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公民很长时间以来都嘲笑国家主席习
近平长得像维尼熊（见《中国媒体快报》
第89号），这个图像暗示他在9月3日时站
在敞篷车内阅兵的情形。根据对微博删贴
进行实时监测的香港大学Weiboscope, 
过去一个月里，这是新浪微博上被删除得
最厉害的图像。图片來源：Weib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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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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2日开始对美
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届时美国政府应该
寻求解决中国日益严苛的信息控制对两国
经济造成的问题。

中共多年来通过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审查制
度来捍卫其政治权力，这样做给美国经济
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也妨碍了美
中关系 。中国当局限制美国社交媒体和云
服务进入中国，封锁美国媒体网站，限制
中国观众观看美国娱乐产品。过去一个月
来，随着中国股市新一轮的暴跌，北京方
面出于政治动机而实施的审查制度对两国
经济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

8月24日，上证综指下跌8.5%，创2007年
来最大单日跌幅。之前的两个月里，中国
股市已出现多次惊人的下挫，新出现的这次下跌则引发了全球股市抛售，加剧了美国、欧洲和
亚洲市场的波动。

中国国有媒体最初的反应是沉默。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中国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
闻联播》节目、以及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网站首页全都没有提及这次股市重创，这种缄默至少持
续了一天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则对越来越多的“股灾”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和
删除。8月25日早上7时15分的百度搜索结果截屏显示有500万条结果，三个小时后，同样的搜
索却显示只有290万条搜索结果。

尽管有这样强势的政府控制，许多中国人还是知道了股市遭受重创，并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多信
息。公众从国际媒体的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网友分析中获得了信息。因此，国家媒体的
缄默徒然加深了大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本来就不高的信心也进一步受挫。
而这一切偏偏发生在中国试图鼓励国内消费、降低对出口依赖的时候。进一步而言，官方审查
与小道消息传播的结合增加了谣言出现的可能性和谣言的威力，很可能导致诸如银行挤兑或恐
慌性抛售更多股票，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

进一步而言，官方审查与小道消息传播的结合增加了谣言出现的可能性和谣言的威力，很可能
导致诸如银行挤兑或恐慌性抛售更多股票，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

几天后国有媒体终于打破沉默，报道的核心主线是为政府和党的高层领导开脱责任。评论人士
海瑟•蒂蒙斯(Heather Timmons)和黃喆平整理出了中国国有媒体找到的五个“替罪羊”，其
中包括美联储(Fed)。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局把股灾部分怪罪到记者头上。《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遭到逮捕，并在
在国家电视台上认罪。8月31日，看上去意志消沉的王晓璐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承认他在7月20日的文章中提供的信息是“私下听说的”，“造成了市场混乱和恐慌”。但是

【 记者王晓璐被迫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上承
认，他7月20日的文章破坏了股市，但在文
章发表后的三天里，股市实际上有了改善。
王晓璐的案例被广泛认为是试图迁罪并恐吓
财经记者。图像来源：Quar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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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同行和媒体观察者指出，王晓璐所“招认”的做法是世界各地记者惯用的做法。同
时，对上证综指的分析发现，王晓璐的文章发表后，股市其实连续涨了三天。

有分析认为，拘捕王晓璐的真正目的是吓唬记者，让他们按官方的意思报道，避免对经济进行
深度调查报道，特别是在许多记者报道天津最近发生的化学品爆炸事故的余波时表现出智慧和
违抗的姿态后。根据至少一名阅读财经读物的股市投资者的说法，9月的第一个星期，媒体的
确让人感到噤若寒蝉。

经济报道所感受到的突然压力代表着官方态度的一个转变，因为财经媒体和其他新闻媒体相
比，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享受着较大的自由度，可以进行尺度相对比较大、比较独立的报道。

与此同时，当局在采取措施填补报道上的缺口。一份日期为9月7日的中共文件指示，要通过宣
传报道描绘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该文件说明了应采取哪些步骤“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包
括为“对内对外宣传”稿件准备选题。

这样的舆论操纵并非没有先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14年的一份报告对300多
份审查和宣传指令进行分析后发现，就受操纵的频繁程度而言，经济主题的报道位居第七。但
是随着经济的放缓，这种舆论操纵的广度和力度看来都在扩大。这是个危险的趋势。

