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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律师
本月图片

以7月9日以来被中国政府抓捕的
律师画像做成的明信片。画像由艺
术家巴丢草绘制，也出现在香港、
台湾、和其它地方的支持者要求释
放被捕律师的抗议标牌和新闻报道
中。图片來源：《中國維權律師關
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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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如何影响媒体自由 

特写

过去一个月来，中国过当局对维权律师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维权运动”进行了大规
模打压。根据最新统计，从7月9日至今，中国多省市250名以上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家庭成
员、和活跃人士遭到抓捕或传唤。目前至少20人仍然在押或下落不明。其中几人可能面临严重
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检控以及长刑。

可以理解，中国国内和外国评论大多集中在抓捕律师对法治的负面影响。但是对维权律师群体
的攻击以及攻击的方式对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也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官方媒体对抓捕维权律师的特写报道不出喉舌媒体的套路，与共产党迫害公民社会活跃人
士如出一辙。首先是所谓的“网络失踪”，几个被抓捕的律师的名字很快变成了“敏感词”。
这意味着现在去查找他们的名字，不是查不到，就是只能查到经过审查的链接。其次，7月14
日，审查官员指示所有网站在报道抓捕律师的时候必须使用官方通稿，不可转载“非标准”来
源的新闻。第三，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至少两位被抓律师被迫认罪的录像。这是习近平上
台以来重新启用的毛泽东时代惯用的做法。

这次抓捕的另外三个方面显示共产党压制和操控信息升级，令人忧虑。

1. 在官方媒体上进行更大力度的抹黑：如同在其它威权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中国，公民社会
活跃人士在被捕后，官方常常会在国家媒体上对他们进行抹黑和歪曲。但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
这次攻击维权运动的力度超乎寻常。这次发表的文章一是数量更多、更频繁，不仅包括报道，
还包括匿名社论和装模作样的“专家意见”文章。 攻击律师时所用的语言更加极端，包括诸
如“重大犯罪团伙”、“勾连,”  “黑幕,” 以及 “不可告人”。

官方报道还使用剪裁过的录像、看似专业的信息图表、以及卡通来污蔑被抓捕的律师。这种全
方位出动媒体进行妖魔化的做法非常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做法，与更近一些的全民打
压运动、如1999年取缔法轮功时的做法也十分类似。这也许并不是偶然的类似，许多被拘禁的
律师都曾经代理过法轮功当事人。

2. 首批微信逮捕：中国维权律师非常喜欢使用腾讯社交平台微信以及类似的社交平台，包括腾
讯的另一个社交服务平台QQ群以及由俄罗斯企业家开发的社交平台“电报”。这些工具使得
一个封闭的朋友圈可以快速分享信息，与诸如新浪微博这种更加公众化的平台相比，受到的审
查相对宽松一些。这些工具使得维权律师可以与需要辩护人的受害者相互取得联系、在敏感案
件上分享建议、为遭受官方骚扰的普通公民以及律师同仁进行呼吁等。

尽管官方抓捕律师的凭据仍然不清楚，但是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共产党报纸和电视的报道
在描述维权律师如何在微信以及类似平台上进行协调时，使用了兴师问罪的口气。如果社交
媒体的活动构成未来定罪的依据，这将会成为个人因为在微信上分享政治或社会内容而被监禁
的首批案例。另一方面，在抓捕维权律师的最初几天，“电报”遭受了一次重大的阻断服务攻
击，其亚太服务遭遇障碍，后在中国遭到封锁。“电报”的“秘密聊天”功能使得用户可以交
换加密信息。

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 
莎拉∙库克

本文2015年8月11日也在
《外交家》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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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对互联网倡导活动本身的攻击：在中国，因网上言论而获罪并非新事，但是对使用互联
网进行社会倡导活动进行这样的大规模污名化还是例外。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指控之一是他们使
用社交媒体和其它网络工具挑战官方对事件的报道，分享小型抗议的图片，引起更大范围的关
注，向公众募捐，或为他们的当事人动员公众支持，以便获得司法同情。

考虑到共产党对司法的政治影响，律师们要为他们的当事人获得更多保护、有时是获得自由，
必须使用这样的策略。事实上，这次被抓捕的律师与活跃人士中有好几位过去几年里都曾在许
多网络声援中起了关键作用，获得了国内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就权利问题引发了公共辩论，
议题包括性骚扰、宗教自由、警察施暴等。在有些情况下还赢得了政府的让步。

