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化中的中国  仍然严控信息  
作者 艾德琳 
 
中东与北非民众起义不断蔓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准备 2012年权力交接之际，大肆镇压国
内的抗议活动。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网路抗议。据与政府有关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

中国互联网个人用户 2011年超过了五亿大关。活动人士很长一段时期就已经在利用数位工具
来批评政府；2011年民众也利用它们来抗议一系列公共安全丑闻，特别是政府对 7月份高铁
列车出轨一事的反应，从社交媒体网站开始的批评推动其他媒体发表了超寻常的激进报导。 
 
因为敢于直言评论政治与媒体问题、被迫于 1月份离职的专栏作家张平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
“这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何其相似。通常网路抗议者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组织，没有意识

形态或者经济支持。为了寻求通过正当渠道得不到的正义， 他们采取正常社会未必光彩的手
段。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占领天安门，但他们正在占领互联网。” 
 
类似推特的微博在中国内外引起关注，虽然诸如此类的互联网工具在成长，但是这方面的行

动并没有产生多少切实的结果。公共辩论扩大可能确实引起政治参与增加的幻想。分析师预

期，从长期来看，对信息的控制可能会有所放松，不过，根据预期将打压微博业者与正在修

改法律、以方便秘密拘留活动人士来看，看来在新的一年审查只会加紧。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管布朗（Ker r y Br own）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虽然
当前情况非常压抑，但我认为，在领导层变化后，也许比预期更快，中国将出现一个大的社

会政治变化时代，因为这符合中国整体发展的逻辑。” 
 
2011年，由于敏感的国内与国际事件，中国加强了审查。来自塔利尔广场有关埃及亲民主示
威民众的照片在全球传播，但在中国却被封锁。宣传官员们担心，此事会导致人们联想被政

府残酷镇压后来被禁止谈论的 1989年学生领导的天安门抗议活动。不过这只是他们担心一部
分。很快，在中文网站上就出现了名为“茉莉花革命”要求政治示威的匿名呼吁。 
 
这一革命的目标是温和的：与路人难以区分的抗议者将于一系列周日在中国大城市中心步行，

要求改革而不是改变政权。这使得共产党领导想起刘晓波在网路上流传获得知识分子广泛支

持的《零八宪章》政治请愿书。在中国，该宪章导致刘晓波被判监禁 11年，对其指控是反政
府；在国外，他因此获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试图报导北京和其他地方抗议活动的外国新闻工作者发现，公安人员的数目超过了数十位异

议人士。据纽约时报报导，示威很谨慎，仅 2 月 20 日，一名男子在北京麦当劳餐厅前放了
一枝茉莉花，但是公安人员粗暴对待并分别拘留好几个国际新闻记者数小时，并威胁收回他

们的记者证。受到便衣拳打脚踢的一位彭博新闻社的新闻工作者要求住院治疗。 
 
一些喜欢侮辱的推特信息指控外国记者“炒作”。（推特在中国是被封锁的，但活动人士通过

海外的网络代理服务器大量使用。）其他网路评论家讽刺当局反应过度，证实官方公开否认但

确实存在的骚乱危险。一个城市的网站上还出现外国新闻工作者未获批准不能在抗议活动附

近报导的规定。大西洋月刊报导，一名高个子西方新闻工作者因为“阻碍交通”被告知要离

开抗议活动。 
 
同时，对于一些批评政府的知名人士，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打压。数十名网路作家、律

师和活动人士被拘留、骚扰或者失踪。公安人员至少拘留了两位人士，即北方黑龙江省的梁

海怡和东部江苏的华春辉，原因是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了有关抗议的详情。对与之无关，

但包括政治改革与媒体控制等敏感问题的其他评论也遭到报复。在媒体环境相对自由的南方

广东省，至少四位专业新闻工作者被“靠边”或者被“休假”，这是同事们为了避免进一步受

禁制而使用的委婉说法。 
 
著名社会活动人士冉云飞和艾未未被拘留，他们受到法律外的惩罚，而不是刑事指控，这种

情况成为此次打压的特征。公安人员 2月 20日将著名的四川网路评论家冉云飞软禁，3月份
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保护记者委员会收集了好几起类似案子的资料，包括刘晓波在内

的作家，因为撰写批评性文章，就是因此指控被判刑的。冉在博客上的批评使他易受攻击。

他说，“我并不想天天写博客批评社会和政府，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的话，我没有这

样一份‘ 豪情' 和‘ 雅兴' ，但我却是出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8月份，他释放后被监视居住。
当局或者缺乏起诉证据，或者认为再次逮捕的威胁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其他以监视居住、或

被翻译为软禁形式拘留的人士还包括作家杨恒均和律师与博客作者许志永。 
 
对艾未未的惩罚过程与此大致相同。艾在他的作品和网路文章中，收集了社会不公的资料，

其中包括 2008年四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式的学校建筑倒塌而死亡的学生名单，与坚固的政府部
门建筑形成对比。许多人相信，艾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将会保护他。但是，他 4月 3日在北京
机场准备登机前往香港之际却失踪了，警方搜查他家并收缴了电脑。一些支持他的人也因此

失踪，包括年底被悄悄释放的自由新闻工作者文涛。艾被单独禁闭不能与外界接触将近三个

月。 
 
与冉不同的是，艾从来没有被正式拘留或者指控，虽然国有媒体说他承认逃税。官方的新华

社 5月 20日说，艾被监视居住,但他并不在家。他的妻子告诉外国新闻工作者，他不在监狱，
也没有在拘留中心。警方似乎重新解释软禁的定义，意味着可以六个月不被起诉，并在他们

选择的地方软禁。艾后来告诉记者，他受到 24小时的全天监视，即使上厕所也不放过。他被
释放后仍然受到监视。 
 
保护记者委员会谴责他受到的这种对待，这违反了国内和国际法律，并鼓励美国和欧洲议会

也予以谴责。中国 8月份对此做出间接回答，全国人大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宣布了中国刑事法
修改草案，对于反政府罪，将立法使嫌疑犯在住家之外接受监视“居住”、不得与家人和律师

接触合法化。据意大利当代中国高级研究中心的弗洛拉·萨皮欧（Fl or a Sapi o）和欧盟-中



国人权网络爱尔兰人权中心的安娜贝尔·伊根（Annabel  Egan）撰写的调查报告，这些修改
将在 2012年通过。该报告说，秘密拘留审批的程序将“比目前适用于拘留的程序宽松许多。” 
 
中国人权分析师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 g）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
来确定对刑事诉讼监视的明确趋势。他指出，在中国滥用监视居住已经数十年。但他同意“警

方最近似乎更多使用‘非住宅’监视居住的方法。”他认为，这代表更加灵活的措施：“被强

迫失踪更多的是一种威胁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如果威胁不成功的话（实际上，任何一

个案件，无论多么不可信，都可以起诉），警方在六个月之后，就可选择对此案提起诉讼。”   
 
