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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篷车内的维尼熊 – 这幅嘲笑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阅兵情景的图片是2015年在新
浪微博被删除得最严重的图片。它在70分
钟内被转贴了65,000次，之后遭到删除。
阅兵本身也是2015年控制最严的话题之
一，20个微博删贴之最中有6个与阅兵相
关。从2013年起，中国公民多次将习近平
比为维尼熊。

图片來源：Weiboscope /The Na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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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美应成放松经济信息管控契机 
特写

莎拉∙库克

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
究员，《中国媒体快
报》负责人

此文的一个版本2016年
1月5日发表于《外交政
策》网站。

2015全年，中共党宣部门以及国家有关单
位几乎每天向新闻机构、网站、和社交媒
体管理员下达具体指令，指示他们是否报
道这起或那起突发新闻、如何报道、如何
处理相关评论等。自由之家最近对几十份
这样的指令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当局下
令审查的主题范围远远不止于对政权的批
评、异见人士活动、或长久以来的禁忌话
题。

尽管这些审查指令应该是机密文件，但
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
(CDT)总有办法获得这些泄露的文件，并
且以中文和英文译文公开发表。虽然我
们很难在CDT范围外证实这些指令的真实
性，但是这些泄露的文件经常与我们实际
看到的报道和审查情况吻合，因此观察中
国媒体的人认为它们一般来说是可靠的。

自由之家分析了CDT 2015年发布的所有75份这样的泄露文件。这些文件指示删除某篇文章、
不派记者报道某一事件、在网站首页上排除某一话题、或关闭相关报道的评论功能等等“负
面”做法。另外许多指令则指示采取一些积极做法，如只采用“标准”和“权威”信息源，
或与国家喉舌新华社的通稿保持一致。

这几十份指令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九月份一份来自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指令标号为2015年320
号。即便如此，对这些指令的分析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共产党的对不同内容的敏感性在哪
里，哪些话题是中共领导人认为对他们维持权力危险最大的话题。

以下是2015年受審查最嚴重的內容：

1. 健康与安全：我们分析的审查指令中有超过四分之一（75份中的21份）限制对人为事故、
暴力袭击、环境污染、或食品安全的报道。比如说，四月份的一份指令说，“福建漳州PX爆
炸一事不上新闻网站要闻区，” 由此审查对一家PX工厂爆炸事件的报道。近年来中国各地
发生多起反对PX项目的抗议。2015年初，柴静有关雾霾的记录片《穹顶之下》播出后立刻走
红、但随后遭到突然审查，有五条指令特别指示要限制这个记录片的流通和讨论。
 
2. 经济：指令密集的第二类内容是对中国经济、股市、或有关经济政策立法草案的报道（75
份中的11份）。其中一条指令要求删除一篇题为《为何至今没有对罕见的股灾进行追责》的
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新浪财经版，后在被封锁的海外中文网站转载。

3. 官员不法行为：这75份指令中有10份限制对官员不法行为的报道，包括官员海外资产、警察
暴行、腐败调查中发生的死亡事件等。两起死亡事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习近平强力反腐不那么
好看的一面 – 重庆前书记薄熙来的盟友死于狱中，一个举报者被不明身份的面具人打死。

2015年4月福建省漳州一家石化厂发生爆炸，消防
队员正在救火。在中国当局2015年发布的21条与
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审查指令中，其中一条下令新
闻网站低调处理这条新闻。图片来源：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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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体/审查：9份指令限制对官方管控媒体或网络的讨论，如抓捕记者、封锁反制中国防火
墙的工具 、或要求删除网上音乐的新规定等。以财经报道著称的商业化媒体在2015年也受到
压力，指令点名要求它们删除出版的一些文章。

5. 党/官员的名声：8份指令限制那些会损害特定官员或党的正面形象的内容或新闻，包括九
月举行的大型阅兵。5份指令禁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尊重或恶搞的提法。

6. 公民社会：7份指令限制对公民社会的报道，包括拘留一名反腐活跃分子的消息，以及夏天
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抓捕律师是中国当局加大力度打击“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样范围
的大抓捕还是首次。

其余的指令涉及对看上去无关痛痒的官员活动、对外事务、香港、以及西藏的报道进行控制。

2014年，自由之家曾对发表与2012年11月与2014年5月间的318份审查和宣传指令进行了类
似分析。尽管样品不全，但是对前后两个时期最敏感的话题进行一下比较，我们还是能看出
来中共在最敏感的话题上有一些变化：

