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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台湾新闻工作者抵御北京的影响	  
作者：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撰稿人	  

	  

	  “自我审查—就如瘟疫和癌细胞的增长一样，每天都在成倍增加。香港媒体机构
大多数都由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大亨们拥有。他们不想失去来自中国公司的广告收

入，他们不想惹怒中央政府，”香港立法会议员与前新闻工作者毛孟静如是说。	  

这样的评价不会令人感到惊奇。	  香港一半以上的媒体业主都接受了中国主要政治
议会的任命，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近被任命为两会之

一委员的包括星岛新闻集团的何柱国、Now宽带电视和信报财经新闻的李泽楷，
以及有线宽频的吳光正。新闻工作者和学术界人士说，他们担心香港的媒体领袖正

被吸纳入政治精英圈。	  

另外令人担忧的是香港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针对新闻工作者的人身攻击，以及当地立

法机构采取有碍于新闻报道的措施。	  	  

新闻工作者说，同时在台湾，许多媒体业主与北京有密切的商业关系，因此都不愿

意引起大陆不满从而危及这种关系。台湾媒体也易受中国利益集团以广告形式进行

金融干扰的影响—包括某些假装成新闻的广告。	  	  

部分由于香港和台湾的新闻机构在过去提供完整与独立报道中国的新闻，弥补了受

严格限制的大陆媒体留下的间隙，因此这两个地方的新闻自由状况非常重要。任何

包括自我审查等干预的增加，都将伤害香港和台湾媒体扮演舆论监督角色的能力。	  

香港 1997年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控制后，被授予高度的自治权，在“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的框架下管理其事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社会主义至少 50
年不会在香港实行，当地居民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受伦敦北京与达成的香港基本法保护。基本法实质上为香港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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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17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较低。香港大学 201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
示，一半以上的公众相信，当地媒体实行自我审查。联合国也表示类似的担忧，并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2013年 3月的会议上督促香港政府“采取严格措施来撤
销一切对言论自由的不合理直接或间接限制，尤其是对媒体和学术界的限制，并落

实包括调查记者受袭等有效措施，以及公众从公共机构获取信息的权利。”	  

据香港记者协会 2012年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查，香港媒体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
我审查以及越来越多针对新闻工作者的人身攻击和威胁。在接受调查的 663受访
者中，近 40%的人说，他们或者他们的主管最近都低调处理对中国中央政府、广
告商、媒体业主或者地方政府不利的信息。自从 1968年以来，香港记者协会一直
在追踪香港的审查情况。	  

伴随自我审查问题的还有，中央政府有时直接对香港媒体直接施加压力。香港记者

协会副主席任美贞说，过去北京在给香港媒体业主传话时采取小心谨慎的办法，例

如通过中间人与报纸编辑对话等，很少听到中国官员直接与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联系

的事情。“现在玩真的了”，	  任美贞在一次采访如是说。	  	  

任美贞和毛孟静委员均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她们相信北京干预媒体对

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是转折点。据媒体报道，在香港现任领导梁振英竞选活动
中，中国在香港的代表机构中联办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曾给香港信报财经新闻业主打

电话，抱怨该报对梁的批判性报道。任美贞说，“那是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人们都颇感惊奇。”虽然该日报的业主李泽楷表面不亲北京，但其父李嘉诚不但是中

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而且也是亚洲最大的富翁之一。李家父子都是政协委员。	  

该报三位记者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自从中联办打电话后，他们被主管命令

少写有关批评香港领导的报道，即使有大量证据，也不要发表有关梁及其政府的负

面看法，即使是评论版也如此。该报执行编辑陳伯添没有回答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

会请求评论的电子邮件。	  

该报一位记者说，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越来越习惯自我审查和来自北京的压力。他对

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香港再也没有真正具有‘独立思想’的媒体或者以中

立为目标的媒体了。这不是说，新闻工作者不再坚持他们的道德。通常，当新闻工

作者意识到编辑不接受某些‘敏感’新闻建议和他们得知何处是界线时，就会出现

自我审查。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你要么接受现状，要么辞职。”就如大多数

接受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访谈的新闻工作者一样，这位受访记者要求匿名，因为

担心工作受到影响。	  

另外，也是在 2012年的竞选中，亲北京的成报大肆竄改评论员刘锐绍的评论文
章，结果发表的东西与其意愿大相径庭。刘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他抨击梁

