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1月17日举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中国队
对香港队的比赛中，球迷举牌表达抗议，
凸显自治的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政治紧张气
氛。球迷们手举写着“Boo”（嘘声）的
纸张沉默抗议，也是对香港足球协会今年
早些时候因球迷在一场比赛中嘘中国国歌
而受到罚款表示抗议。这张图片在新浪微
博上被转发了16,000次后遭到删除，尽管
留言大多数都是支持中国的。
图片來自：Weib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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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华裔加拿大女士因为其人权倡导活动和信仰而被
禁止进入中国参加世界小姐选美比赛，比赛组织者竟
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抗议。泰国当局无视一位逃离迫
害的中国政治漫画家的联合国难民身份，将其遣返回
中国。路透社的一个调查发现，14个国家的33个电
台在不引人注意地广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仅仅是这几件11月份发生或披露的例子就可以展示
中国政府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它的观点，压制对
中国的批评。

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国际媒体协助中心2013年的
一份研究翔实有据地描述了中国如何对美国丶欧洲丶
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媒体施加影响。不过，随着习近
平在国内钳紧意识形态控制，相关的内容限制和操
纵正在海外波及更多的机构和经济领域。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自
由之家《中国媒体快报》已经记录了发生在17个国
家和国际机构40多个这样的例子，显示中国的信息控制负面地影响到中国境外的言论自由。
这些例子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共的干预和影响延伸到了令人惊讶的媒体领域，包括流行
音乐丶热气球活动丶以及录像游戏。

北京一直在使用经济刺激丶恐吓手法丶甚至文化论辩来推动它的要求，但是令人不安的是，
外国机构的反应相当贫弱，在很多情况下陷於被动或同谋。

2014年，《读者文摘》按照中国的要求从它为国际市场编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中除去了一篇
提到中国宗教迫害和酷刑的小说。今年7月泄露出来的索尼影业公司高管的电子邮件显示，有
人建议他们删除电影《世界大对战》全球放映版中的一些场景，以避免遭遇中国审查。上个
月，着名艺术家和政治异见者艾未未报告说，乐高公司拒绝接受他为拟议中一个有关言论自
由的艺术作品做的特别大宗订单，因为乐高声称接受这样的订单相当於“积极介入”一个具
有“政治指向”的项目，而这是违反公司政策的。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仍在继续投资宣传，探索在外语媒体内容中暗施中共影响的新方式。过去这
个月里，有新闻报导说，中国公司将增加对英语电影的出资，来自巴西丶俄罗斯丶中国丶印度和南
非的传媒代表在北京举行的首届金砖五国媒体峰会上讨论了建立一个联合“信息网络”事宜。

这些活动的结果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遇许多中国人每天都会遭遇的伦理选择和现
实选择难题。与此同时，思想自由的中国人丶被迫害者丶以及民间领导者有被边缘化的危
险，有时他们甚至被禁止离境前往自由国家。

有些外国公司或机构没有料到丶或号称没有料到来自北京的政治或经济施压，但是考虑到中
共的一贯做法，这种情况令人很难体谅。的确，世界上有很多人找到了抵抗的决心和办法，

抵抗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影响
特写

莎拉∙库克

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
究分析员，《中国媒
体快报》负责人

本文也发表于《金融时
报》中文版2015年12月
9日。

这幅漫画把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描绘成一
个被禁的乐高人物。之前乐高公司拒绝
接受艾未未为他的下一个艺术品而做的
大宗订单。 来源：变态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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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民主价值，抵抗诱惑，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小姐林耶凡拒绝停止代表法轮功和其它人权问题的倡导活动，尽管她生活
在中国的父亲遭到了骚扰，她本人则失去了竞争世界小姐的机会。针对来自中国用户留下的
成千上万条批评（这些帖子很可能是中国当局安排人来贴的），台湾总统选举反对党候选人
蔡英文在她的脸书页上做了一个坚守原则的回复，欢迎他们来到这个被中国政府封锁的社交
网站，邀请他们体验一下台湾民主。在艾未未的情况，许多人对他的项目表达了支持，对乐
高的做法表示失望。艾未未在三个国家设立了乐高收集点，以便支持者可以为他的艺术项目
捐赠乐高。