话题 变化方向 排位 （以前的位置到现在的位置）
健康和安全  #3  #1

经济  #7  #2

官员不法行为  #1  #3

媒体/审查  #6  #4

公民社会  #4  #6

对外事务  #5  #8

要确定地解释这些上下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媒体和互联网管控日益钳紧的时代，
这些变化看上去既反映了某些话题敏感度的提升，如中国经济下行期间的状况，也反映了其
它力量的空缺，如缺乏曝光官员不法行为的网友和记者。

2016年，中国公民在诸如环境污染、过度警察暴力、经济以及其它受审查禁令限制的话题上
仍然需要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目前的中国看来是过去十年多以来媒体管控最严厉的一个
时期， 中国的记者、网民、技术人员以及国际社会都将需要找到新的、创造性的办法来产生
和传播新闻。

纸媒/新媒体 
商业化调查报道衰落，国家出资的数字媒体增长

对中国媒体来说，2015年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直到不久前为止，相对自由的商业化
纸媒还在从事力度大、影响深远的报道，这种报道同时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但是政府钳紧控制、对它们进行有目标的控罪、以及纸媒在全球普遍面临的财政压力，几重
因素的结合，把它们逼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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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调查记者和商业化媒体十多年来不时遭遇政府的打压，2012年来更是面临更大压力。这
些媒体试图在政治受限制、市场又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到空间，但是2015年的几个事
件进一步挤压了这些媒体的存在和影响。

位于广东的南方传媒集团遭受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去年一月，《南方周末》前记者方可成感
叹2013年南方周末记者和其他公民对新闻审查的抗议是一个失败。《南方周末》本来是中国
最有影响的自由化媒体之一以及严肃调查报道的一个先驱，但是方说，围绕南方周末新年献
辞事件的抗议发生后，审查要求变得相当严苛，有经验的记者大批离开报纸，前往新辟网站
工作。

去年四月，当局取消了《理财周报》的出版许可，关闭了《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2014
年，这两个南方传媒集团属下媒体的工作人员因敲诈指控而遭到拘留。8月份，广东当局发表
了一份报告，对南方传媒集团提出了几点新要求，包括增加员工中党员的比例。9月份，这个
集团的三份报纸均对在北京举行的阅兵进行了赞美的报道。阅兵是中共2015年最大的宣传盛
事之一。

2015年最后一击发生在圣诞除夕，集团公司下的21世纪传媒总裁沈灏因“敲诈勒索”被判处
四年徒刑。这位前《南方周末》编辑以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著称，激励了一代新闻学生。许多
同仁认为对他的指控完全是编造。在这一连串政治打击下，南方传媒集团读者人数下降，这
个曾经是最成功的商业化媒体集团据说现在被迫从政府接受数百万美元计的补贴。“21世纪
传媒案件显示新闻在中国已经被置于死地，”程益中告诉《华盛顿邮报》说。程本人曾因为
其报道而坐牢。“执政党彻底赢得了这场开始于2003的战役，”他说。

过去两年里其它商业化媒体也遭遇了类似的压力，许多解散了调查报道团队，有的甚至干脆
关闭。在2015年的一个分水岭事件中，《财经》记者王晓璐因为在夏天股价狂泻时写的一篇
报道而被逮捕，并且八月间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认罪”。王晓璐的案例被广泛认为是政府
在试图支撑股市的同时寻找替罪羊，以此恐吓财政记者。

中国新闻界无疑在发生着变化，2015年几个由国家补贴的数字新媒体吸引了大量读者，强化
了官方表述的主导地位。最突出的一家应数“澎湃”。这家网络媒体隶属于位于上海的联合
传媒集团，全部由政府资助。正如Tabitha Speelman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澎湃是中
国第一家提供手机应用来传播其内容的数字媒体机构，它的内容参差不齐，其曝光社会丑闻
的报道有时遭到审查，同时又有类似喉舌宣传那样的文章，以及艺术和文化新闻。通过这样
一种结合，澎湃“成功地融进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媒体消费中。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般情况
下本来既不跟踪、也不分享国家媒体常常很蹩脚的新闻报道。” 据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对澎湃的成功相当满意，在中国至少六个省市出现了模仿澎湃的新闻网站。