这种发展也是对擅长记录监视的互联网活动人士的回答。上海的异议人士、作家冯正虎通过

推特即时给追随者更新他安全的详细情况。尽管互联网与电话被中断，但此前被监禁的律师

和活动人士陈光诚与他妻子的支持者帮助他们播放 2月份被迫在家隔离的视频。陈对观看者
说，“自从网路、博客和微博客的兴起，可以说我们的民众有了说话的机会⋯⋯。想把信息完

全封锁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封锁信息之战７月份受到最大的挑战。当时中国期盼许久的动车在浙江省东南部的温

州追尾相撞，导致至少 40人死亡。领导人曾经大肆宣扬高速火车是发展的“奇迹”。这一词
汇在其后的报导不断出现，因为对于灾难报导，通常给新闻机构的宣传规定是：不要责怪，

赞扬政府的反应，强调奇迹。 
 
然而，有关此次撞车事件的第一手报导蜂涌进入互联网。官方的解释，诸如遇到闪电，信号

失灵要么被收回，要么受到质疑。网路上有关当局掩埋列车残骸而不是调查其缺陷的照片，

对铁道部隐瞒事实的传闻火上加油。这一周使人们想起 2008年四川地震后的日子，许多编辑
违反规定派遣记者到现场。据香港的博客东南西北报导，读者要驯服的新闻机构作出解释：

互联网评论者对政府喉舌的人民日报与另外三家报纸表示极大的愤怒，因为它们在该事故后

一天，还在头版刊登有关军队授衔仪式的消息。 
 
新闻工作者追逐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并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宣传的“奇迹”，即

在宣告没有人存活之后，又有一个二岁的儿童被救出一事，成了冲突的焦点。网路报导说，

是一位救援人员敢于违反命令，才救了这位女童，这使得官方搜寻救人的说法黯然失色。在

被问到对此事的看法时，王只是重复发现她是奇迹。但一位记者高叫说，“这不是奇迹”。在

辩解掩埋列车行为时，王无意中削弱了这方便救助的官方解释。当时，他冒出一句“至于你

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番话立即成为网上调侃流行语，并有相关漫画，甚至还有音乐视频。

王的政治生命也因此中止，他被平级调动到波兰工作。 
 
正如四川地震发生后一样，宣传当局加强了法规和审查制度，但此前一些措辞强烈的批评已

经公之于众。南方都市报一篇分析文章的标题是“他妈的奇迹！！！”总部位于北京的经济观

察报在第二批法规公布后，发表了一篇长达八页的专题报告。就连人民日报也警告，不能

以安全作为发展的代价，并使用了“带血的 GDP”这样的词汇。政府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暂
停“24 小时”新闻制作人王青雷的工作，因为他在 7 月 26 日的节目中，不但报导温州，而
且还提到其他受审查的丑闻，例如三鹿公司 2008 年销售添加化学污染物增加蛋白质的牛奶
等。据 Shanghai i s t 博客，他在节目中问到，“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
我们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楼房？”王的微博同样直言不讳。 
 



公共安全引起了其他网路上的冲突。8 月，微博网站删除了有关辽宁省大连市一家遭到暴风
雨破坏的化工厂照片并暂停了一些揭露示威规模的报导。中国媒体分析师金玉米（Jer emy 
Gol dkor n）列举出了 11起当地主要媒体 2011年涉及危险物质掺假食品的报导，包括成长荷
尔蒙引起“自爆”的西瓜，猪肉经化学处理后充当牛肉，转售给餐厅烹饪的地沟油等。卫生

部 6月威胁将把传播食品“错误信息”的记者列入黑名单引起一片哗然。经济观察报说“记
者不安全时，食品更不安全”。9月在调查使用回收油当作食用油的调查中，洛阳电视台记者
李翔问他的微博追随者，为什么安全检查人员没有找到据报导在河南从事此诈骗的团伙。在

接下来的一周，他在从卡拉 OK厅回家的路上被刺身亡。保护记者委员会仍然在调查刺杀他的
动机，警察视此案为抢劫杀人；但其他微博用户说，他是因为其报导而成为目标的。 
  
为了回应网路上的不满，当地政府承诺进行系统性改革，但却很少实现。温州事件之后，三

位上海铁路部门官员被解职，但受害者指责政府推迟所承诺的调查。9 月份公众的信任再次
受到伤害，当时城市地铁营运商说，信号灯故障引起列车碰撞，导致近 300乘客受伤。外国
新闻工作者报导，在地方政府回应抗议承诺关闭大连出事的化工厂两个月后，到 10月份时该
工厂仍然在营运。 
 
有关这些丑闻极其尖锐的辩论通常可以在新浪网的微博上看到。而此前因同样原因而流行的

推特在 2009年被封锁。其他类似的网站也被关闭或者根据监视与审查的需要，通过执照予以
控制。新浪拥有两亿用户，对压力较具弹性，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站。但是随着微博发表越

来越多具有推动力的文章而享有名气并从边缘走向主流，信息官员们开始主张再度进行控制。

8月份，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总部一周后，该公司暂停了两个账户，指控其传播谣言。
据国际媒体报导，10月份，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要“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
引导和管理。”那个月初，国有媒体援引国务院信息办公室消息报导，有一个人因为在网上“散

布谣言”被扣留 15天，而另外一人则被拘留。不清楚这两人使用的是哪些网站。媒体分析师
金玉米 10月给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电子邮件说，“微博上仍然有许多尖锐的东西。但有关网路
实名注册制与打压的传闻仍然在继续。”新浪网拒绝媒体采访，该网站发言人也没有回复保护

记者委员会要求评论的电子邮件。 
 
去年，中国极少当权人物表示,允许公开批评将会增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而支持改革、即
将离职的温家宝总理则是其中一位。据中国媒体项目计划，他在 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对记者说，“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未来的领导人可能会选择跟随温家宝的脚步往前走。随着互联网渗透力增强，中国领导人日

益发现，他们将对习惯于上网，参与和争论的网民负责。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布朗说，

“温家宝的感觉是对的。我认为历史将证明他会笑到最后，因为下一代的领导人将确实更具

改革性。” 
 
不过，由于 2012年的政治接班看起来较为敏感，因此短期出现改变的希望不大。中国共产党
每五年就会宣布重大指示及接班布局。2012年，胡锦涛主席预期将把权力交给目前在政治局
排名第六的习近平。习担任国家主席的任命将在一年一度 3月召开的立法会议，即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上通过。下次人大会议将在 2013年召开。分析师认为，目前排名第七的李克强可能
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 
 
目前政治局的其他七名现任常委今年全都达到了传统 68岁的退休年龄，为下一世代的改革打



开了大门。目前政治局 24位委员中最可能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是其中最年轻的九位，但是他们
也像习和李一样，必须靠强调包括信息控制等党的传统价值，才可能保证得到提拔。 
 
艾德琳是保护记者委员会资深亚洲项目研究员，也是 2010年保护记者委员专题报导“中国：
为媒体权利论战”的作者。她曾在中国和台湾学习中文，并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全球被监禁的记者人数猛增  伊朗最糟  
 