从2013年至今，在美国和加拿大，至少有三所大学选择中断了与中国政府办的孔子学院的关
系。他们在和孔子学院的合作中遭遇了涉及就业歧视丶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丶以及限制学术自
由的问题。

其它机构则做出了更加系统性的回应。2014年6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敦促美国大学取消与孔
子学院的协议，除非大学对课程表以及用人获得更大的控制。2015年10月，美国12家主要出
版商签署了美国笔会中心的一个保证，监督和应对中国对外国作者的中文译本进行的审查，
坚守透明和自由表达等出版业标准。

新年即将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有许多不确定成分。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尽管中国政
府声称不干涉其它国家的事务，但是中国审查与宣传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

因此，国际社会成员，不管是个体、机构、政府、还是企业，必须决定是接受这个趋势呢还
是携手抵制，扭转这个现象。

纸媒/广播 
新的“新闻道德委员会”将党对媒体的控制制度化

11月5日，官方新华社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监督9月份由至少50家媒体签署的《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的执行情况。这个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建立的委员会通过警告、降职、解职、下令公开道歉、甚至列入媒体机构黑名单等方式，
对违约行为作出惩罚。从2013年中起，各省市级已经成立了新闻道德委员会，这个全国委员
会的成立符合同一个趋势。这个委员会由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组成，由当地党宣部门领导。
最新成立的一个省级新闻道德委员会是在11月30日在安徽省宣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表
面上的理由是制止越来越严重的不文明内容、假新闻、和有偿新闻。但是香港大学中国传媒
研究计划的班志远指出，仔细考察官方的用词后发现，加强记者的“政治服从”才是总体目
标。例如，《自律公约》第一条规定要“维护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不发表或传播损害党和
国家形象的言论。”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管制部门和党宣部门有系统地寻求重建党对社会话语的支配，不管是线
上还是线下。例如，新华社11月6日宣布，网络记者需要取得记者证才能直接进行采访和报
道，而不是简单转发传统媒体的报道。尽管594名记者获得了记者证，但他们全部来自党媒或
政府媒体网站，其他如新浪、搜狐等较受欢迎的商业网站的工作人员则被排除在外。这样的
区别对待，与对商业媒体转发的限制结合起来，符合自由之家2014年对新闻媒体微博发帖的
研究结果，即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新浪微博受到很大影响，已经明显从商
业性转变为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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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广播 
国家媒体和审查者推广和保护习近平的形象 

官方媒体、特别是中共喉舌，向来以报道最高领导人每天的活动为特征。但是在习近平的领
导下，这种现象又到达了一个新高度，对“习大大”个人化的报道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或者
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12月4日，中共旗舰报《人民日报》头版12个大标题中，11个以习近平
三字开头。第二版几乎完全是习近平与非洲数国领导人见面的照片。李克强直到第四版才被
提到。根据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负责人钱刚2014的一项研究，习近平名字的出现次数甚至超过
邓小平，在同等时间长度内，比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出现次数多两倍。官方媒体除外，还有一
本习近平语录、一个手机应用、和一个互动测验。对习近平既全面又推崇的报道也体现在商
业性报纸上，如《南方周末》。后者曾经因批评性较强的调查报道而知名。12月3日《南方周
末》头版刊登了一篇长达13,000字的特写，赞扬习近平进行的改革。

与此同时，审查者也在以同样的力度删除任何甚至非直接地负面涉及习近平的非官方照片或
评论。11月13日，湖北红安国际育才学校老师张爱嘉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她在微信上发帖
说，真正有知识的人不会背书名，吹嘘他读了多少书。尽管此帖没有提到习近平，但是张爱
嘉的上司受到警察以及当地教育局的施压而解雇了她，因为她的发言被解释为嘲笑习近平在
国外访问时喜欢展示他多么了解中国经典，又看过什么样的外国名著。12月6日的《南华早
报》报道了一个更直接的违纪事件，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的四名工作人员在错误地将在
南非举行的中非高峰会上“习近平致辞”排版成“习近平辞职”后，遭到停职。另外，官方
新华社登载了一张习近平、英国首相卡梅伦和阿根廷足球明星阿奎罗的即兴自拍，但是根据
香港大学实时追踪微博删贴情况的Weiboscope，这张照片成为新浪微博10月至11月两月期
间被删除最严重的照片之一。