总体来说，2015年发生在媒体领域的事件令中国观察者感到沮丧。他们曾经以为，南方传媒
集团这样的新闻机构证明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可以在中国这个世界上管制最严重的政治环境之
一生存下去、甚至欣欣向荣。

几个重量级新闻机构仍然还在继续，如胡舒立的《财新》。但是政权之手紧拉着绳套，曾经
在官员腐败、疫苗污染等话题上产生过既有深度、又受欢迎的新闻调查模式已经越来越没有
空间，取代它的是对政府工作歌功颂德的头条和对习近平日常工作不厌其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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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新媒体 
羁押记者、电视认罪均达新高

纸媒/新媒体 
新的法律条款将党的领导地位法律化，加重对异见的惩罚

2015年12月1日，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出版了每年一度对全世界被羁押记者的统计。中国连
续两年蝉联羁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去年有49名记者被羁押，是自保护记者委员会开始
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但这仍然只是因行使自由表达权而被羁押的中国公民人数的一小部分。
在这49名记者中，25名在2014年被拘留，4名在2015年被拘留。71岁高龄的知名资深记者高瑜
没有被包括在这个名单中。她今年4月被判处7年徒刑，但是去年11月被改判五年并在家中或医
院中执行。

自由之家对这49个案例的分析有助于看到打压记者的最新趋向：

• 性别：47名男性，2名女性

• 民族：29名汉族，20名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藏人、和彝族）。这与前些年相比有些变
化 – 前些年被羁押记者中更大比例是少数民族。

• 媒体：13名纸媒记者，1名广播记者，35名网络记者。这反映了向数字媒体的倾向，也反
映了共产党对广播的控制比纸媒更紧，这使得广播记者当中较少出现受惩罚者。

• 职业：18名专业记者，28名作者、出版商、或公民记者。这个划分反映了与习近平执政
前的不同。那时专业记者坐牢的几率相当低。记者保护委员会的名单中还包括了四名香港
记者或出版商。在这18名专业记者中，14名因财务管理不当、腐败、或非法经营等显然是
构陷罪名而入狱。

• 平均刑期： 9年，不包括3个无期徒刑，以及20个还没有宣判的人。

• 电视公开认罪：在2014年以来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0例被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包括未被
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的高瑜以及另一名已经被释放的记者）。而之前被捕的记者没有过这样
的例子。被迫上电视认罪现在成了常事，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前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除上述案例外，2015年引人注意的一个事件是对人权律师以及律所工作人员的大抓捕。他们当
中许多人经常使用诸如新浪、腾讯等社交媒体发布案件细节，或者对政府政策发表看法。12月
22日，北京一家法院判处著名言论自由律师浦志强三年缓刑，依据是他发表的七条讽刺政府官
员、批评新疆政策的微博。他被羁押19个月后获得释放，人形消瘦，健康状况不佳，并且不能
再当律师。12月14日在法院外旁观浦志强庭审的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受到推搡和骚扰；数百名
中国公民也齐聚庭外声援浦志强。至少18人遭到逮捕，其中几人直到年终仍然在押。

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几项法律或修正案，将现行的对媒体的控制法律化，加强了对某些
表达的惩罚度，要求技术公司在安全部门的调查中提供合作。7月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
12月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引起了外国政府、商界代表、法律专家、以及人权组织的广泛
批评和关注。11月起生效的对《刑法》的一系列修正没有受到太多注意，但是包括了几项令
人忧虑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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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律常常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在诸如防止恐怖主义、保护用户隐私等国际认可目标的名
义下，在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名义下，保护共产党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国家安全法》在多处
明确把维护“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排在首要地位，凌驾于国家安全之
上。这些新的法律条款还使用模糊的语言和宽泛的定义，人们担心安全力量会使用这些条款惩
罚和平表达政治或宗教意见。

人们尤其担心这些法律的几个方面会对自由表达造成负面影响：

• 要求“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而后者的范围非常宽泛，可以包括经济、文
化表达和宗教。（《国家安全法》）

• 要求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安全可控。”（《国家安全法》）

• 不允许记者和社交媒体使用者个人对恐怖袭击以及当局反应进行报道，包括使用官方报道
以外的其它消息来源。（《反恐怖主义法》）

• 要求科技公司向当局提供技术信息，在安全部门要求时帮助解密，协助反恐案件的调查。
（《反恐怖主义法》）

• 生产或散发倡导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印刷品和音像材料，可被判上至五年徒刑。（
刑法修正案）