全球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猛增百分之二十以上,达到自 199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中东和北非人数普遍增加。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其一年一度对全球被监禁的新闻

工作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截至 12月 1日为止，全球总共有 179位作家记者、编辑与摄影新
闻工作者系狱，与 2010年的总数相比，增加了 34位。 
 
伊朗是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糟糕的国家，自从两年多前伊朗总统选举发生争端以后，当局

竭力推行反媒体的威胁行动，把 42位新闻工作者投进监狱。厄立特里亚、中国、缅甸、越南、
叙利亚与土耳其也名列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自从 1990年保护记者委员会开始收集编
制年度监禁调查以来，至 12月 1日，美洲首次没有任何一个人因工作被关押。在欧洲和中亚，
关押人数也继续逐渐减少，只有八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是该地区六年来人数最少的一年。

可是这些改进却被中东和北非大规模的监禁所淹没，当地政府监禁了 77名新闻工作者，这个
数字差不多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亚洲和非洲国家也关押了数十名新闻工作者。 
 
虽然伊朗 2009选举后的镇压标志着大规模监禁新闻工作者的开始，但伊朗当局自那以后维持
一种旋转狱门做法，一方面继续抓新人进去，一方面暂时释放一些被拘留者。获暂时释放的

新闻工作者常需交纳六位数的保证金，忍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保持沉默或举报同事。被流放的

伊朗新闻工作者欧米德·梅玛林（Omi d Memar i an）说：“逮捕、审讯和交纳保金的数量都非
常巨大。结果许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他们不应该再触及批评性主题。这确实影响了他们报导

新闻的方式，因为他们时刻处于害怕和胁迫之下。”伊朗编辑、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新闻自由

奖得主穆罕默德·达瓦利（Mohammad Davar i）就是 2011年的囚犯之一。他的网站曾揭露在
现已关闭的卡瑞扎克（Kahr i zak）拘留中心发生的虐待奸淫囚犯等事实。伊朗被囚者中有一
半以上都被指控反政府，与对达瓦利的指控差不多。 
 
诸如叛国、颠覆或者反对国家利益等反政府指控是用来打击全球新闻工作者最常见的借口。

保护记者委员会调查发现，至少有 79位新闻工作者就是因为这些指控而被监禁。 
 
但是，2011 年的调查还发现，未被指控或未经正常程序被关押的人数也有惊人上升。有 65
名，占全球被囚禁新闻工作者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闻工作者，根本没有任何公开披露的指

控就被关押，其中许多人被关在秘密监狱，不能与律师或家人联系。在有些场合，如厄立特

里亚、叙利亚和冈比亚政府就干脆矢口否认这些被囚禁新闻工作者的存在。凡当局可以不负

责任或不按国际常规行事的地方，有关虐待和拷打囚犯的报导就很常见。据未经证实的报导，

已经发现至少有六名这样的新闻工作者在关押期间死于虐待。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案件调查中

将继续将这些被关押者列入其名单。  
 
不需指控就囚禁新闻工作者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最常用的手法。该国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

二多的国家，有 28名新闻工作者身陷囹圄。虽然许多人已经入狱十多年，却无一人公开受到
任何罪名指控。被监禁者包括瑞典籍厄立特里亚编辑达维特·艾萨克（Dawi t  I saac），他从
2001 年政府关闭独立媒体之际就被监禁。尽管欧洲议会不断施压，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
斯·阿费沃尔基（I sai as  Af ewer ki）总是含糊其辞地说艾萨克犯了“大错误”。 



 
在一些国家，当局把矛头针对报导弱势少数民族的新闻工作者。这方面中国做得最为明显，

政府无情镇压那些为该国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发声的编辑和作家。中国被监禁的 27名新闻
工作者中，有 17名报导受压的少数民族。（其他人大多数是表达不同政见的网路作家。）被关
押者包括用新闻日志报导西藏事务的僧人库竹清，他的作品批评了政府的西藏政策。其他人

可能等不到新闻机构或公益团体注意就会在中国监狱里凋萎。中国政治囚犯公益组织对话基

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说：“对因政治罪被拘留或囚禁的人名，我们知之甚少。” 
 
虽然缅甸新文职政府的改革计划得到普遍赞誉，但政府领导对前军人政府严厉打压的做法却

少有改变。截至 12月 1日为止，当局仍然监禁至少 12名新闻工作者，虽然该数字跟前十年
的数据是一致的。但就缅甸的人口而言，这个数字非常高。缅甸是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四

糟糕的国家，被政府关押的人包括流放人士开办的缅甸民主之声的秘密记者哈拉哈拉温

（Hl a Hl a Wi n）。她于 2009年试图报导一篇纪念番红花革命两周年文章时被捕。番红花革命
指的是由佛教徒领导被军队血腥镇压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流放在外的缅甸新闻工作者和设在

泰国的缅甸媒体协会副会长金林（Zi n Li nn）说：“新闻工作者是政治人物之后的第二主要目
标。” 他补充说，新政府成立以后这并没有改变。“我并不期待他们能很快获得释放。” 
 
越南正在对网路报导和评论进行镇压，使它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五糟糕的国家。截至

12月 1日为止在押的全部九名新闻工作者都是撰写政治敏感话题或宗教少数团体事务的博客
作家。在押者中包括范明皇（Pham Mi nh Hoang），这位博客作家撰写有关腐败，环境退化和
政府外交政策失败的文章。 
 
截至 12月 1日为止，全球有 86名新闻工作者主要因为在网路撰文被囚禁，约占保护记者委
员会年度调查数字的一半。这个比例与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好几年来，网路新闻工

作者被关押人数明显大量增长。印刷媒体新闻工作者为第二大专业分类，全球有 51人被囚禁。
其他为电视、广播新闻工作者与纪录片制作者。 
 
去年中东和北非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跃增了约百分之五十。并非只有叙利亚等国家监禁更

多的新闻工作者，为了维持政权，叙利亚专制统治者拼命镇压独立报导，监禁了八名新闻工

作者。稳定的民主国家土耳其也监禁新闻工作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年度调查时，土耳其

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八名。当局一方面增强对库尔德族编辑和作家一贯监禁的做法，一方

面又把矛头对准进行调查性报导的新闻工作者。土耳其被关押者包括艾迈特·席克（Ahmet  
s i k）和讷迪姆·瑟内尔（Nedi m Sener），两人都是针砭政府缺点的著名作家和报纸新闻工作
者。政论博客和伊斯坦布尔 Bi l gi 大学讲师艾坎·萨克（Er kan Saka）说：“这两位新闻工作
者被关押之后，对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威胁就更大了。自我审查也多了。” 
 
虽然绝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是被本国政府关押的本地新闻工作者，但保护记者委员会 2011年调
查发现，其中有八名国际新闻工作者被其他国家关押，包括两名瑞典人，约翰·帕森（Johan 
Per s son）和马丁·希尔贝（Mar t i n Schi bbye）。他们在报导一个分裂主义团体活动时在埃塞
俄比亚遭拘留。共有七人在埃塞俄比亚遭拘留，其中五人的恐怖主义指控含糊其辞或没有翔