习近平上台以来关闭了公民社会原有的狭窄空间，在线上和线下都更强势地贯彻党的表述和官
媒话语，维权运动打压升级则是这个更广泛的做法的一部分。

抓捕维权律师的影响与后果远远不止于法律界。对活跃人士的微信言论进行可能的检控会对成
千上万的中国用户当中造成寒蝉效应。同时，大量从这些被打压的维权律师那里获得帮助的公
民将发现，维持他们的自由表达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有胜任的律师勇敢地站出来取
代那些被抓律师的位置（考虑到这个运动以往表现出的韧性这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他
们在如何为当事人辩护、如何为他们的释放或免受一面倒司法系统的虐待而发动声援时，会面
临新的限制。

镇压维权律师对媒体自由来说、对中国公民发布和获得信息的能力来说也是一次倒退，而这样
的能力对他们的良好状态和生活决定、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的长期活力都具有关键意义。

•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25/2015：至少255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人权捍卫者被拘押/逮捕/秘密
关押/传唤/暂时限制自由 http://www.chrlawyers.hk/en/content/2000-25-july-2015-least-
255-lawyers-law-firm-staffhuman-right-activists-have-been-detained

•  非常道博客 7/11/2015： 新浪微博开始审查王宇律师和李和平律师的名字http://blog.fe-
ichangdao.com/2015/07/sina-weibo-begins-censoring-names-of.html

•  《中国数字时代》7/14/2015：真理部：拘押“滋事”律师http://chinadigitaltimes.
net/2015/07/minitrue-detention-of-trouble-making-lawyers/

•  The National 7/19/2015: 被拘押维权律师“认罪” http://www.thenational.ae/world/
east-asia/detained-china-human-rights-lawyer-confesses

•  新华网 7/12/2015：《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 【中文】http://politics.people.com.
cn/n/2015/0712/c1001-27290030.html

•  TechCrunch 7/13/2015: 电报遭受阻断服务攻击，被批评给中国维权律师提供平台 http://
techcrunch.com/2015/07/13/did-china-take-down-messaging-app-telegram/

•  非常道博客 7/28/2015： 百度审查助推中国政府抹黑‘维权律师’王宇的文章 http://blog.
feichangdao.com/2015/07/baidu-censorship-promotes-government.html

•  《法治日报》 7/13/2015：《一图读懂‘维权’圈》 【中文】http://www.legaldaily.com.
cn/zt/content/2015-07/13/content_6168094.htm?node=73108

•  新华网 7/12/2015：中国抓捕有偿抗议组织者，包括律师和互联网名人【卡通】 https://twit-
ter.com/XHNews/status/620202861847183360/photo/1

•  China Change 7/27/2015：《对王宇律师的污名化以及媒体作为一种暴力形式》http://
chinachange.org/2015/07/27/the-vilification-of-lawyer-wang-yu-and-violence-by-oth-
er-means/

详细链接

中国媒体快报: 2015年8月

2



www.freedomhouse.org

纸媒/广播 
官方媒体催大股市泡沫，网民幽默回应股市暴跌

中国股市6月12日开始暴跌，失去了相当于大约3.5万亿美元的价值。对中国股市泡沫破裂的回
溯分析指出官方媒体在鼓吹股市中起的作用，而公众则通过官方媒体的话语和口气判断领导人
的意图。共产党喉舌媒体在过去一年里发表多篇社论和文章，预测一个牛市，鼓动人们相信政
府会确保这样一个牛市结果。

除了使用政府财政干预措施进行损害控制外，7月初，《人民日报》、《新京报》以及其它官
方媒体都发表文章，敦促“理性与冷静”，并宣称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然后，7月23日，管制
机构指示媒体“大幅减少关于股市的报道”，不再组织专家访谈以及深度解读，避免使用“暴
涨”“暴跌”等词语，严格以监管部门正式发布的信息为依据等。

