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張圖片是《財新》3月19日關於污染疫苗的一
篇報導的配圖。政府下令限制對毒疫苗的報導，
這篇因此遭到刪除。 這篇名為《疫苗之殤》的報
導指出，記者2013年曝光疫苗品質控制存在問題
後已經過去三年，問題還沒有解決。文章提供了
過去十年一系列受害兒童的照片，他們接種有問
題的疫苗後發生大腦損壞、或死亡。這張照片是
這篇文章的截屏，3月22日貼在新浪微博上。它
在24小時內被轉貼了107,352次後被刪除，表明
線民對關係到成千上萬兒童健康的報導興趣十分
高，但是這樣的報導卻不容於當局。

圖片來源: 財新/Weib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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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對資源的全面控制，考慮到它使用如何殘暴的手段對待那些它認為對其統
治構成威脅的人，我們也許會認為反對這個政權的人必然會失敗。但是就在局面顯得尤其慘
澹的時候，又出現了新一輪對政權的批評，包括來自國家媒體記者的批評以及來自黨內的批
評。過去一個月我們看到了好幾個這樣的事例。一個明顯的副產品是一些被拘押的批評者獲
得釋放。

這樣的時刻生動地提醒我們，在面對頑強不懈的活動人士、國際輿論反彈、以及共產黨內部
利益集團的壓力時，中國的審查者、秘密員警、甚至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並不如看上去那麼
強大。

過去六個星期來，幾位因言論、文章、或信仰被逮捕的個人獲得了釋放。二月底，法律教授
陳泰和從“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獲釋，並被允許前來美國與他的家人團圓。著名的張凱律
師因幫助基督徒反對政府拆十字架而被捕，3月24日他在社交媒體宣佈已經獲釋回家。記者賈
葭受到一封要求習近平辭職的信牽連而被失蹤，12天后獲得釋放。五名香港書商因出版關於
中國高層領導人爭鬥和豔聞書籍於2015年底被中國大陸員警神秘拘押，到4月初為止，其中4
名已經脫離大陸員警的關押。

不用說，這些案件的結果都包含相當大的模糊性。首先這些個人壓根就不應該被抓，而大多
數並未獲得完全自由，一些人被迫與中國當局合作，包括在電視上認罪，才獲得釋放。但是
很清楚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國內和國際的施壓，情況會更加糟糕。

另外，他們的釋放還符合一個更廣泛的模式。自由之家的研究發現，雖然政治控制總體上更
嚴，更多的人被捕，但是與近年相比，中國領導人2015年在媒體自由和互聯網自由問題上對
國際和國內壓力做出了更多讓步。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國當局將會對一系列涉及言論表達、但是少為人知的案件進行起訴、
審判或判決。一位維吾爾人母親因為向
自由亞洲電臺講述2009年被員警失蹤的
兒子而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 在河
南，員警在對一對老年法輪功夫婦的家
進行搜查時發現了四台印表機和幾箱材
料，這對夫婦有可能面臨多年監禁。 四
名中國大陸活動人士因在街頭拉橫幅支
持香港2014年占中抗議者而被判刑。
一名藏族商人因在微博發言並接受外媒
採訪，主張雙語教育、保護藏族文化，
而被指控煽動分裂。政府經營的無界網
站自從登出了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匿名信
後，多名編輯和技術人員受到調查，其
結果還有待觀察。

最近幾個星期來，不少記者和內部人對
審查和共產黨媒體管控提出公開批評。
這些人可能會遭到報復。財經新聞雜誌
《財新》曝光了審查者如何刪除它的一

習近平弱點顯現，外界呼籲釋放活躍人士有成效
特寫

莎拉∙庫克

自由之家資深東亞研
究分析員，《中國媒
體快報》負責人

本文也發表于《外交家》, 
《香港獨立媒體》 网站。

法輪功學員夫婦姚高富、梁欣與女兒的合照。根據
大赦國際組織的報導，員警2015年12月搜查了這對
夫婦的家，找到了幾箱法輪功印刷品。他們可能面
臨起訴和審判。圖片來源：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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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前新華社記者周方批評審查的公開信在網上廣傳，蔣洪教授、電視主持人白岩松、
演員張國立以及其他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在上月政協會議期間都對審查表達了關注。當然，
受歡迎的地產商任志強微博遭到刪除也催化了一些不滿的表達。