实证据。尽管面对国际批评，埃塞俄比亚仍大肆扩大使用其反恐法，并以此对报导反对派组

织的新闻定罪。2009年即将面临监禁时逃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记者卡萨汉·耶尔玛（Kassahun 
Yi l ma）说：“这表示政府毫无顾忌。”他说，任何一位持批评态度的埃塞俄比亚记者都要面对
同样的两难选择：“我们究竟是留在家乡无罪坐牢呢，还是逃亡？” 



 
保护记者委员会证实了两位新闻工作者在受巴林政府关押期间的死亡。卡利蒙·发克罗（Kar i m 
Fakhr aw）是该国主要独立报纸 Al - Was at 的创办者，而扎克雷亚·拉希迪·哈桑·艾尔-艾
希礼（Zakar i ya Rashi d Hassan al - Ashi r i）是他家乡阿尔-戴尔（Al - Dai r）当地一家网站
的新闻编辑，他们两人在巴林监狱期间于 4月的同一周内相继死亡。虽然广传的说法是他俩
被虐待致死，但政府却声称他们是自然死亡。 
 
CPJ 分析调查中发现的其他趋势和细节如下： 
 
l 全球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总数创下自从 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时 CPJ 调查发现身陷

囹圄的新闻工作者为 185人，主要是因为土耳其镇压少数民族库尔德族新闻工作者。相
比 2010年的数据，2011年的增长为十年内单年增长最高纪录。 

 
l 全球至少 78位自由新闻工作者被监禁，占这次调查的约百分之四十五，比例与前两年调

查所见是一致的。自由新闻工作者由于缺乏新闻机构对雇员提供的法律与资金支持，因

此更容易被监禁。 
 
l 反政府指控是用来监禁新闻工作者使用最广泛的指控。其次是违反审查规定，此类案子

为 14件。  
 
l 在 11起案子中，政府利用各种与新闻工作无关的指控来报复持批判态度的作家、编辑与

摄影新闻工作者。这些指控从拥有毒品到逃税等。在列入调查的案件中，CPJ 认为这些
指控非常可能是为了报复新闻工作者的报导。 

 
l 对新闻工作者的其它指控包括刑事诽谤、报导“假”新闻和涉及“侮辱”民族或者宗教

的报导等，构成本次调查所列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其他指控。 
 
l 中国十年多来首次不是头号或并列头号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中国 2011年被取代

不是因为其关押的人数大量减少，而是因为伊朗监禁的人数猛增。截至 12月 1日为止，
中国共关押有 27名新闻工作者，此数字过去几年的纪录是一致的。 

 
l 此次保护记者委员会调查发现古巴 2011年没有监禁新闻工作者，这是自从 1996年来首

次。2003 年，在大肆镇压异意人士后，古巴政府关押了 29 位新闻工作者。去年 4 月，
古巴释放了最后一批当时监禁的新闻工作者。虽然截至 12月 1日，古巴没有记者系狱，
但保护记者协会调查显示，古巴当局仍然继续短期居留记者和编辑，以达到骚扰他们的

目的。 
 
l 由于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倡导，使 2011年全球至少 65位新闻工作者提前获得释放。获释

者中包括两名 CPJ 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古巴作家赫柯托·马塞达·古提耶瑞兹（Héct or  
Maseda Gut i ér r ez）和阿塞拜疆编辑艾努拉·法图拉耶夫（Eynul l a Fat ul l ayev）。 

 
l 另外两位大奖得主，中国的师涛和伊朗的达法里至 12月 1日仍在狱中。师涛正在中国服

刑，他因为泄漏事后被追溯为国家机密的宣传部命令被判监禁十年。 
 



CPJ 相信，新闻工作者不应该因为工作而被监禁。本机构对监禁至少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每一
个国家都送出了信件，表示严重关注。 
 
CPJ 调查反映的是截至 2011年 12月 1日午夜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名单。许多当年内被捕后
获释的新闻工作者并不包括在内；有关这些案件的陈述可在网站 www.cpj.org查阅。列入 CPJ
被监禁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肯定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

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 
 
失踪或包括被犯罪帮派或军事集团等非政府团体劫持的新闻工作者，不列入此监禁名单。他

们的案件被列入“失踪”或“绑架”类。 
 
本分析文章由 CPJ 工作人员撰写，克里斯汀·琼斯参与报导。 
 
 
 
 
 
 
 
 
 
 
 
 
 
 
 
 
 
 
 
 
 
 
 
 
 
 
 
 
 
 
 
 



中国被监禁的记者名单  

中国：27 人  
 
黄金秋（Huang Ji nqi u）  
笔名清水君或黄金（Qi ng Shui j un,  Huang Ji n） ,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  2003 年 9 月 13 日  
 
黄是设在美国的网站博讯新闻的专栏作者，在江苏省被捕。他的家人三个多月都没有接到他

被捕的通知。常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4年 9月 27日以“颠覆国家政权” 指控判他 12年监
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此判决非常重，看来与他有建立反对党的意图有关联。 
 
黄在家乡山东省与广东省当作家和编辑，2000年后到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学新闻。在海外
期间，黄开始用笔名“清水君”为博讯新闻撰写政治评论。他还用“黄金” 的笔名撰写艺
术和文娱文章。黄的文章据称于 2001 年引起政府的注意。据来自博讯新闻的消息，黄告诉
朋友，当局曾与其家人联络，对他的文章提出警告。 
 
2003 年 1 月，黄在其网上专栏中写到有意新组织一个反对党，即中华爱国民主党。在 2003
年 8月返回中国时，他避开公安特务，用仅有的时间探访了山东的家人。在他最后张贴到博
讯新闻的“我和国安及朋友们”一文中，黄描述了被国安特工跟踪和骚扰的情况。 
 
黄的上诉请求于 2004年 12月遭驳回。据设在美国的囚犯公益组织对话基金会消息，黄于 2007
年 7月获减刑 22个月。黄患有关节炎，在江苏省的浦口监狱服刑。博讯新闻 2010年报导说
他要求保外就医遭到拒绝 。 
 
孔佑平（Kong Youpi ng），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3 年 12 月 13 日  
 
杂文作家、诗人孔佑平在辽宁省鞍山市被捕。曾担任过工会干部的他曾在网上撰写杂文支持

民主改革，呼吁释放当时被监禁的互联网作家刘荻并撤销政府将 1989年民主运动定为“反革
命”的决定。 
 
孔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之一号召中国民运活动人士说：“为了更好地争取民主，我们需要一

个组织良好、坚强、有力、高效率的组织。否则，一场在大陆开展的民主运动将一无所成。”

他的多篇文章和诗作张贴在民主论坛网站上 。 
 
1998年，孔参加了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辽宁分部，此后就被关进监狱。据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
组织的资讯和对话基金会获取的法院文件显示，2004年，孔以颠覆罪受审，同案被告宁先华
被指控担任中国民主党辽宁分部副主席。2004年 9月 16日，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孔 15年
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他上诉后获减刑至 10年。 
 