尽管股市暴跌只对一小部分人口造成直接影响，对中国经济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它却可能具
有非常严重的政治影响。观察者们指出股市下跌对共产党合法性以及对习近平主席本人的损
害。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员是出于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不是良好的经济理由，采取强势
干预措施，以制止股市进一步下滑。一些分析人士，如博客作者温云超，认为政权的不安全感
与股市下跌，催化了七月对维权律师的抓博（见上）。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新浪微博似乎未对两类网民反应进行审查和删除：对证监会主席肖
钢的愤怒评论（他也许会成为这次股灾的替罪羊），以及与股市相关的黑色幽默。股市下跌后
第三个星期里，网上传得很广的一个段子说，“上个月，我吃什么狗吃什么。上星期狗吃什么
我吃什么。这个星期我把狗吃了。”

•  《经济学人》7/11/2015：中国拥抱市场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
ers/21657395-panicked-response-tumbling-stocks-casts-doubt-pace-reform-china-em-
braces#15Fb25v1SycxTgqu.99

•  CNN 7/8/2015: 中国媒体和冒险交易如何催生了股市暴跌http://money.cnn.
com/2015/07/07/investing/china-stock-market-crash/index.html?iid=EL

•  《新京报》7/9/2015： 股市如何应对全球市场飓风【中文】http://epaper.bjnews.com.cn/
html/2015-07/09/content_586404.htm?div=-1

•  《人民日报》7/9/2015：关于当前股市的六个基本判断 【中文】 http://rmrbapi.people.
cn/share/index.php?itemid=7_23485&tagid=7&devicetype=2

•  《中国数字时代》 7/9/2015： 真理部：股市报道规定http://chinadigitaltimes.
net/2015/07/minitrue-rules-on-stock-market-reporting/

•  《外交政策》 9/9/2015： 中国股票投资人痛恨的人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7/09/
china-stock-regulator-csrc-xiao-gang-internet-hate/

•  《洛杉矶时报》 7/14/2015： 中国如何对股市暴跌做出反应？审查、忽悠、禁卖股票 http://
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stocks-20150713-story.html

详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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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Daily 8/5/2015: Summer meeting will set five-year plan goals 
•   Xinhua 8/4/2015: Vice President Li Yuanchao and other officials attended event on [August] 3rd 

in Beidaihe [Chinese] 
•   Xinhua 8/5/2015: Liu Yunshan visited Beidaihe summer vacation experts, Zhao Leji attended  
•   Economic and Nation Weekly (via WeChat) 8/5/2015: No need to wait, the Baidaihe meeting is 

off [Chinese] 
•   Global Times 8/6/2015: Beidaihe meeting reportedly canceled 
•   Economist 8/8/2015: Beidaihe summit: Silent waves
•   Japan Times 8/10/2015: China Communist Party paper article criticizes retired leaders for  

clinging to power

PRINT/BROADCAST
Coverage of secretive leadership conclave hints at party infighting

Conflicting state media reports have fueled confusion about whether an annual conclave of 
current and past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raditionally held at the Baidaihe resort town  
outside Beijing,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Coverage appeared to progress as usual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5, when the China Daily report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be 
high on the agenda for the “upcoming” meeting. Later in the day, Xinhua reported that Vice 
President Li Yuanchao was visiting Baidaihe, while another piece stated tha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Liu Yunshan had been dispatched to the town as well. But that 
evening, the Xinhua-owned magazine Economy and Nation Weekly dropped a bombshell with 
an article titled “No need to wait, the Baidaihe meeting is off.”  The piece was circulated on 
WeChat, noted in the nationalistic state-owned newspaper Global Times, and then  
posted on the English-language Twitter fee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People’s 
Daily.  Subsequent reporting indicated an absence of high-level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a heavy 
security presence in Baidaihe, meaning the summit was likely taking place in some form 
and may even have opened earlier than usual this year. According to local and foreign news 
reports, the agenda included the economy, next steps for 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high-level personnel decisions. The contradictory state media reports on a gathering of this 
importance may reflect infighting within the top echelons of the party, especially between Xi 
and elders like Jiang Zemin. This perception was strengthened by an August 10 People’s Daily 
commentary arguing that retired party cadres should stay out of politics. Intraparty clashes 
have spilled into the state media in the past. In April 2012, for example, the purge of powerful 
Politburo member Bo Xilai led to conflicting commentaries and subsequent efforts to reinforce 
party discipline (see CMB Issue No. 53).