和他的主要竞选对手唐英年，但编辑“修改我的专栏 11处，使我似乎成了梁的支
持者，而我文章明确表示我谁也不支持。”成报总编辑开始时曾表示道歉，但一个

月后在刘撰写悼念中国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文章后，终止了刘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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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做编辑和评论员 40多年的刘锐绍说，“自从回归以来，香港各种媒体的自
我审查明显恶化。北京对媒体的影响非常有效，例如威胁取消广告、伤及媒体业主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以及收紧对信息的释放等。”	  

壹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黎智英说，自从 2003年以来，他的出版物一直受到中国广
告商的抵制。壹传媒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批判性、发行广泛的中文苹果日报和其他新

闻杂志。黎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因此，作为媒体业

主，你会认为如果取悦中国，你将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获得好处。好笑的是，我

真的想不起香港有哪一个亲中国的媒体业主真正因努力取悦中国而真正得到好处。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共产党玩游戏，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一旦他们抓到你，他们

就拥有了你。”	  

黎说，作为香港最大的上市媒体公司，壹传媒不用广告也能生存，“但是这会置其

他任何不愿走亲中国路线的新创媒体于死地。”	  

	  *****	  

最近几年，香港的大多数新闻媒体已经沦为亲北京或者反对北京两大阵营。许多中

文媒体依靠报道耸人听闻的犯罪和明星新闻提振销售。其他则完全聚焦商业新闻。

对于服务于当地说英语的受众与国际读者的英文媒体来说，南华早报和英文虎报	  
曾激烈竞争，争当老大。现在只有少数国际媒体在香港设有分社报道当地新闻，从

2007年开始，英文虎报已经瘦身为免費的日报，南华早报因此几乎成了垄断香港
的英文媒体报道。	  

据刘锐绍介绍，在广播媒体方面，北京施加的影响更大，因为营运新闻成本之高使

得独立媒体几乎成为不可能。政府也在收紧对广播媒体的执照，政府可以不需提供

任何解释而不批准申请。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不久前还是香港两家免费电视广播业者之一。该电视台
一名新闻工作者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该台员工很难挑战电视台经理主动审

查报道的迹象。她说，“我们台曾收到公众投诉说我们好像亲政府，但却很难证明

实际存在的审查。例如如果一个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纪录片被取消，经理们不会明

白说出理由。他们可能会对制片人说，他们的作品有偏见，因为他们没有征求亲北

京和效忠北京人士的观点。”	  

亚洲前哨（Asia	  Sentinel）是一家根据来自新闻工作者的匿名线索监测香港新闻自
由问题的独立新闻网站。该网站编辑伯瑟尔森（John	  Berthelson）对保护新闻工作
者委员会说，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希望外国观察人士了解，“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非常

重要的时刻正明显面临危险。香港正处于危急关头，与大陆的关系紧张。在香港公

民和梁之间，仿佛对大陆存在大量敌对情绪。”他说，中央政府“希望事情平息下

来。”	  

自从 1993年默多克的新闻公司将南华早报出售给马来西亚华裔巨商郭鹤年以来，
该报总编辑不断更换，自我审查比其他媒体更为明显。郭鹤年在中国的豪华酒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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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拉拥有控股权，并在其他资产中拥有大量股权。作为亚洲首富之一，郭鹤年在

1997年回归的过程中，被选为北京香港未来事务的顾问之一。香港媒体评论员指
责他亲建制并强迫一系列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编辑和记者离职。郭鹤年否认此指

责。但是例如在 2000年，他公开声讨前中国版编辑林和立[的文章]	  “充滿了歪曲
事實的推測。”林和立不久即辞职，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学。林和立对保护

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郭鹤年早期就投资中国，并与包括朱镕基在内的一些高层领

导人有个人关系。他说，“当然他不希望我撰写任何令中国尴尬的文章。”	  

在 2012年 1月被任命、且为首位大陆总编辑王向伟的领导下，南华早报再次引起
争议。2012年 6月，资深编辑普莱斯（Alex	  Price）质疑王向伟为什么将有关天安
门异议人士李旺阳死亡的重要突发性新闻缩减为刊登在报纸后面几页的简讯时，这