孔患有高血压症，被关押在离家很远的凌源市监狱。该机构报导，孔的视力在恶化。据自由

亚洲电台报导，宁被判刑 12年，于 2010年 12月 15日提前获释。 



 
师涛（Shi  Tao），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4 年 11 月 24 日  
 
前湖南省长沙当代商报编辑部主任师涛 2004年 11月在山西省太原市自己家附近被拘捕。 
 
他被正式逮捕与指控的罪名是“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因为他从自己的雅虎（Yahoo）电
子邮件帐户给美国的网站民主论坛编辑传递邮件。在师涛被捕数月前传出的这封匿名的电子

邮件中，师涛记录了当地宣传部给他所在报纸下达的指示，其中包括如何报导法轮功和即将

临近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 15 周年纪念日的指示。官方的新华社报导说，国家保密局
后来追溯该电子邮件的这些内容定为国家机密。 
 
2005年 4月 27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师涛有罪，判 10年监禁。当年 6月，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申请，并不批准听证。 
 
法院有关此案的文件显示，雅虎曾提供信息帮助中国当局认定这封电子邮件是由师涛发出的。

雅虎参与认定师涛及其他在中国受监禁的持异议人士，激起人们对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和其他

地方压制网路言论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 
 
2005 年 11 月，保护记者委员会把一年一度的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发给师涛，鼓励他勇于维护
言论自由。2007年 11月，美国众院外国事务委员会委员指责雅虎高层在此案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他们早先在听证时错误作证说该公司不知道中国政府寻找师涛帐户信息的意图是什么。 
 
雅虎、谷歌与微软公司后来加入人权组织，学术机构与投资者组成了全球网络倡议，2008年
10月份通过了一套保护网路隐私与言论自由的原则。 
 
人权观察组织 2009 年 10 月给师涛颁发为受迫害的作家设立的“海尔曼 / 哈米特”
（Hel l man/ Hammet t  Gr ant）奖。 
 
郑贻春（Zhe ng Yi c hun），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4 年 12 月 3 日  
 
曾为教授的郑定期为海外网路新闻网站撰稿，其中包括设在美国、隶属于被中国封锁的宗教

运动法轮功网站大纪元。郑撰写了一系列的社论，针砭中共及其对媒体的控制。 
 
因为接到警方警告，郑的家人对他在辽宁省营口市被捕的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国营媒体报

导郑因煽动颠覆嫌疑正式被捕。营口中级人民法院 2005年 4月 26日对郑进行初审，但没有
宣布刑事判决书。7月 21日，他以相同指控再次受审。跟 4月 26日相同，这次审讯又只用
了三个小时。虽然审讯正式对大众“公开”，但除了直接家庭成员和政府官员外，根本不让任

何观察者进入法庭。据当地消息来源称，郑的支持者和一名记者都被挡在法庭外面。 
 
检方引述了郑撰写的数十篇文章，并列举了他呼吁政治改革，呼吁在中国加强资本主义和结

束监禁作家的数篇文章标题为证。2005 年 9 月 20 日，法院判处郑七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
三年。 



 
熟悉此案的消息来源相信，郑受到从严裁决，可能跟中国领导人反对大纪元的系列文章“九

评共产党” 有关。该系列文章称中国共产党为有“杀人历史”的“邪教”，并预测它将灭亡。 
 
郑患有糖尿病，入狱后健康状况下降。第一次的上诉申请被驳回后，他有意继续向较高一级

法院提出上诉，但他的辩护律师高志晟本人也在 2006年 8月被关进监狱。郑的家人无法再找
到愿意接受此案的律师。 
 
2008年夏，辽宁锦州监狱当局告知郑的家人，他患有脑出血症，并在狱中被急救过。郑的弟
弟郑晓春在电话中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没有任何律师同意代表郑申请保外就医。 
 
杨同彦（Yang Tongyan）  
笔名杨天水（Yang Ti ans hui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5 年 12 月 23 日  
 
通常以笔名杨天水闻名的杨同彦，是和一位朋友一起在华东的南京被捕的。他被以“颠覆国

家政权”指控受审，镇江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6年 5月 17日判他 12年监禁。 
 
杨是著名的作家，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常常向包括博讯新闻与大纪元在内设在美国

但被中国封锁的网站供稿。他经常撰写批评执政的共产党的文章，倡导释放被监禁的互联网

作家。 
 
由设在美国的对话基金会翻译成英文的杨案裁决书说，之所以对他严判，是与海外中国公民

进行的网络模拟选举“民主中国过渡政府”有关。杨的同事说，他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选举为该模拟政府的领导人。稍后杨在大纪元撰文支持这个模式。 
 
检方还指控杨将海外的资金转交给判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王文江。杨的辩护律师说，这笔钱

是对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家属进行人道主义帮助，所以转款不应构成犯罪行为。 
 
杨相信审讯程序根本不公平，所以没有上诉。他因反对 1989年动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
者已经在监狱服刑 10年。 
 
2008 年 6 月，山东省当局拒绝给杨的律师，新闻自由公益人士李建强更换律师执照。2008
年独立笔会美国中心 PEN Amer i can Cent er 宣布授予杨独立笔会/ Bar bar a Gol dsmi t h自由写
作奖。 
  
齐崇淮（Qi  Chonghuai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7 年 6 月 25 日  
 
据齐的律师黎雄兵说，齐和他的朋友马士平于 2007 年 6 月 8 日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网站发
表文章，批评山东省一位地方官员。6月 14日两人在新华通讯社的反腐败论坛网站上贴出照
片，显示滕州市一栋豪华的政府大楼。 
 
马于 6月 16日被滕州警方拘捕，指控是携带假记者证。齐的律师黎说，从事新闻工作 13年



的齐是在该省省会济南家中被捕的，一个多星期之后，以欺诈勒索罪名对他提出指控。2008
年 5月 13日，齐被定罪，判监禁四年。 
 
齐被指控在进行几起新闻报导时接受地方官员的现金，但他予以否认。黎律师说，齐被指控

敲诈的地方官员就是受到其报导威胁的那些官员。齐告知律师与妻子焦霞，在 2007 年 8 月
13日被盘问时遭警察殴打，审判休息时再次被打。齐被关押在离家四小时之外的滕州监狱，
使得探监有限。  
 
自由摄影撰稿人马于 2007年底被判一年半监禁。据齐的妻子焦霞称，马已于 2009年获释。 
 
齐原定于 2011年释放。5月，地方当局通知齐法院收到对他不利的新证据。据设在纽约的公
益组织中国人权和自由亚洲电台报导，6月 9日，在他不到三周就可以刑满的时候，山东省
法院又加判他八年监禁。 
 