DETAILS

•   Economist 7/11/2015: China embraces the markets
•   CNN 7/8/2015: How China’s media and risky trading fueled stock market crash 
•   Beijing News 7/9/2015: How does China respond to the global market whirlwind [Chinese] 
•   People’s Daily 7/9/2015: Six basic points about the current stock market [Chinese] 
•   China Digital Times 7/9/2015: Minitrue: Rules on stock market reporting 
•   Foreign Policy 7/9/2015: Meet the man Chinese stock investors love to hate 
•   Los Angeles Times 7/14/2015: China’s response to a stock market plunge? Censor, spin, 

restrict selling

DETAILS

CHINA MEDIA BULLETIN: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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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广播 
对中国领导人北戴河秘密会议的报道暗示党内斗争

中国共产党往届和现任领导人传统上每年夏天在离北京不远的北戴河海滨胜地举行会议，但是
今天官方媒体互相矛盾的报道使得人们对北戴河会议今年是否举行产生了混乱的说法。直至8
月5日早上，对北戴河会议的报道一切如常，《中国日报》报道说，经济发展会是“即将”召
开的北戴河会议的首要议题之一。同一天晚些时候，新华社报道说，李源潮副主席正在访问北
戴河，另一篇报道说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已经去了北戴河。但是当天晚上， 新华社旗下的杂志
《财经国家周刊》则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文章，题目是《别等了，北戴河无会》。这篇文章在微
信上广泛传播，以民族主义情绪著名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之后共产党
喉舌报纸《人民日报》的英文推特账户也贴了这篇文章。

接下来的报道显示北京高层领导人的缺席以及北戴河的高度警卫状态，这意味着北戴河高峰会
议可能还是以某种形式开了，甚至有可能比往年开得早些。根据中国国内以及国际媒体的报
道，议程包括经济、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下一步、以及高层人事决策。

官方媒体对如此重要的会议出现矛盾报道，也许是党内最高层内斗、特别是习近平与江泽民等
老人之间内斗的一个反映。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退休官员应该退出政治，
更加强化了这一印象。过去曾经有过党内斗争反映在官方不同媒体上的先例。比如说，2012年
4月，对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清洗导致相互矛盾的评论以及随之而来加强党纪的努力（见《中
国媒体快报》第53号）。

•  《中国日报》8/5/2015： 夏天会议将制订五年计划目标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
business/2015-08/05/content_21502332.htm

•  新华社8/4/2015：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高官3日在北戴河出席活动【中文】http://news.chi-
na.com/domestic/945/20150804/20130876.html 

•  新华社8/5/2015：刘云山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赵乐际出席并主持座谈会【中文】http://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0736

•  《财经国家周刊》（微信）8/5/2015：别等了，北戴河无会【中文】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MTQ4MA==&mid=210167862&idx-
=1&sn=9d8432e884781f4bbe79c2e26aac6179&scene=4#wechat_redirect

•  《环球时报》8/6/2015：北戴河会议据说被取消  http://www.globaltimes.cn/con-
tent/935728.shtml

•  《经济学人》8/8/2015： 北戴河峰会：无声的波涛http://www.economist.com/
news/china/21660567-chinas-leaders-take-beach-ponder-unsettled-economy-si-
lent-waves#9Qsc5wosp7PJiA0G.99

•  《日本时报》8/10/2015： 中国共产党报纸批评退休领导人抓着权力不放  http://www.
japantimes.co.jp/news/2015/08/10/asia-pacific/politics-diplomacy-asia-pacific/chi-
na-communist-party-paper-article-criticizes-retired-leaders-for-clinging-to-power/#.
VchJv85Rfwy

详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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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拟议中的网络安全法旨在钳紧互联网控制

新媒体
公安人员将进驻主要互联网公司

全国人大7月6日公布了《网络安全法》草案，截止8月5日前，征求公众意见。拟议中的法律看
来要巩固新成立的国家网信办的协调作用，同时将中国当局已经在实施的互联网审查和监控措
施通过法律化、制度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说，该草案第53条和第57条要求互联网公司加
强审查，更加强化实名制登记，不然将会受到惩罚，包括上至50万人民币（约$80,400美元）
的罚款、关闭网站、或吊销执照。第50条允许当局在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下关闭互联网。这种做
法过去六年来在新疆、西藏以及其它一些出现公众抗议的地方已经实施过。不过，这项法律还
引进了新的措施，最引人注意的是要求公司将用户信息存储在中国境内；违反该法律的公司主
管会受到个人罚款。

