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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捐和遗赠。如想捐赠，请访问 。

如想捐赠，请访问 www.scholarsatrisk.org 。

ISBN #: 978-0-9994844-7-0

鸣 谢



内容概要   2  

引言  6  

方法   8

中国高等教育概述   1 1

学者和学生在中国大陆所受威胁   16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自由   30

对香港和澳门的打压   40

国外高等教育在中国   52

中国党国的长臂   60

分析和建议   74

附录:事件清单   78

附录:其他资料   82

目录



内容概要 | 4

 《走 向卓越的阻碍：学术自由和中国对世界一流大
学的追求》对学术自由在中国和与中国有跨境

学术关系之地所面临的多种压力和威胁进行审视*。本报
告基于对熟悉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国和国际知情人士之采
访、来自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 下称SAR）学术
自由观测项目（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
的数据† 、法律文件和规章制度、政府官员的陈述，还有人
权组织、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报道和研究，旨在提高对这些
压力的认识和理解，并为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政府、高等教
育界和公民社会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在中国大陆，国家和大学当局采用一系列手段对学者
和学生进行恐吓、惩罚，让他们噤声。这些手段包括：对互
联网接入、图书馆、和出版物进口加以限制，影响研究及
学习活动；下令禁止讨论及研究党国（Party-state）认为有
争议的话题；监控及监测学术活动，导致革职和自我审查；
限制旅行，破坏跨境思想流动；使用拘留、起诉及其他强
制手段对批判性的探索和表达进行报复和限制。中国共
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大力使党的意识
形态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重点，在此行动中，上述限制和

* 本报告重点关注在中国管辖控制下的、位于本国及海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人员。
†  学术自由观测项目调查并报道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界所受的攻击。如想了解更多，请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actions/academic-freedom-

monitoring-project/。

侵犯加深，行动具体内容包括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
面向教师队伍展开党的意识形态培训、将对党的忠诚与
研究资助机会挂钩。 

身处及来自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者
和学生称，在中国日益森严的安全政策下，监控、审查和
监禁的威胁十分严重。同时，由于语言政策倾向只用普通
话，这些学者和学生在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方面有许多困难。
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多来自新疆少数民族群体的学者
和学生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政府镇压之目标，许多权利
团体和专家认为这场镇压行动造成超过一百万人被不公
拘禁于所谓的“再教育”营，或是失踪。

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大学界多年来享受相对较
高的学术自由，但其思想空间正在压缩。2014年的那场民
主抗议成为香港的分水岭，北京方面日益加大对高等教
育和公民社会的影响力，手段包括试图消除异见和批判
性探索。在一程轮渡之外的澳门，学者和学生在一个学术
自由和优质高等教育所需条件被侵蚀的环境中工作学习。

在这些压力存在的同时，国外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大
学合作，在大陆成立合办机构。虽然这些机构为国际研究、

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培养已经与世界一流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过去几年，他们的进展引起全 
球关注，世界各国大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的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纷纷前往中国学习、教课、做研究。但是，在中国雄心勃勃地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工作时，对优质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尊重学术自由及其他人权方面却没有跟上，使得学者和学生
身处险境，也使得中国是否能实现目标成了未知数。

内 容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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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习提供重要机会，但人们担心这些机构是否能不
受政治影响而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也担心参与其中的
学者和学生是否能够在校外如此严重的压力中顺利开展
工作和学习。鉴于上述及其他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外高等
教育机构选择退出合办机构或是缩减在华机构的规模。

中国的长臂还伸向了位于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群体。
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以及他们的非中

国同学和同事，都在学术活动和内容上受限，并因学术活
动和内容遭受报复。其中有学者和学生称，他们受到监视、
恐吓，面临强制性的法律行动，以及被中国当权人士及其
盟友在国外校园公然限制言论。这些言论包括对孔子学
院本身及其是否符合东道院校学术自由的价值观之疑
虑。与此同时，国外政府官员以及政治人物笼统地指控海
外中国学者和学生与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有关联，引出一
些政策及行动，威胁无辜中国学者和学生在海外参与学
术活动的能力，同时也给该群体冠上污名。