中国人权引用辩护律师刘晓原的网上文章说，法院审判齐的新罪名是他盗窃了原雇主中国安

全生产报的广告收入。据纽约时报报导，这位新闻工作者的支持者们怀疑，这个新罪名是

齐告诉监禁他的人说，释放后他将继续进行报导而遭到的报复。 
 
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 he n），《西藏电影》  
入狱日期：2008 年 3 月 26 日  
 
据电影制片公司西藏电影的消息，西藏纪录片摄制者当知项欠将在西藏拍摄的录像带送给同

事后不久，就被青海省同德县警方逮捕。后来根据这些录像带制作成了 25分钟的纪录片《不
再恐惧》（J i gdr el）。西藏电影说当知项欠的助手晋美嘉措（J i gme Gyat so）也于 2008年 3
月份被捕，释放后于 2009年 3月再次被捕，原因是他披露在狱中的经历。 
 
西藏电影在瑞士成立。创办人是 2002 年逃出西藏但仍然保持与西藏联系的嘉央慈诚
（Gyal j ong Tset r i n），他是当知项欠的亲戚。嘉央慈诚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自从 2008
年 3月 25日与当知项欠说过话后，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他是后来与亲戚们通电话后，才得知
他被拘留的。 
 
拉萨与中国其他西藏地区和平抗议中国统治西藏 3月份演变成暴动之前不久，该纪录片的摄
制完成。摄制者们曾到西藏各地，让普通人描述奥运会召开之前他们在中国统治下的生活。 
 
有关这些逮捕的消息是该纪录片 2008年 8月份播出时披露的。路透社报导说，《不再恐惧》
首先于 8月 6日在北京的一家旅馆对一小群外国记者播放，第二次再播时被旅馆管理人员打
断。 
 
据国际媒体报导，西宁官员指控当知项欠煽动分裂，并于 2009年 7月用政府指定的律师替换
了他自己的律师。 
 
据家人发表的声明称，青海西宁中级人民法院 2009年 12月 28日以颠覆罪判当知项欠六年监
禁。 
 



据其简历，当知项欠出生于青海，但年轻时就到了拉萨。南华早报 2008年 10月报导说，在
回到西藏拍摄纪录片之前不久，他与妻子拉姆措（Lhamo Tso）和四个孩子迁到了印度的达兰
萨拉（Dhar amasal a）。拉姆措 2011年告诉荷兰国际广播电台，她丈夫在监狱里得长时间的
劳动，并且染上了 B型肝炎。 
 
嘉央慈诚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当知项欠的助手晋美嘉措是 2008年 3月 23日被捕的。据西
藏电影说，晋美嘉措于 10月 15日被释放后披露了他在被拘留的七个月中受到审问者残酷殴
打的情况。据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导，晋美嘉措 2009年 3月再次被捕，
次月被释放。 
 
刘晓波（Li u Xi aobo），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8 年 12 月 8 日  
 
长期倡导中国政治改革并获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撰文被控“煽动颠覆”而被监
禁。 
 
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作者而且也是 300个联署人之一，该宪章倡导普世价值、人权和中
国的民主改革。据国际媒体报导，在该宪章正式公布之前，他在北京被拘留。 
 
2009 年 6 月，刘被正式以颠覆罪起诉，并于当年 12 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决。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外交官被拒绝旁听。2009年 12月 25日，
该法院判决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罪”，被判监禁 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判决书列举刘晓波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设在美国的大纪元和观察等海外网站发表

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文章为证。在被点名作为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证据的六篇文章中，包

括题为“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和“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两篇文章。刘晓

波的妻子对法院说，刘晓波的收入来自写作。 
 
法院判决还列举刘晓波起草并传播《零八宪章》为煽动颠覆的其他证据。2010年 2月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决。 
 
2010年 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 2010年度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中国争取基本人
权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据国际媒体报导，颁奖之后，他的妻子刘霞受到严密监视。 
 
据国际媒体报导，刘在 2011年 9月获准参加了其父的悼念仪式。 
 
贡却才培（Kunc hok Ts e phe l  Gope y Ts ang），《琼迈》   
入狱日期：2009 年 2 月 26 日  
 
据西藏人权组织报导，公安人员是在甘肃省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逮捕网路作家贡却才培的。

据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消息，贡却才培是西藏文化问题网站琼迈藏族文学网

管理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英国传播主任桑德斯（Kat e Saunder s）在新德里通过电话对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她是通过两个消息来源得知贡却才培被捕消息的。 
 



此逮捕似乎是在西藏 1959年 3月起义 50周年之前逮捕作家与知识份子行动的一部分。此起
义以后，达赖喇嘛离开了拉萨。2008年的周年纪念活动引发西藏地区民族暴动，外国记者被
禁止进入该地区。 
 
据美联社报导，甘南一间法院 2009 年 11 月判处贡却才培 15 年监禁，对其指控是泄漏国家
机密。 
 
更噶仓央（Kunga Ts ayang）  
笔名岗尼（Kang- Nyi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9 年 3 月 17 日  
 
据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消息，公安人员在一次深夜的袭击中逮捕了更噶仓央。

该中心说，是从好几个消息来源得知此消息的。 
  
更噶仓央是一位环保活动人士与摄影师，他以岗尼（雪域之阳）的笔名在网路上发表文章。

更噶仓央除了拥有自己名为 Zi ndr i s（随笔）的网站外，也在其他网站发表文章。据设在
纽约的公益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他就西藏的政治问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

“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消息，更噶仓央在 2010年 11月以泄漏国家机密罪被判监禁五年。裁
决是在甘肃省甘南一间法院的闭门审判中作出的。 
 
在 3月 10日西藏 1959年起义失败周年纪念日前后，包括记者在内的好几位藏人被捕。该起
义失败迫使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在 2008年 3月民族暴动后，该地区加强了保安措施。 
 
谭作人（Tang Zuor e n），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9 年 3 月 28 日  
 
谭作人是环保人士与活动人士，他在成都被拘留时，一直在进行有关在四川 2008年 5月地震
中遇难学生的调查。据国际媒体报导，谭认为学校建筑质量低劣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并

计划在地震周年之前发表其调查结果。 
 
虽然正式的指控没有提到他有关地震的报导，但是其支持者认为，谭被拘留与他的调查相关。

相反，对他的指控是“煽动颠覆”，因为他在海外网站上撰文批评军队镇压 1989年 6月 4日
天安门抗议者。 
 
据法律文件显示，当局特别提到他题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的文章为证。这是他 2007年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有关该事件的第一手报导。包括著名艺术家艾
未未在内的证人被拘留，不让他们代表谭在 2009年 8月的审判中作证。 
 
国际媒体报导，2010年 2月 9日，谭作人被判决监禁五年。同年 6月 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驳回了谭作人的上诉。谭妻王庆华告诉香港和海外记者说，谭身患痛风，没有得到足够

的医疗照顾。 
 



买买提江·阿布杜拉  ( Me me t j i an Abdul l a)，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9 年 7 月  
 
据国际媒体报导，阿布杜拉是国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吾尔组的编辑，他被指控在业余