经济报道中的信息自由流动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中共过去一直隐含地承认这个事实，给予财
经媒体更大的自由度。但在遇到不确定和危机的时候，保持信息透明尤其关键。

如果奥巴马总统希望为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做出最有益的事情，那么他应该向习近平施压，
令其转变方向，给予市场恰当浮动所需要的透明信息。

纸媒/新媒体 
在对天津爆炸的报道中，调查报道和微信发帖占据主导地位

8月12日晚上大约11:30，天津滨海港口区离一片居民区不远的一个储存有毒化学物的仓库发生
了一系列巨大爆炸。这起工业事故最终导致150多人死亡，造成百万美元计的损失，并使得成
千上万居民暂时无家可归。但与6月份发生的长江游船翻船事件不同，这一次，尽管官方试图
限制非官方信息源的消息，社交媒体和商业报纸在报道中一马当先，向公众提供了重要的消息
更新。几位观察人士将此活跃景象与2011年温州动车翻车的报道相提并论（见《中国媒体快
报》第32号）。

爆炸发生几分钟后，社交媒体上就有人发帖报道，包括图片和录像。许多网络和传统媒体很快
展开了报道和积极的调查，许多人将之看作是与官方审查抢时间，知道审查干预一定会如期而
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网易、腾讯、和商业网站界面、诸如《南方周末》和《财新》这样
相对市场化的媒体、甚至受政府控制更多的《新京报》都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道，对爆炸的原
因、出事公司的人员以及他们的政治人脉、以及可能存在的官员失职提供了关键信息，有时是
抗拒政府指令而这样做。在收集数据以及传播这两方面，传统媒体都表现出了大胆和智谋，包
括使用无人飞行器和卫星图像获得图片，通过反复的头版头条报道以及微信发帖传播。在天津
爆炸事件中，微信的作用似乎超过了新浪微博。

官方在对这一危机的信息管理上采取了惯常的做法。8月13日，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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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指令，指示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和其它“权威”消息来源，并禁止记者在个人社交账
户上发表信息，命令将爆炸报道和图片从头条以及编辑推荐等显著位置撤下。根据对新浪微博
删贴进行实时监测的香港大学Weiboscope，同一天，微博删贴增加了十倍，在接下来的许多
天删贴量持续高于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国家喉舌媒体试图把报道救援中的英雄事迹作为报道主体，或干脆对爆炸视若罔闻。
爆炸发生后次日，天津电视台照常播放电视连续剧，而不是提供全时报道。当一个缺乏准备的官
员尴尬地无法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中央电视台中断了对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报道。

这样的做法看来是增加了公众的不信任和愤怒，促使许多人到其它信息源寻求信息。香港大学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韩笑引述一套初步的微信统计数字说，“8月13日中国媒体机构的微信公
号上有1,674篇关于天津爆炸的文章，其中55篇被阅读了10万次以上（其中不少被阅读了100万
次以上）。”

这场悲剧的公共性质、它的规模以及它对中产家庭的重创给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它
们可以抢在审查者之前，以这几年来日益钳紧的控制下很难见到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新闻服务。 

新媒体 
阅兵激发威严感、爱国主义情绪和审查 

9月3日，中国举行了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庆祝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驱除日本侵略者
的胜利。年长的老兵与现役士兵、军车和飞机参加了这次阅兵。阅兵场面盛大，经高度排演，
是对现代中国的强大进行的庆祝。但是它也充满了讽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17次提及“和
平”，并宣布裁军30万，但是阅兵展示了核导弹以及其它最先进的武器，与此同时，大量中国
人到日本度假，人满为患。许多中国观众对阅兵感到振奋，赞扬阅兵本身，或者从家庭记忆出
发反思中国的长足发展。但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人批评国家在经济放缓的当前在阅兵上的巨大
耗费，审查者甚至删除了那些搞笑的帖子和图像，这表示他们很紧张。

虽然不少中国人对阅兵做出了发自内心的正面反应，共产党却不敢大意，在阅兵前和阅兵期间
强化了审查。根据专门跟踪删贴的Free Weibo，阅兵当天，新浪微博上最热的话题是阅兵，
删贴最重的话题也是阅兵。多个来源报告说，很多VPN和其它翻墙工具都遇到了阻碍。由位于
加州的《中国数字时报》披露出来的中共审查和宣传指令，指示网站在8月24日至9月5日期间
要仔细审查所有网上新闻和跟帖，“不得出现攻击党、国家、制度内容，”“要积极将正面阳
光的网民跟帖置顶推广。”