种紧张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发展。根据媒体后来发表被披露的电子邮件，普莱斯在电

子邮件中说，“这看来太像自我审查了。”王向伟则回答说，“我不须要向你解释

什么。这是我做的决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如你不喜欢，你自己该知道如何

做。”	  

随后，25,000人走上香港街头要求彻底调查李旺阳死亡的原因，他的死亡此前已
被定为自杀。大多数香港报纸在头版特别报道了他的死亡，而南华早报也随大流发

表了好几篇强劲的文章和评论，其中一些就出自王向伟之手。但是这并不足以转移

更广大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对该报自我审查的指控。亲民主的活动人士在该报办公楼

前焚烧南华早报，编辑部成员签署请愿书表示对报纸信誉的担忧。23位南华早报
的前新闻工作者发表给主管的公开信说，“南华早报编辑部不断变化意味着报业主

要么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要么他们想要的是有信誉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不愿意提供

的东西。”普莱斯告诉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他给王向伟写电子邮件时就知

道，其后果可能会丢失工作。	  三个月之后，南华早报拒绝续签他的合同。	  

在回应员工担忧和同时给予 Asia	  Sentinel网站的邮件中，王向伟讲到了他和普莱斯
的电子邮件。王向伟说，“该问题应该以一种更加建设性的方式解决。我想明确说

明的是，我没有淡化李旺阳的故事⋯⋯	  在该消息出现首日，我没有优先报道，是
在等待有关此事更多的事实和细节，我们最终发表了三篇头版文章，两篇社论，还

有其他包括我撰写的两篇文章在内的好几个重要版面的文章。”	  

在北京为南华早报撰稿 20年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慕亦仁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
说，“问题是外部不知道内部审查了什么。外部不知道的东西正是被忽视、被打压

或者被重写以低调处理批判性报道的东西。”	  慕亦仁因调查性报道和人权报道而
著名，但他在南华早报工作的最后九个月，该报只发表了他的两篇新闻报道，其中

一篇是关于大熊猫的报道。他说，“我不相信中国版的编辑们拒绝我全部的报道建

议。我认为是[王]向伟叫他们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东西。”2012年 5月南华早报终
止了他的就业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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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记者协会记录了好几起对新闻工作者的暴力袭击，这在过去的香港是少

有的情况。据媒体报道，其中发生在 2013年 6月 30日的袭击是针对壹传媒的，
当时三个蒙面男子汉用刀子威胁该报发行工人并焚烧了 2	  6，000份苹果日报。	  

该月稍早，另外一家媒体也遭到袭击，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发行人陈平被一群
身份不明的男子乱棍袭击。这家设在香港的杂志以直言报道大陆敏感问题著名。	  

对于谁幕后操纵袭击，壹传媒业主黎智英毫不含糊。他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

说，“香港警方已经努力处理这些袭击，他们在我家和公司附件派了巡逻。但是香

港不能到中国追踪人，而这正是袭击之源。”他补充说，“别担心，他们不会烦我

的。”	  

	  

这一系列袭击事件发生在压制性法律措施的背景下。香港政府已经提出或通过伤及

新闻采集中最基本的東西—	  也没有通过扩大公众获取信息的法律。香港的新闻工
作者一直在呼吁信息自由法和信息存档法。据香港大学媒体法和伦理副教授、香港

媒体法：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专业人员手册一书作者维斯豪斯（Doreen	  
Weisenhaus）认为，香港确实有查阅规定，但因为并不要求政府保留记录，且政
府可以拒绝披露任何其认为敏感的信息，因此这些规定毫无意义。她说，不用给出

任何理由，政府官员可以简单的对新闻工作者说，记录已被销毁，或者某些信息不

能披露。	  

香港私隐法条例是 2013年 4月生效的。根据该条例，如果新闻工作者披露的信息
“导致心理伤害”或者“导致损失”，将面临五年的监禁或者最高可达一百万港元

（129，000美元）的罚款。该法律还给予调查性报道目标要求“查阅”新闻工作
者收集到的“个人资料的权利。”新闻工作者可以辩护，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

的报道符合公众的利益，但是法律的这一方面是模糊不清，定义是含糊的。在被要

求澄清公众利益的定义时，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专员蒋任宏对保护新闻工作

者委员会说，“这要由法官根据个案来评估投诉。”	  