新媒体 
禁止党员“妄议中央”，干部遭罚，网民幽默  

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其8千8百万党员发布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一长列关于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个人品德的规定中，有一条引发了特别大的争议：第46条禁止“
妄议中央”。Wendy Zhou 在她的分析中指出，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中所指的“妄议中央”过去
40年很少出现在党内禁令中，但过去一年浮现出来。人们开始把这些新规定与毛时代的党内清
洗和政治运动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又旋即遭到删除。一个在发帖后50分钟内就遭到删除的微
博帖子贴了一份报纸宣布这些纪律处分条例的照片，并辅以“文革之风悄然泛起，明目张胆一言
堂？”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包括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

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宣布以来，已有两名中共干部因发表被认为是批评中央的公开言论（
包括网上发言）而被开除。11月2日，地方党报《新疆日报》报道说，其总编辑赵新尉因发表
反对中央政府新疆政策的言论而被开除。11月11日，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道说，一所
大学的英语系副主任梁新生因在微博上发表“激进言论”而受到撤职处分。这些新的规定和
惩罚，加上最近在新疆和西藏查处干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显示中共在更多地使
用纪律检查委员会来清除内部异见，而不仅仅是腐败。

新的规定还引起了网民的嘲笑。其中一个网民指出，一则关于春节的帖子虽然并没有“妄议
中央”但也被删除了。其他人则指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因为“妄议中央”而受
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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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新媒体  
被监禁的记者获得释放，其他因政治言论受到惩罚的人

近期涉及记者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的情况表明，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压力有时会迫使中共放人，
但是并不表示在更大范围地缓和打压。

• 资深记者允许监外服刑：11月26日，北京高级法院为独立记者高瑜减刑两年，并准许她
在家或医院服刑。今年71岁的高瑜4月被判处7年徒刑，她被指控将中共的一个内部文件提
供给境外网站。她否认这个指控。她多次被拒绝取保就医，但是国内和国际要求在人道基
础上释放她的呼声也许迫使中国当局做出了让步。

• 活动人士因参加新闻自由抗议而获刑： 11月27日，广州一个法庭判处著名人权活动者杨
茂东（他更以笔名郭飞雄著称）6年徒刑。他的同道孙德胜以及刘远东分别被判处两年半
和3年。这三人因2013年初在《南方周末》外举行抗议、要求新闻自由而被判刑。郭飞雄
案有各种程序违法现象，包括法官在判决庭上突然给郭飞雄加上“寻衅滋事”的指控。在
网上传播的《判决庭上的最后答复》中，郭飞雄表达了对中国的民主未来的决心和乐观。
他曾因为维权活动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坐牢。

• 高智晟律师在批评朋友被判刑后失联：自由亚洲12月2日报道说，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
与外界失去联系。在此之前不久，高智晟撰文批评对郭飞雄的判刑（见上），并表示执行
人权迫害的中共官员未来将受到审判。当这封信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之时，高智晟被软禁在
位于陕西老家他已故母亲的窑洞中。在2006至2014年高智晟自己遭到法外监禁及牢狱之
前，他和郭飞雄曾经在数个维权案件中合作。

• 香港记者、书商面临中国大陆的报复： 11月5日，两名记者在深圳出庭，就“非法经
营”指控认罪。出版商王建民和编辑呙中校涉及在香港出版发行两种常常触及中国上层敏
感政治关系的杂志。尽管这两种杂志在中国大陆出售量很小，不足以构成法律上“非法经
营”所规定的最低数额，但法官同意将在香港的获利包括在本案，来便给指控找到理由。
此二人2014年5月被拘留；法庭还没有宣布他们的判决。 另一方面，10月下旬，涉及香港
一家出版商的4人在泰国失踪，据信现在在中国当局手里。至12月初为止，外界没有更多有
关他们的信息。