眼下而言，當局看來暫時擱置了對這些個人意識形態“出軌”的任何計畫中的懲罰。一些分
析人士將這個擱置、特別是擱置對任志強的處置歸因於負責反腐的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一
篇文章。這篇文章捍衛忠諫政府的原則，而中紀委主席則是習近平的親密盟友、中共政治局
常委王岐山。

雖說共產黨的黨內政治在幕後進行，但是善用時機的外交施壓、外媒報導、草根聲援活動能
夠為這些以及其他因行使自由表達權而面臨懲罰的中國公民提供十分需要的保護。

儘管中國政府反復聲稱“依法”控罪，但是在中國，言論案的判處不可避免地都是在共產黨
政法架構某處進行的成本效益政治分析的結果。在習近平的權威面臨越來越大的內部挑戰
時，就算他試圖鉗緊黨內和黨外對他的批評，掌權者也有可能比以往更願意考慮要求寬大的
呼聲。

不管是為這些個人以及他們的家庭考慮，還是為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多人口國家爭取民主與人
權，這都值得一試。

紙媒 / 新媒體
習近平的媒體管控政策遭到記者和體制內的抵觸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月中視察了多家喉舌媒體並宣佈了更加嚴厲的審查
與宣傳方式以來，接連幾起事件顯示，記者群體以及政治精英中對近年的新政策以及更嚴苛
的資訊管控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抵觸。這些不滿的表示或批評看來是由一些具體的審查事件催
化的，包括審查並試圖懲罰地產富翁和社交媒體名人任志強的努力。

上個月，在為時兩周的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幾名政協委員對言論空間更加緊縮表達了擔
憂，呼籲更大的媒體自由。來自上海的蔣洪教授、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以及演員和電
視製片人張國立都做了類似表達。3月8日，重要的財經新聞雜誌《財新》英文版發表文章透
露，財新一篇報導蔣洪發言的文章遭到了強迫刪除。儘管這篇文章次日也被刪除、讀者被指
向一個錯誤資訊頁面，但是這一罕見的抵抗還是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的注意。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至少有四名記者或作者發表了批評性的公開信或辭職信。3月11日，前新
華社記者周方在一封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中，呼籲對參與網路審查的官員進行調查。次日，
江蘇省蘇州市作家協會的兩名副主席荊歌和葉彌在他們的微博帳戶上公開宣佈辭職，他們的
舉動被看作是對党控制文學的深刻不滿。3月28日，《南方都市報》文化版編輯余少鐳在網上
貼出他的離職申請表，說他的離職理由是“沒法跟著你們姓”，而習近平則在2月份向媒體提
出黨媒姓黨的要求。這條微博很快遭到刪除。儘管上述微博都遭到了刪除，但是其中一些在
網上仍然流傳很廣，並受到線民的廣泛支持。

3月1日，中共的反腐機構中紀委網站貼出一篇題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文
章。這篇以筆名雷斯發表的文章通過一系列史例論述道，“能否廣開言路，接受建議，常常
決定一個朝代的盛衰。”本質上來說，這篇文章是對習近平壓制黨內幹部議政的一個間接批
評。至4月5日為止，這篇文章仍然在中紀委網站上，表明它是得到了高層官員許可的，很
可能獲得了中紀委主席、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的許可。幾名中國觀察者強調了這篇文章的重

中國媒體快報: 2016年4月

2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former-xinhua-reporter-takes-a-swipe-at-chinese-censorship-03142016141611.html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817298
http://qz.com/633580/advisers-to-chinas-communist-party-are-openly-criticizing-xi-jinpings-crackdown-on-free-speech/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3/08/no-more-drama-chinese-screenwriters-anger-over-tv-censorship-bubbles-over-at-npc/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cracks-xi-jinpings-fortress?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chinafile%2FAll+(ChinaFile)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china-media-bulletin-issue-no-113-march-2016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china-media-bulletin-issue-no-113-march-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817298
http://qz.com/633580/advisers-to-chinas-communist-party-are-openly-criticizing-xi-jinpings-crackdown-on-free-speech/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3/08/no-more-drama-chinese-screenwriters-anger-over-tv-censorship-bubbles-over-at-npc/
http://www.nytimes.com/2016/03/09/world/asia/china-censorship-caixin-media.html?ref=world&_r=0
http://other.caixin.com/404/index.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6/03/12/world/asia/china-censorship.html
http://bowenpress.com/news/bowen_74189.html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3/16/two-writers-publicly-resign-ami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tightening-grip-on-culture/
https://freeweibo.com/en/weibo/3958066204202565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915056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3/16/two-writers-publicly-resign-ami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tightening-grip-on-culture/
http://www.ccdi.gov.cn/xcjy/lsjj/201602/t20160229_75034.html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thousand-yes-men-cannot-equal-one-honest-advisor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cracks-xi-jinpings-fortress?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chinafile%2FAll+(ChinaFile)