香港立法机构还提议引入宣布盯梢为非法的议案，如果执行，这可能被当作阻止新

闻工作者在公共场所等待采访的工具。维斯豪斯说，“根据提议的法案，新闻工作

者可能被视为讨厌的人。如果他们到现场，其新闻的目标可能会叫来警察，而新闻

工作者可能被驱离。香港一直抱住从英国继承下来的许多旧法律不放，包括对法院

报道的限制，蔑视法庭和诽谤等，”而其他前殖民地则已经往前迈进了。	  

	  *****	  

在台湾，新闻工作者说，他们也感觉到来自中国、与香港同事相同和不同的压力。

大多数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在台湾采访的记者也要求匿名，因为担心就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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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香港，大多数台湾媒体是由拥有许多生意的个人支持的。台湾的新闻媒体长期

以来政治立场明显不同而泾渭分明。一些公开支持赞成与中国更大统合的国民党，

另外一些则支持坚定亲独立的民主党。	  

新闻工作者说，为了保护各自在大陆商业利益的扩张，上述两边的媒体业主都在伤

害中国的自由媒体。随着亲中国的巨头努力垄断无线电波，特别是广播媒体最近受

到抨击。但是与香港不同的是，广播媒体已经不再受政府执照和节目审查的限制。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在中文媒体自由时报从业 16年的记者陈晓眙说，“就像
在香港一样，台湾媒体巨头老板不断在推动他们的媒体公司拍北京的马屁，因为他

们和中国做生意。”她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台湾媒体也越来越依靠中国

的广告，他们自我审查更多的因为金融，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亲独立的英文报纸台北时报新闻副主编科尔（Michael	  Cole）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
员会说，“不批评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

逐渐将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新闻机构挤走。”	  

台湾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是政府控股 50%的新闻机构。该社一位新闻工作者说，干
预也来自地方政府。她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我们不是喉舌，但无论是哪

一个党执政，政府都会对我们有某种影响。有些政治上敏感的新闻需要得到我们总

编辑最后放行，才能发表。”	  

另外一份英文报纸中国邮报的一位记者对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我的许多

[同事]抱怨，他们的老板经常接到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的电话，劝他们不要撰写或者
发表某些东西。”	  

新闻工作者还警告，北京可以绕过意欲阻碍大陆影响当地媒体的台湾政府规定。按

照 1993年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原则，中国新闻机构需要台湾政府批准才能进
入台湾市场。但在 2011年 4月，历来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时报重新发表了七篇源自
中国官方媒体的文章。该时报并没有公布这些文章的来源，在被批评其绕过 1993
年的指导原则后，该报纸回应说，其内容来自总部设在曼谷、合作共享内容的亚洲

新闻联盟。而中国政府拥有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是该网络的成员。	  	  

新闻工作者还担心来自香港对台湾媒体越来越多的投资。禁止中国投资当地媒体的

规定不包括香港。监测来自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投资和新闻产品，以保证没有大陆影

响的责任落在台湾立法者的头上。	  

台北时报的科尔说，“立法者是否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值得高度怀疑。台湾政府在

有影响力的人与北京打交道时很容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报纸接受北京的现

金，刊登假的广告和有利于中国单方面文章的许多案例已经被证实。虽然立法者明

白这一点，但要亿万富翁媒体业主支付罚金未必就是有效的威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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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指的巨头是 2008年收购台湾媒体巨擘中国时报集团的蔡衍明。蔡是靠出售速
食品和饮料发家的，在中国有一百多家加工厂，被福布斯杂志列为 2013年台湾首
富。	  	  

该集团的旗舰报纸中国时报不断被监管机构罚款，原因是将北京购买的广告当作新

闻报道发表，也不断因为发表单方面有利于中国的报道被批评。2010年后期，
“置入性营销”受到公众关注，主要原因是中国时报老资历记者黄哲斌——辞职抗

议，导致公众抗议终止这种做法。2011年，台湾立法者修改立法防止台湾政府机
构利用公众资金支付“付费新闻，”但是修正后的法案并不适用外国政府，意味着

立法机构在加强保护不受北京干扰方面无所作为。台湾监管媒体的主要机构，国家

通讯传播委员会没有回答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问询。	  

中国时报在 2012年的论争中再次受到打击。根据大陆制定的一项严格原则，当时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秘密调查发现，中国的一位媒体官员付费安排该报报道福建省