时间管理的维吾尔文网站索尔金（Sal ki n）上张贴文章，煽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骚乱，
于 2009年 7月被拘留。报导称，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间法院 2010年 4月 1日判他
终身监禁。对他的具体指控却没有透露。 
 
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 2010 年 12 月在报导这项裁决时引用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匿名
的目击审判者。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阿布杜拉是向在北京的外国新闻工作者描述骚乱和

翻译索尔金网站上的文章时被盯上的。据纽约时报消息，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通过在该地区的线索证实了对阿布杜拉的审判。 
 
吐尔逊江·艾孜木 ( Tur s unj an He z i m)，《Or khun》  
入狱日期：2009 年 7 月  
 
有关艾孜木在 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民族骚乱后被捕的细节 2011年 3月才开始出
现。2009年 7月 5日，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当地占大多数的穆斯林维吾尔少数
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发生后，警方拘留了外国新闻工作者并严格限制进入互联网数月。 
 
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导说，当地特别边远的阿克苏西部地区

的一间法院 2010年 7月对艾孜木和其他新闻工作者与异议人士进行判决。保护记者委员会研
究表明，好几位维吾尔文网站的管理者因为在互联网张贴文章讨论此前一年的暴动被处以监

禁重刑。 
 
艾孜木编辑著名的维吾尔文 Or khun 网站。住在美国的维吾尔学者艾尔肯·斯蒂克（Er ki n 
Si di ck）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直到 2011年对艾孜木的判决消息透露之前，从暴动发生后，
有关他的情况就一直不为人所知。据斯蒂克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在一次不允许观察者

旁听的审判中，艾孜木被判监禁七年，对其指控不明。斯蒂克是与其家乡阿克苏的人通电话

得知此事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研究表明，中国当局经常限制敏感审判的信息，特别是那些涉

及少数民族的审判。 
 
古丽米拉·艾明 ( Gul mi r e  I mi n)，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09 年 7 月或  8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2009年 7月暴动后逮捕了好几个维吾尔文网站论坛的管理者，艾
明是其中之一。一位目击审判者对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说，艾明 2010年 8月被以
分裂主义、泄露国家秘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被控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艾明的丈夫贝提亚·欧迈（Beht i yar  Omer）对 CPJ 说，艾明在乌鲁木齐地方政府就职，同时
从事兼职副业，在文化网站索尔金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2009年春末被邀请担任主持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当局指控艾明是 2009年 7月 5日大型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利
用维吾尔文网站传播抗议的信息。Sal ki n 网站读者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艾明的网路文章对



政府持批评态度。在 7月的暴动之后，该网站被关闭，其内容被删除。 
 
她还被指控通过电话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她在挪威的丈夫。她丈夫说，他 7月 5日给她打电话，
只是想知道她是否安全。 
 
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此次暴动是由抗议广东省维吾尔族工人死亡引发，后发展为暴力，

最后导致 200人身亡。据国际人权组织和地方及国际媒体报导，暴动发生后，中国当局关闭
了新疆的互联网好几个月并逮捕了数百抗议者。 
  
尼加·阿扎特（Ni j at  Az at），《夏巴南 Shabnam》  
鲁尔尼（Nur e l i ），《索尔金 Sal ki n》  
入狱日期：2009 年 7 月或  8 月  
 
当局监禁阿扎特和单名的鲁尔尼，明显是在镇压维吾尔文网站管理者。据国际媒体报导，阿

扎特被判监禁十年，而鲁尔尼被判监禁三年，对他们的指控是危害国家安全。有关他们被捕

与判刑的具体时间均不清楚。 
 
他们被政府关闭的网站，除了发表有关维吾尔问题的新闻报导，还设有相关论坛。纽约时报

援引他们的朋友与家人说，他们被判刑是因为在被命令删除有关讨论新疆生活困难内容时，

未能及时采取行动。2011年底，有关他们的具体情况不明。 
 
迪力夏提·帕尔哈提 ( Di l i xi at i  Pae r hat i )，《地亚尔网》  
入狱日期：2009 年 8 月 7 日  
 
帕尔哈提是流行的维吾尔文网站地亚尔网（Di y ar i m）编辑,他是 2009 年 7 月乌鲁木齐民
族暴动之后被捕的网路论坛管理者之一。据国际媒体报导，帕尔哈提于 2010年 7月因危害国
家安全的指控被判监禁五年。 
 
2009 年 7 月 24 日，他被拘留并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暴动被审问，八天之后未受任何
指控而被释放过。 
 
他在英国的哥哥迪力木拉提·帕尔哈提（Di l i mul at i  Paer hat i）告诉大赦国际组织说，他弟
弟是 2009年 8月 7日在其公寓中被特工人员抓走的，不过政府并没有发出正式逮捕通知书。
国际媒体援引他哥哥的话报导说，帕尔哈提是因为没有按照官方命令删除其网站上反政府的

评论被判刑的。 
 
海亚特·尼亚孜 ( Ghe yr at  Ni yaz i )  
又名海来特·尼亚孜（Hai l ai t e  Ni yaz i ），《维吾尔在线》  
入狱日期：2009 年 10 月 1 日  
 
据国际新闻媒体报导，安全官员是在尼亚孜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家中将他逮

捕的。尼亚孜是网站管理者，有时也被称为海来特·尼亚孜。他被以广泛使用的“危害国家

安全”指控被判决监禁 15年。 
 



国际媒体报导，尼亚孜受到惩罚，是因为他 2009 年 8 月 2 日接受设在香港的中文杂志亚洲
周刊采访。采访中他说，当局没有采取措施防止 2009 年 7 月发生在西部边远地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民族暴动中出现的暴力。 
 
尼亚孜曾在国营的新疆法制报与新疆经济报工作，直到 2009 年 6 月，是维吾尔在线网站
的管理者与编辑。该网站发表的一项声明援引他妻子的话说，尼亚孜确实接受过外国媒体采

访，但没有坏心。 
 
当局责怪当地与国际维吾尔媒体，为主要是穆斯林居住的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暴

力火上浇油。国际媒体报导，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 l ham Toht i）不但因
该网站的内容被询问，而且还被拘留六个多星期。 
 
扎西拉布丹 ( Tas hi  Rabt e n)，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10 年 4 月 6 日  
 
据设在新德里的亲西藏独立新闻网站 Phay ul 的消息，公安人员以出版被禁的杂志和一系列
文章为由，拘留了扎西拉布丹。 
 
扎西拉布丹是位于甘肃省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学生。2008年 3月西藏民族暴动后，扎西拉布
丹编辑夏冬日杂志。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说，地方当局关闭了该杂志。该组织报导，这位

新闻工作者后来收集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文章，自己出版了名为《血书》的书籍。他在该书的

前言中说，“在这特别令人心痛的事件与特别紧张的一年后，有些话不得不说。” 
 