学术自由所受打压的影响范围远不止成为直接目标
的学者和学生；这种打压还向中国和全球教育界发送一
个信号，那就是：有些问题和思想是不能碰的。而且， 
由于界定禁区的边界很模糊，学者、学生、院校只能自我 
审查，压缩探索和表达的空间。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的中国研究学者
林培瑞（Perry Link）将这种现象称作“吊灯里的巨蟒”：它
现在静静地待在吊灯上，但随时都有可能突然下来大快
朵颐。中国政府乐见这种模糊性，因为“每个在它阴影里
的人都会做出或多或少的调整，一种非常‘自然’的调整”*。

要尊重学术自由以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
我们需要对眼前的问题有更深了解，同时需要强有力的
全球对话和响应。为此，本报告旨在对中国及中国的境
外学术关系所到之处影响学术自由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
这不是一份对中国高等教育或人权的完整研究。报告提
出的一切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报告描述的压力也许无法反映多数在华学者和学
生的日常经历，尤其是在他们的专业或学术兴趣与党国
的当前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确实，许多在华学者或学生也
许认为他们在教学或研究兴趣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
关键并不在于有百分之多少的中国学者、学生、院校或其
合作伙伴经受过本报告描述的压力。关键在于，任何一位
学者或学生的学术自由遭受侵犯都会威胁每一个人，还
在于，任何学者、学生、院校、或合作伙伴在上述一致利益
发生改变之时都有可能遭受这种压力的威胁，而且经常
是在很少或毫无警告的状态下。

* Perry Link，“中国：吊灯里的巨蟒”，《纽约书评》，2002年4月11日，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2/04/11/china-the-anaconda-in-the-chandelier/。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存在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但其在
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一些特定院校的发
展和特定学科的进步。但这种进展并非白手起家，因为中
国高等教育及研究所参照并用作基础的教学、研究、学问
是在海外学术更加自由的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因此，问题
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在没有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实现打造世
界一流大学这一至今仍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在于中国在

依靠别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能将建设及
保持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工作做到何种程
度，也在于海内外中国学者提出并分享
自身独特观点、创新力、见解的能力会
受到何种损害。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海外
高等教育界应如何回应本报告所提问题，

包括他们是否应该在中方没有提供同等自由度和公开度
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与中国高等教育界进行完全自由和
公开的接触。 

本报告欢迎读者对这些问题和疑问进行认真思考。学
术自由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远大目标；
本报告为如何提高学术自由提供建议，重点强调更广泛
对话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坚持中国在保护学术自由和人
权方面负有责任。

具体来说，SAR促请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政府当局，高
等教育领导人和公民社会：

 • 以符合中国在国际法规定下的义务之方式维护学
术自由及机构自治； 

 • 避免直接或间接参与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境内
外的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和攻击； 

 • 无条件释放或要求当局释放被不公监禁的学者、 
学生、高等教育界人士，包括被拘禁于所谓“再教
育”营的人士； 

 • 去除基于意识形态的信息获取限制；中止并减少
意识形态教育及研究资助项目； 

 • 避免采取影响学者和学生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监
控机制；

 • 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和学者能够公平接受优
质高等教育；

 • 在境外合作伙伴关系中维护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 
 • 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自由接触国际社会；以及
 • 鼓励院校、学者、学生就学术自由及其对中国推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展开对话。

SAR促请中国之外的各国当局、高等教育界、公民 
社会：

 • 为受到威胁或惩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提供支持，
方式包括将他们视为院校访客进行接待，以及在

  对优质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尊重学术自由及其他   
  人权方面却没有跟上，使得学者和学生身处险境，
  使得中国是否能实现目标成了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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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同意下为在中国被非法监禁的学者和学
生发声；

 • 监督和调查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和攻击之指控；
 • 促进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学术自由，方式包括

确保校园空间及活动不受监视，恐吓或骚扰，也包
括采取其他公开和个人行动，表明对在校中国学
者和学生的包容和安全之承诺；

 • 确保包括与中国院校的合作在内的所有国际 
高等教育合作维护并促进学术自由、机构自治以
及其他高等教育核心价值，并于必要时实施相关
机制，检视并回应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和攻击； 

 • 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学会、媒体在其对国际高等
教育的排名和评估中加入对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
的考量；

 • 鼓励院校、学者、学生就学术自由及其对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要性展开对话；将学术自由问题纳入会
议，工作坊，领导会议及学会日程；培养尊重高等
教育价值观的积极文化和实践；在支持对话时充
分利用资源，包括SAR所作《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
讨论指南》及其《工作坊补编》。