中国境内的专家、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国际商界对此法律表示关注，尽管香港的一个研究者表
示，这项法律为民营互联网公司“制订了相对比较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机制”。习近平上台以
来，中国当局一直在试图关闭漏洞，在他们看来，这些漏洞允许网民分享未经审查的信息以及
来自美国的可能的监视。这个法律如果以目前的形式通过、并得到强力实施的话，互联网公司
将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来实施即时审查和删贴义务以及实名制登记规定。这个法律也会限制外国
公司提供某些网络设备，导致更多中国公民因为分享被中国共产党排斥的政治、社会、或宗教
内容而被拘禁关押。

8月4日，中国公安部宣布将开始在主要互联网公司设置“网安警务室”，派驻公安人员，以便
及时打击网络犯罪。公安部指出的网络威胁包括黑客攻击、互联网诈骗、黄色内容、以及个人
资料偷窃等，但也提到了网络谣言 – 这种说法常常宽指任何非官方的信息。人们担心网警的进
驻将会被用来确定和惩罚政治与宗教异见者。公安部没有具体指出会向哪些公司派驻网警，但
可能会包括行业之首如新浪、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一家网络安全咨询公司的创立人张百
川告诉《金融时报》说，尽管大型部署对政府来说可能有后勤上的困难，但在一个月内向几个

•  全国人大 7/6/2015： 网络安全法（草案）【中文】[http://www.npc.gov.cn/npc/xinw-
en/lfgz/flca/2015-07/06/content_1940614.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英文翻译请见 http://chinalawtranslate.com/cybersecurity-
draft/?lang=en

•  财新 7/30/2015： 拟议中的法律赋予政府对互联网太大的控制http://english.caixin.
com/2015-07-30/100834587.html

•  路透社 7/8/2015：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会造成进一步审查，商界不满 http://www.reuters.
com/article/2015/07/08/us-china-cybersecurity-idUSKCN0PI09020150708

•  《外交家》7/16/2015： 中国拟将互联网控制法律化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chi-
na-to-codify-internet-control-measures/

•  《外交政策》7/10/2015： 中国新互联网安全法将具有‘寒蝉效应’ http://foreignpolicy.
com/2015/07/10/china-new-cybersecurity-law-internet-security/

详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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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公司派驻公安人员是做得到的。2012年2月，报道说共产党在新浪、搜狐、腾讯和网易等
微博服务公司建立了党的代表机构（《中国媒体快报》第47号）。

•  公安部 8/4/2015：陈智敏在一个管理会议上强调互联网站和服务企业是安全工作重点
•  http://www.mps.gov.cn/n16/n1237/n1342/n803715/4621937.html
•  《计算机世界》 8/5/2015： 中国将向主要网络公司派驻互联网警察http://www.computer-

world.com/article/2956681/security/china-to-plant-internet-police-in-top-online-firms.
html

•  《金融时报》 8/5/2015： 中国将进一步钳紧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控制http://www.ft.com/
cms/s/0/d9637c2c-3b52-11e5-bbd1-b37bc06f590c.html#axzz3i8jwlloz

详细链接

中国之外
好莱坞、流行歌星、和热气球

中国共产党的信息控制和政治敏感常常影响到中国境外。以下是过去一个月报道的几件事，显
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和范围：

• 好莱坞修改电影《像素大战》：路透社7月24日报道说，根据泄露的索尼电影公司高管的电
子邮件，因为担心电影《像素大战》引起中国审查人员不满、从而影响这部电影进入快速增长
的中国电影市场，索尼公司删除了这部影片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被删除的包括这部影片中
中国长城成为外星人攻击目标的场景。过去几年来，许多好莱坞制片厂都出于同样目的对他们
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影片进行了修改（见《中国媒体快报》第87号）。在这一例中，全球其他地
方观众看到的版本也做了修改。索尼国际电影发行公司总裁Steven O’Dell在一个电子邮件中
解释了这一决定后面可能的逻辑：“我们得到的建议是改变所有版本，如果我们只改变中国版
本，媒体就会指责我们，博客作者们就会比较不同版本，看到我们只改变了在中国发行的版本
以取悦那里的市场。”