www.freedomhouse.org

要，並推斷說，甚至那些十分接近習近平的人也示意他走得太遠了。其他人則猜測說，這篇
文章是習近平的盟友對宣傳部長劉雲山的批評，而中紀委網站是不受劉雲山控制的。一些分
析人士甚至認為，習近平2月對喉舌媒體的視察也許是試圖降低劉雲山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要
遏制獨立新聞報導。

新媒體
敦促習近平辭職的網上公開信引發逮捕以及黨內鬥爭的猜測

3月4日，一封網上發表的公開信要求習近平辭去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職務，信中列舉
了諸多理由，包括他對媒體的打壓以及鼓勵“個人崇拜”。這封信的作者號稱是忠誠的共產
黨員，這封信則被發表在幾個海外中國異見網站上，並通過電子郵件流通。但是它罕見地被
轉載在中國防火牆內的無界網站。無界是一個由新疆地區政府和一些私人投資者共同擁有的
新聞網站。這封信在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短暫流傳後遭到刪除。相關查找，如“習近平 + 辭
職”或者“習近平 + 公開信”都無法在新浪微博顯示。

然而，安全部門對這封信的作者以及傳播網進行了數星期的調查，無形當中引起更多人注意
這封信及其英文翻譯，特別是在中國之外。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中國當局拘留了至少
20人，包括16名無界員工與一個相關科技公司的員工。3月15日，員警帶走了自由記者賈葭，
顯然是因為他提醒無界編輯這封出現在他們的網站上的信。接著，兩名知名的中國政權批評
者 – 住在美國的溫雲超和住在德國的記者長平 – 在中國的家人被帶走。在這兩起案例中，員
警試圖利用他們的親人為他們施壓，讓他們自我審查或者承認他們與這封信有關。大赦國際
的William Nee 指出，綁架全家人代表著株連懲罰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國際媒體以及海外中
文媒體對這三起案件做了大量報導後，賈葭獲釋，長平和溫雲超的家人也獲得釋放，不過至4
月1日為止，無界員工仍然在押。

近幾周來，中國觀察者對這封信的來源以及作者有很多猜測，有些人指出這可能是習近平的
對手在貶損他。不過，通曉的觀察者指出，這封信的寫作風格不像典型的幹部風格，人們懷
疑這可能是國內和國外一些活躍人士合作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這封信的真實性是次要
的。精英層中很多人據說對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有類似的擔心，在每年一度的兩會開會第一天
發佈這些想法會令習近平尷尬，而發表在官媒上更是如此。3月29日，又有一封署名為171名
黨員的公開信發佈在網上，要求習近平辭職。

紙媒 / 新媒體
審查事件聚焦：‘兩會’，末世香港電影，巴拿馬文件

中國的審查這在過去這個月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在好幾件大事上需要控制新聞，還要改正一
個影響很大的錯字。

•‘兩會’：根據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一份被洩露的中宣部
檔對記者如何報導人大與政協“兩會”提出了21點指令。指令說，記者應避免某些
話題（如霧霾、國防開支、代表的個人財富等），同時強調另一些話題（如經濟穩步
增長的證據或者習近平參會等）。然而對習的報導出現了錯誤，官媒新華社的一篇報
導將“最高領導人”寫成了“最後領導人”。一些評論者視這個顯眼的錯誤為內部對
習近平不滿的一個暗示。報導很快被取下，但已經被香港媒體以及其它媒體注意到。