SAR欢迎读者将对本报告及其建议的评论或垂询来函至
scholarsatrisk@n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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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旨在鼓励对在中国内外所发现的问题进行认
真反思，鼓励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为有关当前和未

来高等教育活动的讨论和决定提供参考。SAR希望本报
告能为所有中国内外高等教育相关人士和机构提供参
考，尤其是支持中国追求世界一流大学、但相信该目标的
实现建立在更加尊重学术自由及人权这一基础上的人士
和机构。 

自2000年以来，SAR的保护服务帮助了数千位受威胁
的学者，其方式包括在我们的全球网络中提供临时研究
和教学职位*。当中有中国学者冒着受到进一步伤害的风
险，因他们在中国遭受的监禁、起诉、暴力、骚扰和其他威
胁请求提供庇护。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本报告及其他报告
提供了参考信息。我们呼吁更多大学加入我们的行列，为
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被迫逃亡的学者提供急需的援助†。

包括学术自由观测项目以及监禁中的学者项目
（Scholars in Prison Project）在内的SAR倡权工作对 

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学者、学术、以及其他高等教育界

* 如想了解更多SAR的保护服务，请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get-help/。
† 如想进一步了解如何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受威胁的学者，请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actions/host-a-scholar/。
‡ 如想进一步了解如何代表身陷囹圄的学者或学生开展行动，请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action/scholars-in-prison-project/。
§  如想进一步了解SAR的研究及课程，包括SAR的《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南，请分别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learning/ 和 https://www.

scholarsatrisk.org/resources/promoting-higher-education-values-a-guide-for-discussion/。

人士所受威胁进行调查，并提高公众对此的认识‡。本报
告包括对SAR观测数据中的国别趋势，也为个案发声，以
期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当局及高等教育当局对高等
教育界所受攻击进行补救，并捍卫学术自由。

SAR的研究及课程，包括“危险的问题: 学术自由为 
何重要”这一免费在线课程及其相关出版物《促进高等 
教育价值观》共同旨在帮助高等教育领导人及机构针对在
本国及在伙伴关系中的学术自由及其关联价值这一 
主题组织相关讨论，包括如何“在打交道时秉持价值观”，
以及在学术自由相关事件发生时如何做出有建设性的回
应§。在华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以及在中国之外与中方建立
的国际高等教育合作给开展上述讨论提供了独特机会。本
报告所指出的压力表明，开展相关讨论不仅对与中国打交
道的外国院校、学者和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想建设中
国的世界一流院校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导人来说也很重要。

本报告旨在对中国及中国的境外学术关系所到之处
影响学术自由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这不是一份对中国

《走向卓越的阻碍：学术自由和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审视学术自由的问题，其既包括在 
中国国内的问题，也包括在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及海外社区的合作关系及各种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本报告基于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 下称SAR）的核心使命：保护受威胁学者及促进全 
球学术自由，其方式包括SAR的学术自由观测项目（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 
及《自由思想》（Free to Think）年度报告。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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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或人权的完整研究。报告提出的一切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研究。SAR鼓励学术界、媒体和人权界提高全球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方式包括对下列项目进行更
多的定量和定性研究：系统性打压（如：自我审查的规模
和范围、孔子学院对院校的影响），特定学科的情况（如：
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工
程学等），地区情况（如：澳门和内蒙古），以及学术自由和
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普遍联系。

本报告描述的压力也许无法反映多数在华学者和学
生的日常经历，尤其是在他们的专业或学术兴趣与党国

（Party-state）的当前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确实，许多在
华学者或学生也许认为他们在教学或研究兴趣方面有相
当大的自由。但是，关键并不在于有百分之多少的中国学
者、学生、院校或其合作伙伴经受过本报告描述的压力。
关键在于，任何一位学者或学生的学术自由遭受侵犯都
会威胁每一个人，还在于，任何学者、学生、院校、或合作
伙伴在上述一致利益发生改变之时都有可能遭受这种压
力的威胁，而且经常是在很少或毫无警告的状态下。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存在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但其在
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一些特定院校的发
展和特定学科的进步。但这种进展并非白手起家，因为中
国高等教育及研究所参照并用作基础的教学、研究、学问
是在海外学术更加自由的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因此，问题
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在没有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实现打造世
界一流大学这一至今仍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在于中国在
依靠别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能将建设及保持世界一流大
学这一工作做到何种程度，也在于海内外中国学者提出
并分享自身独特观点、创新力、见解的能力会受到何种损
害。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海外高等教育界应如何回应本报
告所提问题，包括他们是否应该在中方没有提供同等自
由度和公开度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与中国高等教育界进
行完全自由和公开的接触。 