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该书及其杂志讨论民主和最近反中国的抗议活动；

该书发行 400 册之后被禁。据自由亚洲电台和国际西藏维权组织的消息，扎西拉布丹 2009
年也被拘留过。 
 
据自由亚洲电台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消息，四川省藏族占多数的阿坝州一间法院在

2011 年 6 月 2 日的闭门审判中判处他四年的监禁。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他一位家人的话说，
对扎西拉布丹的指控是分裂主义，但保护记者委员会未能独立证实该指控。 
 
库竹清 ( Dokr u Ts ul t r i m)，自由撰稿人  
中文音译姓名 Zhuor i  Ci c he ng 
入狱日期：2009 年 5 月 24 日  
 
据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消息，库竹清是四川省西

部阿坝果芒寺的一名僧人。2009年 4月因为被指控撰写反政府与支持达赖喇嘛的文章而被拘
留。据设在达兰萨拉的国际西藏邮报（Ti be t  Pos t  I nt e r nat i onal ）称，他被拘留被
释放后一个月于 2010年 5月又再次被拘留。从来没有公布过正式起诉或审判程序。 
 
他的一位亲戚对国际西藏邮报说，在 2010的逮捕中，公安人员搜查了库竹清在寺庙的房间、
没收了文件并要他交出电脑。这位亲戚表示，他和一位朋友计划发表藏族青年有关 2010年 4
月青海省发生地震详细情况的文章。 
 



该中心说，库竹清来自西藏高原的青海省，他管理的西藏民间杂志雪域之魂在他 2009 年被
捕后停止出版。该中心通过电子邮件为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详细情况的 Tashi  Choephel  
J amat sang说，Zhuor i  Ci cheng是他的中文音译姓名。 
 
刘贤斌（Li u Xi anbi n），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10 年 6 月 28 日  
 
据国际媒体报导，四川西部一间法院以刘 2009年 4月到 2010年 2月间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
煽动颠覆罪判他 10年监禁。英国广播公司报导，其中一篇文章题为“宪政民主：走出东方
专制主义藩篱”。 
 
国际媒体报导说，这个裁决非常严厉；煽动颠覆罪一般最高量刑可达五年监禁。刘还在刘晓

波亲民主的《零八宪章》上签字。（获 2010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同样指控被判 11
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中。） 
 
据设在华盛顿的囚犯公益组织劳改基金会称，警方于 2010年 6月 28日拘留了刘贤斌。据保
护记者委员会调查，2011年对他判刑时正值中东和北非的起义引发反政府示威之后对博客与
社会活动人士镇压之际。 
 
刘因参与 1989 年天安门反政府抗议活动曾被监禁过两年多。据纽约时报报导，他后来又因
建立中国民主党支部于 1999年被判监禁 13年，在狱中服刑 10年。 
 
布达（Buddha），自由撰稿人  
蒋哲卓古（Jangt s e  Donkho）  
又名容科（Rongke），自由撰稿人  
格桑金巴（Kal s ang Ji npa）  
笔名加米（Gar mi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日期：2010 年 6 月和 7 月  
 
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上述三位男子是被关闭的藏文杂志夏东日撰稿人，他

们是在位于四川省西南藏民居住的阿坝州被拘留的。 
 
自由亚洲电台说，作家和编辑蒋哲卓古以念（Nyen，意为狂野）的笔名发表文章，他是在
2010 年 6 月 21 日被拘留的。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消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容科
（Rongke）。许多西藏人使用单名。 
 
布达是一位执业医生，他于 6月 26日在其工作的阿坝一家医院被捕。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当
地消息来源报导，笔名为加米（Gar mi，意为铁匠）的格桑金巴则是在 6月 19日被捕的。 
 
阿坝中级人民法院 2010年 10月 21日对他们集体审判，根据他们在 2008年 3月暴动之后撰
写的文章，被指控煽动分裂主义。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导说，法院后来判决

蒋哲卓古和布达各四年监禁，格桑金巴三年监禁。2011年 1月，该电台报导，他们三人被关
押在四川省会成都附近的绵阳监狱作重体力劳动。 
 



据翻译夏东日杂志的公益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消息，夏东日收集了 2008年 7月发表
的文章并在中国西部分发，后来被当局关闭。作家们抨击中国践踏西藏人权、为被镇压的历

史悲哀并质疑官方媒体有关 2008年 3月暴乱的报导。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布达的文章《事后聪明与反思》（Hi nds i ght  and Ref l ect i on）在起诉
中被当作证据之一。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翻译，布达在文章中说，“如果发展意味着当

前的标准与半个世纪之前的生活条件几乎无区别的话，为什么西藏与中国大陆建设和发展的

步伐会如此不同？” 
 
夏冬日的编辑扎西拉布丹同样也在 2010年被监禁。 
 
久烈达瓦（Jol e p Dawa），《时代的我》  
入狱日期：2010 年 10 月 1 日  
 
据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和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的消息，西藏作家与编

辑久烈达瓦 2011年 10月被四川省西南部阿坝的一间法院判三年监禁。 
 
他们说，自从 2011年 10月 1日起，久烈达瓦就被拘留，一直没有审判。具体的判决时间没
有报导，对他的指控也没有披露。据自由亚洲电台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的消息，同时是

教师的久烈达瓦编辑藏文月刊时代的我。 
 
陈卫（Che n We i ），自由撰稿人  
入狱时间：2011 年 2 月 20 日  
 
据国际媒体报导，在网路匿名号召在中国发动非暴力的“茉莉花革命”之后，全国有几十名

律师，作家与社会活动人士被捕，陈是其中之一，他是在四川遂宁市遭警方拘留的。据设在

香港的中国维权人士报导， 3月 28日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正式起诉。 
   
据该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消息，陈的律师郑建伟曾屡次试图探访他，

但直到 9 月 8 日才获准见面。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警方挑选陈卫给海外网站所写四篇亲
民主的文章作为对其刑事起诉的证据。负责此案的检方曾两次驳回警方，原因是缺乏证据,
因此不知他何时会被审判。 
 
在“茉莉花革命”后遭拘留的另一位作家冉云飞也被指控颠覆罪，但在 8月获释。据保护记
者委员会调查，他和其他几位人士仍然处于限制性的监视居住中。据中国维权人士报导，至

少还有其他两位活动人士因在网路传递有关抗议的信息仍在刑事拘留中。但在公开报导中，

只有陈的案件与独立新闻写作有关。 
 
交巴李加 ( Choe pa Lugyal )，自由撰稿人  
笔名  Me yc he h 
入狱时间：2011 年 10 月 19 日  
 
据北京的西藏评论员唯色（Woeser）和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的消息，交巴李加是
一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以 Meycheh 的笔名（意为火）发表网路文章，公安人员于 10 月



19日在他位于甘肃省的家中将其拘留。据该中心消息，交巴李加写了好几篇印刷和网路文章，
其中包括在西藏杂志夏东日发表的文章。 
 
中国当局关闭了 2008 年藏族与汉族民族暴动后出版的夏东日并监禁了数名撰稿人，其中包
括布达，蒋哲卓古和格桑金巴。其家人说，编辑扎西拉布丹 2011年 7月被判监禁四年，对他
的指控与分裂主义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