• 在互联网上发布危害公共安全的虚假信息和“谣言”，可被判上至七年徒刑。

• 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法定最高刑由十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
这一指控经常用于监禁地下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限于宗教活动，而且也包括散发
未经官方许可的宗教文本、对共产党政策的批评、以及践踏人权的细节。（刑法修正案）

• 网络服务供应商失职（包括监督、审查、或保护用户数据）导致严重后果的话，可被判上
至三年徒刑。（刑法修正案）

总起来看，这些法律并不表示中共控制信息的欲望有了很大变化，而是这些法律赋予安全机器
更大权力，给予那些会滥用国家权威镇压异见的人更多的法律工具。透过这些法律，外界也可
看到中共想象当中自己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威胁。这些法律最终的作用取决于
执行—这是未来一年需要观察的。

新媒体 
2015年中国网络重大新闻

2015年年底，《纽约时报》根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的搜索数量，列出了最受中国互
联网用户瞩目的十大新闻。 其它中国和外国新闻机构也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年度重大新闻名
单，包括最受审查的新闻。有些与百度名单平行，因为关注度高的新闻常常引来大量嘲讽评
论或者网友发布的曝光照片，从而引起审查者的注意。

以下是自由之家编辑的名单。我们参考了各家媒体的名单，但也特别注意那些如果审查不那
么严重的话应该产生更大影响的新闻。

1. 阅兵：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是用户在百度搜索上查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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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网络主权”，大炮，意外的让步

上个月的《中国媒体快报》重点写到中国近来如何在境外媒体、电影业、以及国际文化活动
中使用长久以来使用的办法发挥影响，包括拒发签证，为亲北京的商人提供财政支持等。在
本期的年度总结中，我们在涉及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信息控制交界点上指出另外三个值得注

的新闻。在新浪微博上，阅兵也是审查最严重的话题。根据自由之家从香港大学Weibo-
scope获得的数据，在20个被删贴最快的热门微博中，有6个跟阅兵相关。被删得最快一
条将习近平站在敞篷车的样子与维尼熊比较，另外几个则给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照
片上加上好笑的对话。

2. 天津爆炸：去年8月天津发生一系列爆炸，造成170人死亡。根据百度，这是搜索量居第
二位的事件。官方虽然极力控制新闻报道，但是网络和传统媒体都进行了一些抵制，围绕
这一重大伤亡事件的问责以及腐败等问题寻找答案。天津爆炸是2015年删贴数量居二的话
题。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2015年最受欢迎的帖子是《北京日报》一名记
者对天津爆炸的图片报道。尽管当局试图禁止记者从现场报道，但是这位记者设法进入现
场并从那里发表了报道。

3. 一胎政策的终结： 10月份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允许
所有中国家庭有两个孩子。这一话题在百度名单上高居第三。

4. 优衣库性爱视频：一对男女在北京一间优衣库试衣间做爱的手机录像野火一样传遍网络，
高居百度搜索榜第四位。与此事件有关的数人时候被拘留，但是审查者删除黄色内容的速
度，看来不及删除被认为有政治威胁的内容那样快。 

5. 嘲笑毛泽东：著名电视主持人毕福剑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唱一首文革时代的歌、同时骂毛泽
东的录像出现在网上，在百度排名中居第五位。审查者下令删除录像以及一篇敦促毕福剑
道歉的“爱国”文章，但是这段录像以及网友的兴趣持续扩散。

6. 股市暴跌：夏天期间股市持续下跌带来数千亿计美元的损失以及全球股市抛售。美联社财
经编辑命名中国经济放缓为去年世界第一大经济消息。考虑到这一新闻重要的政治、经济
连带意义，它没有在百度搜索名单上排名更高，令人意外。网民有限的关注（或者也许是
百度低调处理了这个问题）可能部分归因于共产党指示要加强积极的“经济宣传”，这个
指令本身在《中国数字时代》2015年最受欢迎的帖子中排名第十。

