早些时候负责上海灾难性封城的
上海党政领导李强将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的传言被证实是真的。他有可能在2023年被任命为总
理。党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包括将重点放在安全上而不是经济增长上，例如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和
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剑拔弩张；注意习近平的盟友获得监督该战略执行的高级职位的迹象。

香港课程中取消了民主：随着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新的限制和规则，10月更新的初中课程取消了
民主等 "核心价值"，增加了 "国家安全法的重要性" 和对中国宪法的理解。随着政府试图减少人权
知识，并将北京青睐的中国国家身份概念强加给年轻人，香港的公共课程会继续调整。

中国间谍机构渗入外国科技公司：9月13日，推特的前安全主管转为吹哨人，告诉美国参议院司法
委员会，联邦调查局（FBI）在2022年1月通知该公司，中国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有一名特工在
推特工作。虽然该公司否认了这一说法，但要注意中国国家特工试图成为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员
工的进一步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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