• 泰勒·斯威夫特与天安门：英国《卫报》7月22日报道说，与流行歌星泰勒·斯威夫特新专
辑《1989》相配套的商品在中国遇到了发行问题，因为专辑的名称正好也是共产党在北京武
力镇压民主抗议者的年份，斯威夫特的名字缩写则正好是1989年抗议现场天安门广场的字首缩
写。配合她即将在中国进行的专辑《1989》巡回演出，斯威夫特与网购公司合伙出售她的个人
品牌时装。到目前为止，她的专辑本身还可以买到。一些网民担心说，穿着斯威夫特品牌衣服
的中国人有可能面临逮捕，中央电视台在脸书上报道了斯威夫特品牌时装的登场，但是除去了
斯威夫特穿的T恤衫上“1989”的字样。

•‘大爆炸’理论又回来了：7月22日，很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美国电视节目“大爆炸理论”在搜
狐网站恢复播放，管制机构审阅并批准播放最新一季节目。2014年4月，这个节目和另外其它
几个节目被突然从搜狐和其它几个放录像网站清除，尽管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并且有法律协
议允许播出（《中国媒体快报》第105号）。这个节目恢复播出又为制作这个节目的美国广播
电视公司CBS重新打开了一个高盈利市场。

• 艾未未的英国签证：7月31日，英国报纸报道说，英国批准向异议艺术家艾未未签发六个月
的签证。艾未未计划前往英国监督他在伦敦的一个展览。这个决定是由英国内政大臣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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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个低级别官员只签发给艾未未20天的签证，理由是艾未未在他的签证申请中没有真实说
明他过去的犯罪记录。事实上，艾未未从未被判过任何罪行。2011年他曾被法外拘留，他的
工作室曾被迫支付一笔巨额税款，两者显然都是对他批评政府的惩罚。最初的签证决定在中国
和海外引发了对英国的批评，很可能导致了后来的改正以及书面致歉。中国当局四年前没收了
艾未未的护照，但在他出国旅行前一个月向他归还了护照，使得他可以成行（见《中国媒体快
报》第96号）。

• 藏人“雪山狮子”气球：最近几周里，一个100英尺高、飘扬着藏人雪山狮子旗、由两名英
国公民驾驶的热气球参加了欧洲的热气球活动。据报道，中国驻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大使馆
都曾经与活动举办方联系，试图禁止这个热气球参加。8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说，布里斯
托尔热气球节的组织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据说一封来自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政治处三秘的电子
邮件以中英关系为理由，要求组织者取消这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  路透社 7/24/2015： 为了取悦中国，索尼公司如何审查Adam Sandler 的新电影 http://
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film/?utm_source=twitter/

•  《卫报》 7/22/2015：泰勒·斯威夫特 1989系列服装有可能会引起天安门争议
•  http://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5/jul/22/taylor-swift-1989-china-clothing-line-

tiananmen-square 
•  Shanghaiist 7/24/2015：泰勒·斯威夫特将在中国发起专门的服装系列【更新】http://

shanghaiist.com/2015/07/22/taylor_swift.php
•  《财富》 7/30/2015： 中国审查者为什么无法制止‘大爆炸理论’的粉丝
•  http://fortune.com/2015/07/30/chinese-censorship-big-bang-theory/
•  《卫报》 7/31/2015： 内政大臣干预后艾未未被给予访问英国的延长签证http://www.

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5/jul/31/ai-weiwei-visa-britain-theresa-may
•  《卫报》 8/4/2015：偷偷摸摸的中国官员试图禁止热气球节的西藏气球 http://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5/aug/04/shadowy-chinese-officials-try-to-ground-festi-
vals-tibet-balloon?CMP=share_btn_tw

详细链接

未来看点
•  维权律师打压：看哪些律师（如果有任何一人的话）会被定罪和判刑，因哪些行动被判刑，受到的指

控是什么，微信言论是否会用作将律师或活跃人士定罪的证据。

•  互联网安全法： 观察这个新法律的通过，是否会对其做任何修改以接近于有关隐私和自由表达的国际
标准。如果通过的话，注意审查是否更加严厉，对实名制的实施是否更加严格。

•  美中人权对话：一年一度的美中人权于8月13日召开，观察者应该注意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公开了什
么样的讨论内容，包括这个有待通过、很有问题的立法草案。同时也注意美国官员是否公开评论不久
前开始的对人权律师的抓捕。这次抓捕发生在六月底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后不久。注意中国是否会因
为习近平九月访美而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如释放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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