新媒体 
谷歌试图为中国建立经审查的应用软件商店  

位于美国的技术新闻网站“Information”9月4日报道说，互联网巨人谷歌正在寻求许可，早
至今年秋天为它的Google Play应用软件商店设立一个专门的中国版本。这一拟议中的网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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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店将不上架被中国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手机应用，如同苹果公司此前对它的应用软件商店
所做的那样。此举可以改善谷歌在中国的市场，其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在中国虽然很普及，但却
没有给公司带来多少收入。即使政府许可，谷歌在中国可能还是会处境艰难（见《中国媒体快
报》第106号）。八月份，据说谷歌新的母公司“字母公司”在上网几个小时内便被专事互联
网审查的中国防火墙封锁。2010年，谷歌出于安全考虑以及不愿满足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而从
中国撤出其搜索引擎。

香港  
报纸编辑的攻击者被定罪，雨伞运动领导人受到起诉

在两个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和法治的案件中，袭击一名著名报纸编辑的歹徒8月20日被判罪；8月
27日，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中的三名学生领袖被指控犯有非法集会以及其它相关罪行。

2014年2月袭击前《明报》总编辑刘进图的两名歹徒叶剑华和黄志华被判有罪，各获19年徒
刑。他们告诉法官说，他们每个人获得了10万港币（约$12,900）酬金，但他们拒绝透露谁下
令行凶。这两人用切肉刀袭击了刘进图，他的后背和腿受了重伤。这一事件在香港引发了抗
议，公众要求强化对新闻自由的保护（见《中国媒体快报》第101号）。

被起诉的三名学生领袖是学民思潮共同创始人以及很快成为2014年雨伞运动代表人物的黄之
锋、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以及现任秘书长罗冠聪。他们因在导致雨伞运动爆发
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检控，特别是冲入有围墙的香港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
尽管受到了这些检控，黄之锋告诉记者说，他一点也不后悔占领公民广场的举动。如果被判有
罪的话，他有可能面临最长五年的刑期。

黄之锋、罗冠聪和两名反对派活跃人士7月14日被控在2014年6月的一次抗议中“妨碍警务人
员”。在那次抗议中，他们烧毁了中国国务院发布的香港白皮书。8月28日，这四人在法庭应讯，
要求永久搁置聆讯。如果获准的话，他们将不会面临审判。对这一申请的听证定于10月进行。

在这两起针对活跃人士的案件中，律师和支持者都指出，指控在事件发生满一年后才提出，这
令人怀疑这些指控的目的是威慑雨伞运动一周年时发生新一轮的抗议。同样参加了去年抗议的
学民思潮成员林淳轩质疑为什么去年被录到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的警察仍然未被检控，暗示
检察官在使用双重标准。

中国之外
邦乔维， GitHub遭受攻击，以及维人记者的兄弟们

中国共产党的信息管控与政治敏感常常会在中国以外产生影响。以下是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几
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现象：

• 邦乔维的中国巡回演唱突然取消：《洛杉矶时报》9月9日报道说，美国流行乐歌星邦乔维首
次中国巡回演唱离在上海以及北京的演唱会只差几天的时候被取消。巡回演唱主办机构A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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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china-media-bulletin-issue-no-106#4
http://www.androidheadlines.com/2015/08/googles-alphabet-website-censored-china.html/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13/guilty-verdict-for-attackers-of-former-ming-pao-editor-kevin-lau/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china-media-bulletin-issue-no-101#9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7/14/joshua-wong-and-nathan-law-arrested-a-year-later-for-burning-white-paper/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28/four-charged-with-obstructing-police-officer-requested-suspension-of-legal-proceedings/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hong-kong-student-prodemocracy-leader-joshua-wong-decries-political-prosecution-10475643.html
http://www.initiativesforchina.org/?p=2005
http://www.nytimes.com/2015/08/28/world/asia/sit-in-leaders-are-charged-in-hong-kong.html?_r=0
http://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music/posts/la-et-ms-bon-jovi-cancels-china-tour-dalai-lama-taipei-20150909-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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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