中國媒體快報: 2016年4月

3

http://atimes.com/2016/03/battle-between-xi-jinping-and-propaganda-chief-plays-out-in-chinese-media/
http://news.memehk.com/posts/14610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3/sensitive-words-closing-open-letter/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3/sensitive-words-closing-open-letter/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3/open-letter-devoted-party-members-urge-xis-resignation/
http://www.bbc.com/news/blogs-china-blog-35897905
https://cpj.org/2016/03/chinese-journalist-jia-jia-disappears-whereabouts.php
https://cpj.org/2016/03/chinese-journalist-jia-jia-disappears-whereabouts.php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01/not-fit-to-lead-letter-attacking-xi-jinping-sparks-panic-in-beijing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930965/influential-us-based-communist-party-critic-says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01/not-fit-to-lead-letter-attacking-xi-jinping-sparks-panic-in-beijing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3/%E3%80%90%E7%AB%8B%E6%AD%A4%E5%AD%98%E7%85%A7%E3%80%91%E5%B0%B1%E7%AB%8B%E5%8D%B3%E7%BD%A2%E5%85%8D%E4%B9%A0%E8%BF%91%E5%B9%B3%E5%90%8C%E5%BF%97%E5%85%9A%E5%86%85%E5%A4%96%E4%B8%80%E5%88%87%E8%81%8C/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3/29/5095576.html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3/minitrue-important-notices-coverage-two-sessions/
http://www.nytimes.com/2016/03/15/world/asia/china-xinhua-typo-xi-jinping.html?_r=0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314/s00001/1457931451582?act=url&depth=1&hl=en&ie=UTF8&prev=_t&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tl=zh-CN&u=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314/s00001/1457931451582&usg=ALkJrhhsF6kzOANONTNMdyPUeckBrb5EzQ


www.freedomhouse.org

香港
失蹤書商露面，但問題仍然不明

2015年被中國員警綁架的五名香港書商中的幾名已經重新出現在香港，儘管他們可能仍然沒
有獲得自由。去年10月至12月間，這五名書商在不同地點失蹤，後來都出現在中國大陸，顯
然受到了某種形式的監禁。他們五人都與香港巨流出版社及其銅鑼灣書店有關，以出版關於
中國領導人的有爭議書籍著稱。中國當局被懷疑使用境外“引渡”的方法將他們從泰國和香
港綁架至中國境內，引發了香港居民的巨大反彈以及外國政府的關注與批評。2月份，所有五
人都出現在中國電視臺或香港的中資鳳凰台認罪，或聲明放棄他們的外國國籍。3月初，這
五人中的三人至少短暫地在香港重新露面，敦促員警撤銷他們的失蹤人員報告，還購買了嬰
兒用品，並聲稱他們受到了中國員警的良好對待。之後他們又返回了大陸，他們當中有些人
的家人在大陸。巨流出版社共同擁有人桂民海被從泰國綁架到中國大陸，並且一直在員警手
中。他似乎是中國當局調查“非法經營”的主要對象。儘管其他幾名書商聲稱他們能夠自由
出入境，並且要求不要聲張他們的處境，觀察者、朋友、和親戚對他們的處境十分懷疑。與
此同時，銅鑼灣書店已經關閉，前書店店主以及同樣據信被綁架的李波告訴記者說，他不會
再“出版書籍”。這個案件繼續對香港的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特別是書籍出版業。

在接下來的數星期裡，翻牆比往常更加困難，其它審查指令則下令刪除污染疫苗的報
導、有關沙烏地阿拉伯的記錄片、以及有關2015年天津爆炸的後續報導。

•‘10年’： 4月3日，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將最佳影片獎頒給了《十年》，一部刻畫
北京統治下未來香港的獨立電影。由於這部電影獲得提名，中國管制者已經禁止了電
視轉播頒獎典禮，但是《十年》獲得最高獎仍然引發更全面的新聞管控。新華社與網
易、新浪、搜狐等主要網站對頒獎儀式的報導索性不提這部電影以及最佳影片獎，百
度搜索只能查到一家臺灣報紙對評獎結果的報導（可能還是偶然的）。 

•  巴拿馬文件：4月4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了他們根據到手的一批被稱為“巴
拿馬文件”的巨量洩露檔而產生的第一批報導。這些來自巴拿馬一家律師樓的檔令人
看到富人如何利用避稅天堂和空殼公司隱藏他們的財富。最初一批報導中提到了包括
習近平在內的八名現任和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他們的親戚如何使用了這家
律所的服務。儘管這些財產中的一部分 – 包括習近平姐夫的資產 – 之前已經被彭博和
《紐約時報》報導過，但這次的報導還是引發了線民的討論以及相應的審查。BBC報
導說，新浪微博上至少有481個話語鏈在24小時內被刪除，同時，截屏顯示搜尋引擎
上不顯示有關“巴拿馬檔”的查詢。《中國數位時代》發表的一份洩露指令指示編輯
刪除相關報導，警告他們“任何網站一旦發現傳播境外媒體攻擊中國內容將做從重處
理”。自由微博注意到，“巴拿馬”是4月4日那天被刪除最多的名詞，僅次於“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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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變成‘局域網’的擔心，川普論1989年天安門屠
殺，聯合國批評，中興換人