香港/中国之外
媒体购买与网络攻击

近年来，中共对香港和台湾媒体的间接影响力越来越大，两起可能的购买会令这个问题更加严
重。同时，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仍在继续，但是迹象显示，一些形式的威慑可能有一定效果。

• 大陆亿万富翁购买《南华早报》？ 近几个星期来，多个媒体报道了中国商人马云或者他
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将购买香港著名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股份。这家报纸的拥有
人、南华媒体集团行政总裁胡以晨在11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证实报纸正在与一家买主商
谈，引起了种种猜测。如果购买交易谈成的话，这将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大陆外购买
报纸的第一例，尽管阿里巴巴和马云本人已经在中国和香港购买了一系列媒体资产。《南
华早报》不久前更换了主编，不少主要编辑记者辞职，这个购买交易令人更加忧虑这家报
纸是否能够不受北京影响而保持编辑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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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报道证实阿里巴巴在12月11日购买了《南华早报》。】

• 与中国有关的美国电影制片人欲购买台湾电视网：《洛杉矶时报》11月21日报道说，在好
莱坞圈中有“中国先生”之称的美国电影制片人Dan Mintz 与美国公司卡莱尔集团达成协
议，个人购买台湾东森电视网61%的控制股份。东森电视在台湾和海外拥有20个频道和子
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私有中文电视网。Mintz 是中国电视和电影公司DMG娱乐公司美
国子公司的总裁。他在美中合制《钢铁侠3》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电影的中文版进行了改
动，以便取悦中国当局、加强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这个交易如果谈成，还需要得到台湾
政府管制部门的批准。后者已经表示，考虑到Mintz 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他们会密切考量
这个交易。

• 澳大利亚气象局电脑受到网络攻击，攻击者疑为中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2月2日报道说，
澳大利亚国家气象局的电脑系统遭到攻击，官方来源说，他们基本上确定这次“大规模”
攻击来自中国。气象局拥有一台超级电脑以及其它与国防部和其它政府部门连接的资源，
这使之成为一个高价值情报目标。澳大利亚官员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是这次攻击的幕后
指使者，中国外交部一名女发言人否认北京与此有关。

• 在遭到美国起诉后，中国网络间谍有所下降： 在美中网络安全会谈前夕，《华盛顿邮
报》11月30日援引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说，自从美国司法部2014年5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
官后，来自中国军方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有所下降。官员和私营领域分析人士报告说，整
体而言网络间谍侵入仍在继续，责任转移到诸如国家安全部这样的非军方情报机构。但
是，这个变化似乎表明，从执法方面采取的坚定措施有效地改变了中国方面的行为。

未来看点
• 假日期间审查更紧，对活动人士进行密集审判：可能为了将媒体注意力以及政治或外交批评降到最
低，中国当局专门喜欢在西方国家圣诞节/新年假期期间加强审查、审判著名活动人士。法庭在感恩节
次日宣判郭飞雄案，对接下来的这个月，这可能不是个好信号。注意观察中国防火墙的更新升级；注意
观察对人权律师、特别是浦志强（浦已未经审判被关押了20个月）以及2015年7月被抓的一批律师的审
判或判刑。 

• 更多对“妄议”的惩罚、以及抵触：注意更多共产党干部因“妄议中央”而遭到惩罚的案例，但是，
随着党内批评习近平的人被消声，也要注意观察中共内部不满与怨恨的迹象。

• 避免审查的新战术：科技新闻网站11月底报道说，一种新的浏览器插件使得中国用户可以访问被封网
站。这个名叫缓存浏览器的工具由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麻萨诸塞大学研究者开发，它利用审查者很难封锁
内容分发网络中的具体信息、但封锁整个网络又会造成连带损害这一特点。注意这个工具的终端用户版
什么时候出台（现在做好的还仅仅是原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注意跟踪中国网民的使用，以及中国
政府审查者不顾连带损害，如何封锁更多云服务或内容分发网络进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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