长苏树林的访问。	  

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蔡因为他与北京的紧密关系和中国时报“极端自我审查”的

“古怪”例证而著名。在中国邮报工作的这位新闻工作者说，“我认为蔡操纵台湾

舆论是不会得逞的。台湾人民并不笨。他们不会被他的报道洗脑。”（英文的中国

邮报与中国时报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时报的直接竞争者。）	  

2013年初，蔡采取行动想控制台湾最大的报纸，即壹传媒的苹果日报。10万以上
抗议者游行反对此收购，大众的不满有效的使得该计划流产。	  

不过蔡的媒体帝国持续扩张。2012年 7月，在一年半的审议后，监管机构批准了
他的公司，即旺旺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台湾最大有限电视供应商之一的中嘉網路。批

评者为该决定感到震惊。台北时报在 2013年 2月的社论中写道，	  该交易使得蔡
“有效控制约三分之一的台湾媒体市场，包括 23%的全部有线电视订户。”	  

*****	  

鉴于北京与台湾统一的目标，许多评论员认为，北京一直坚持香港“一国两制”的

框架，部分原因是对台湾表明，统一以后台湾将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前民进党立

法委员林浊水 2012年在台北时报上写道，北京计划适得其反。他以 2012年 7月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香港招待会作为香港对北京不满的例子。林写道，“就在胡锦

涛发言之际，会场上有人高呼为 1989年天安门民主起义参与者平反和终止中国一
党专制的口号，而大批的民众在会场外抗议。当晚的抗议活动吸引了 10万人参
加。”香港人民一直呼吁北京重新评价对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指责，抗议活
动最后以六四军队镇压，多达数千平民被枪杀告终。	  

胡锦涛访问期间，香港新闻工作者也展现了他们将为香港地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而战的决心。胡锦涛在参观一个邮轮码头时，苹果日报记者对胡大声提问。记者韩

耀庭说，“胡主席，香港人民希望看到 64平反，你听说了吗？”安全官员立即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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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并控制韩 15分钟，但是其他记者继续高声向胡发问，后来又围住一位警官，要
他解释为何拘留同事的原因。	  	  	  

*****	  

在主流媒体日益妥协的情况下，香港和台湾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寄希望于独立网路新

闻媒体的发展。与大陆不同的是，政府审查者不控制香港和台湾在互联网的表达意

见。台湾中国邮报前记者 Lin	  Yuting说，在他 2012年离开该报之前，他看到中国
公司更多的社论性广告影响以及每周由中国大陆媒体提供的生活方式插页。他对保

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说，“同时我已看到台湾网络论坛与行动主义（activism）网
站令人耳目一新的成长。”	  

曾任南华早报前中国版编辑的林教授同意有关网络媒体可成为受审查越来越严的主

流媒体机构另一种选择的观点。他说，“北京一定非常高兴。从目前来看，至少在

香港，北京已经达到了目的，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进行自我审查。只有壹传媒在坚

持。但是情况并非完全暗淡无光，因为网络媒体正在兴起。”	  

其中一个迹象是，在政府拒绝给香港电视网络颁布免费广播电视执照后，成千上万

抗议者在 2013年秋持续数周示威，说明公众已经准备好在香港的媒体自由方面给
政府施加压力。该新兴电视台承诺播放批评性节目。政府对拒发执照不说明原因，

引起人们怀疑北京的影响是幕后推手。抗议者们挥舞标语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

息，要求“公仔箱，不要黑箱作業”或者“垄断性”制度。	  	  其他人则表达了他们
对闭门发照作业是香港未来选举前兆的担忧。	  

香港将在 2017年选举下一位领导人，而北京承诺这将是按照普选原则，即每一个
公民都有选举权进行的首次选举。但是北京已经排除公开提名特区首长候选人，意

味着候选人将由充满北京支持者的委员会提名。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说，“紧张将持续升级，香港新闻是否在 2017年前持续
强劲事关重大—国际媒体也应该密切关注。不然的话，公众怎么知道他们该反对什

么？	  ”	  

作者不愿公开姓名以避免就业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