• 新立法令人擔心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局域網’：3月28日，中國工信部發佈了新的立法草
案，該草案要求能夠在中國進入的功能變數名稱必須在政府登記。草案模糊的措辭令人們擔
心這樣一個系統可以有效地被當作一個“白名單”使用，阻斷任何未經批准、伺服器在外國
的網站，進一步加深中國用戶與全球互聯網業已存在的隔絕。工信部很快反駁了這樣的擔
心，告訴路透社說這是一個“誤解”。幾名中國和外國專家說，儘管措辭不清，他們認為這
個法律的用意在於加強對伺服器在中國、而不是伺服器在外國的網站的管控，不過這個法律
仍然是對已有的互聯網控制的強化。這個提案目前正在徵求公眾批評，直至4月25日為止。另
一套旨在對外國公司在中國辦網站加以限制的規則於3月10日生效。

• 活躍人士對美國總統競選中有關天安門廣場屠殺的言論做出反應：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3月
10日的競選辯論中，主持人針對川普之前對中國共產黨1989年武力鎮壓民主抗議者表示讚賞
的言論提出一個問題。雖然川普回答說，他之前那樣說並不是支持這樣的暴力，但他重申了
中國政府的“強力”行動，並以“暴亂”一詞描述抗議。許多中國活躍人士、網友、和人權
律師對川普的言論表示震驚和失望。27個團體在一封公開信中要求川普道歉，他們認為持這
樣觀點的人“不適合成為美國總統”。他們對另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凱西奇明確譴責大屠殺的
言論表達了讚賞。他們還對另外兩位候選人盧比奧參議員和克魯茲參議員長期支持中國人權
表示感謝。（盧比奧已經退出競選。）另一方面，流亡漫畫家變態辣椒在推特上發了一幅漫
畫，其中川普站在一輛碾壓抗議者的坦克上宣佈，“這是我們從中國進口的最好的東西。”

• 中國在日內瓦遭到聯合國批評，敦促抵制達賴喇嘛： 在上個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次
會議上，中國人權惡化遭到了多國外交人員的批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侯賽因對中國
的情況表示了特殊關注，包括西藏和新疆的情況。之後，歐洲多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
等九國罕見地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由美國大使哈珀宣讀。聲明特別譴責了對人權律師的鎮
壓以及最近對記者、漫畫家、書商等進行的跨境綁架。中國大使傅聰發表了尖銳的反駁，指
責美國偽善，並警告說，西方國家將人權理事會“政治化”會導致它像上一屆那樣失敗。次
日，達賴喇嘛出席由日內瓦高等研究所舉辦的一個由聯合國人權副高級專員主持的公民社會
討論。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敦促外交人員和聯合國官員不要參會，但據說很多人與會。

• 中興管理層換人，以逃脫美國制裁：4月5日，中國通訊公司中興公司宣佈撤換包括總經理
在內的三名最高管理人員。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上個月宣佈限制向中興公司出售美國科
技，因為中興公司被發現故意違法規定，向伊朗、北韓以及其它受到貿易制裁的國家出售美
國生產的產品。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與美國商務部達成的一項協定中，中興同意替
換這些涉嫌違規的高管，以換取暫時取消對中興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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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看點
對活躍人士以及內部知情者的報復：觀察那些最近幾周來對習近平媒體管控政策提出批評的人或體制
內的批評者是否會受到懲罰，同時也注意對本期特寫中（見前）提到的活躍人士以及信仰者的審判、
判刑或釋放。

巴拿馬檔的負面影響：隨著巴拿馬檔有關中國的部分繼續浮現，其細節被翻譯成中文，注意尋求阻止
這些消息流傳的審查者與急於分享或獲得此類資訊的線民之間持續的博弈。隨著更多讀者尋求翻牆，
注意觀察國家防火牆是否會進一步鉗緊， 注意這些指控如何影響黨內鬥爭，特別是巴拿馬檔是否會削
弱習近平，或者是否會促使檔中均受到牽連的共產黨內各派系聯合起來。

功能變數名稱提案修改版：在4月25日公眾評論期過後，注意工信部是否會發表擬議中的《互聯網功
能變數名稱管理辦法》的修改版。修改版也許會澄清目前版本中不明確的東西，希望會縮小對中國可
登錄網站施加新限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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