Live Asia 在其新浪微博账号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只说是出于“意外原因”取消并给已经购票
的粉丝提供退款。中国网民猜测说，中国官员可能听说了在邦乔维2010年在台湾的演唱会上，
一个录像背景显示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当局之前曾经禁止那些对支持西藏自由的歌
星，即使这样的表示发生在中国之外。在唱片销售收缩的时代，这样的限制对歌星是一个损
害，会导致他们在共产党政治敏感的问题上进行自我审查。

• 中国软件开发工程师被迫删除代码后，Github遭到网络攻击： 8月25日，位于美国的电脑代
码仓库GitHub 遭到了阻断服务攻击（DDoS），导致连线问题。网站很快开始修复工作，并在
四小时内恢复了服务。GitHub三月时曾遭受一次大规模阻断服务攻击，那次攻击的来源被追
溯到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新工具，研究者们称之为“大炮”。 那
次攻击显然是针对管理《纽约时报》中文网以及反审查组织GreatFire.org内容的GitHub服务
器，这两个网站均被中国当局封锁。最近这次攻击的来源眼下还没有确定。但是，它发生于两
名设计翻墙软件的中国开发人员从GitHub上删除了他们的翻墙软件GoAgent 以及Shadow-
Socks代码后几天。他们显然是受到中国当局胁迫后这样做的。恐吓软件开发人员是一个相对
来说比较新的现象。虽然这两名开发员删除了他们的代码，但其他GitHub用户克隆了被删除
的代码以便保存这些工具。这也许是网站招致阻断服务攻击的原因。

• 美籍维吾尔人记者的兄弟被审判：8月19日和25日，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记
者肖赫来∙霍休的两个生活在新疆的兄弟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泄露国家机密”开庭审
判，尽管他们既不是记者也不是活跃人士。至九月中为止，法庭还没有宣布判决。这些检控被
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中国当局试图以此让肖赫来∙霍休停止在美国报道新疆。在对新疆的
突发报道中，肖赫来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近年来新疆地区民族关系趋于紧张，镇压频繁，审
查极其严苛。肖赫来的另一个弟弟去年因类似指控而被判五年徒刑。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多次与
中国当局提出这一家人的案例。

未来看点
• 习近平访美：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就习近平上台后钳紧审查、打压公民社会做出公开评论。就中
国国内的媒体报道而言，看看中国是否会有选择地刊登讲话内容，掐去现场直播中任何意外发生的事
情，包括总统提到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时。看中国政府是否会更加严控翻墙工具，因为在习近平访美期
间，网友可能会极有兴趣阅读被封锁的美国媒体报道。

• 天津大爆炸报道：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中国媒体在天津爆炸中的出色表现对记者的专业士
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后出现类似的社交媒体分享和记者抗
命，以及2013年初发生的《南方周末》反审查抗议，都引发了更加严格的掌控，共产党试图重新获得控
制。看微信是否会出现新的限制（包括对媒体公号的限制）、记者是否会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如王晓璐
案件）、审查者是否会继续回溯性地删除有关调查报道。

• Google Play ： 看谷歌是否真的会在今年秋天为它的Google Play应用软件商店设立一个专门的中国
版本。果然如此的话，有下列问题值得我们探究：哪些应用中国用户无法购买？是否与苹果下架的应用
类似？谷歌的自我审查是更严还是更松？网友反应如何？2010年谷歌搜索引擎撤出、2014年谷歌邮箱被
加剧封锁的时候，网友均一片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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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dnet.com/article/github-combats-ddos-cyberattack/
https://status.github.com/messages/2015-08-28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5/08/speech-enables-speech-china-takes-aim-its-coders
http://www.digitaltrends.com/computing/github-crippled-by-ddos-attacks-over-chinese-anti-censorship-code/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5/08/speech-enables-speech-china-takes-aim-its-coders
http://news.softpedia.com/news/recent-github-ddos-linked-to-chinese-government-and-two-github-projects-490405.shtml
http://news.softpedia.com/news/recent-github-ddos-linked-to-chinese-government-and-two-github-projects-490405.shtml
http://www.bbg.gov/blog/2015/09/02/jailed-brothers-of-rfa-reporter-await-verdicts/
http://www.nytimes.com/2015/08/01/world/asia/a-voice-from-chinas-uighur-homeland-reporting-from-the-united-states.html?_r=1
https://cpj.org/blog/2015/06/radio-free-asia-reporters-brothers-in-china-face-a.php#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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