7. “《在穹顶下》”: 这部由前记者柴静制作的环境污染记录片2月28日网络发布后，很快便
获得了千百万人的观看。在接下来的星期，审查当局发布了越来越限制的指控，要求控制
它的传播，直到3月6日下令从所有录像播放网站删除。12月中国北方遭受了严重得犹如末
日般的雾霾，如果不是审查封锁，2015年应该会有更多的中国网民观看柴静的电影，它也
许会上到百度排名上。

8. 区少坤：这位61岁的反腐活跃分子因曝光官员使用公车而闻名。2015年3月，他在微博贴
了当地政府车辆被私用的照片几个小时后，在湖南因“嫖妓”被拘留并被扣押五天。释放
后，区少坤说他是被一个与当地官员有联系的商人设局陷害的。网民和区少坤不懈地调查
到底是谁在构陷他，在网上导致新一轮的删贴审查。2015年有3条审查指令与这一事件有
关，采访区少坤的一个截屏照片在最快删除排名中占第四位的微博。但是这个话题没有出
现在百度排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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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

意的趋势：
 

• 提倡“网络主权”： 这个提法首次出现在2014年在中国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
间。2015年全年，这个概念成为中国政府有关互联网治理政策话语中一个核心成分。这个
概念也出现在最近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的发言中。“网络主权”
指的是各国政府有权管理他们的国内网络，约束流经其境内的内容和交通，而不必遵守现
存的自由表达国际惯例以及自由贸易承诺。言论自由倡导者担心，这个概念在会议中的核
心地位反映了北京正在努力为它的做法以及一种由国家领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寻求国际支
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亚国家领导人以及全球技术公司。

• 部署“大炮”： 这个词语是加拿大研究人员创造的，用以描述他们在分析对程序员数据
库GitHub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阻断服务时所发现的一种网络攻击能力。通过阻断服务攻击
中国政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喜欢的网站，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大炮”在中
国的国际门户拦截并绑架越洋交通，将其送往攻击目标。这是第一例此类攻击，也是中国
政府参与此类攻击最无可置疑的例子之一。

• 在国际压力前让步：尽管在整体气氛上，中国加紧了政治控制，逮捕了更多人，对外言
辞更加强硬，但是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中国领导人这一年在媒体和互联网自由的问题上
做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让步。高瑜、女权五姐妹、浦志强律师都获得释放，虽然他们的自由
仍然受到限制，而他们也压根就不应该受到羁押。法国记者Ursula Gauthier（高洁）因
为其新疆报道而被迫离开中国，但是《纽约时报》记者Chris Buckley（储百亮）在被迫于
2012年离开后现被允许返回中国。虽然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内有许多有问题的条款，但
是在它最终通过的版本中，这个法律不再要求外国科技公司必须将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存
在中国。这些例子表明，中国领导人总体上的政策虽然是控制信息流动，但是他们也在不
停地计算一些具体行为的成本和好处。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2016年，国际相关方应该继
续运用多边压力影响政治犯个案（如人权律师王宇和王全璋，记者沈灏等）以及问题很大
的法律草案，如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未来看点
• 更多对经济新闻的审查，更多宣传：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今年将会进一步放缓，对财经体系和股市
的一些报道，原来可以容忍的，现在变成了政治敏感新闻。与钳紧的审查相伴而来的，很可能是国家媒
体和宣传部门更着力地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政府应对进行正面报道。

•判处被羁押的记者和律师：注意保护记者委员会名单上20名等待判决或审判的在押记者和公民的审判
消息和判决。2015年间被羁押的几十名律师今年很可能会遭到审判并被判处徒刑。

•新法的执行、更多法律的通过：注意观察当局如何使用新通过的反恐法以及刑法中限制性和模糊的条
款，惩罚和平进行宗教或政治表达的公民。注意中国当局是否会通过（或在国际压力下悄悄放弃）两项
法律：《网络安全法》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两项法律因其对学术界、媒体以及互联网自
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令公民社会倡导者、外国政府、大学、以及商界深感忧虑。

•实施“社会信用系统”的计划：2015年有几则关于中国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系统”
的报道。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2014年的一个国务院通知里。这个系统仿效国际常见的财政信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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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包括公民去哪里、买什么、以及在网上说什么的数据信息，以便根据政府制定的标准来评鉴和试
图改进人们的行为。反对者担心这个系统会利用商业机构和国家机构搜集的个人信息来建立一个全面的
奖惩系统，压制异见，惩罚批评者。注意观察这个全国数据库的蓝图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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