本报告欢迎读者对这些问题和疑问进行深入思考 
和研究。学术自由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其在高等教育方面
的远大目标；本报告为如何提高学术自由提供建议，重点
强调有关政府及高等教育相关人士之间需要展开更广泛
对话，但同时也坚持中国在保护学术自由和人权方面负
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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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人员对超过六十位个人消息源进行访谈或取 
得其评论，他们来自不同背景，包括高等教育、法

律、区域研究等*。其中一些消息源人士是涉嫌侵权案件的
受害者，或是曾被公开报道与中国当局之间有矛盾，因此
我们对其进行访谈。消息源人士包括来自或位于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以及中国以外的学者和学生。访谈既有结
构化的也有半结构化的，通过面对面和视频、音频、电子
邮件等虚拟方式开展。访谈语言为英语和普通话。虽然研
究人员在进行联系时告知所有消息源人士都会经过匿名
处理，但有十几位人士拒绝接受访谈，其中有些是出于害
怕被报复。

本报告的结果也基于对以中国学者、学生、院校为 
目标的或与中国有关的上百起被证实的攻击所作分
析，SAR的学术自由观测项目从2012年12月至2019年5
月报告了这些攻击。它们包括针对高等教育界的六种不
同攻击：杀戮、暴力、失踪；不公正的监禁；不公正的起诉；
革职；旅行或外出限制；其他针对高等教育界的严重或系
统性打压。SAR工作人员、志愿者监督员、临床教员及学

*  SAR承认，鉴于该项目范围有限,加之在中国开展人权研究困难重重（本报告谈到了其中的许多压力），因此来自中国的访谈对象人数有限，他们的背景也不足以完全
反映中国学术界的多样性。尽管如此，SAR的目标不是提供一份深度分析，而是对发现于学术文献、人权报告和媒体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其中部分通过访谈进行
证实或补充。SAR鼓励对发现的所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大范围访谈，研究问题可以包括如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领域的学者受到何种不同影响。 

†  译者注：本报告正文中的人名，凡是在原文中以汉语拼音表记的中文名，译文中一律以对应汉字表记，不附原文；凡是在原文中以非汉语拼音表记的中文名，译文中
一律以对应汉字表记，并附上原文；凡是在原文中的非中文名，且有对应惯用中文名的，译文中一律以对应惯用中文名表记，并附上原文；凡是在原文中的非中文名，
且无对应惯用中文名的，译文中一律以音译名表记，并附上原文，注明音译。

‡  另外，ICESCR的第1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科学进步的好处”（第十五条（一）款（乙）项），以及缔约各国由此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

生对这些消息进行验证，评估主要和次要消息源。 
本报告审视的事件清单请见附录。

为撰写本报告，研究人员参考了大量主要和次要来源
证据及文件。它们包括：法律、公告、高等教育法规和聊天
记录；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法律、及人权的越来越多的学
术文献；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人权报告；有关高等教
育及人权动态的新闻报道。

本报告的最终版本用英语编写，其中文版由专业笔译
提供†。 SAR欢迎读者告知我们任何更正或其他建议，以
更新或改进本报告或未来报告。

在此，有必要对学术自由做简单了解。“学术自由”
一词虽未被明确列入主要国际人权条约，但可独立地
及相互依存地来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第十九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第十三条所阐述的主张 
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联合国教 

本报告采用多种方法，借鉴了访谈、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 下称SAR）的学术自由观测 
项目  （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 所汇报的事件、公开的主要信息源、新闻媒体、 
人权报告和学术文献。研究从2017年12月开始，一直持续至2019年6月底。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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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UNESCO）于1997年发布的《关于高等教育教
学人员地位的建议》对学术自由的主要构成部分做出了
也许是最好的阐述；其中，学术自由被定义为学者

“……有权不受特定的教条的限制，自由
地教学与讨论，自由地开展研究、传播和发
表研究成果，自由地对所在机构或系统发
表意见，不受机构的审查，自由地参加专业
或代表性学术机构。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学术自由的阐述即使未试图定
义一切形式的受保护内容或行为，但仍为本报告及其他
用途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试图更狭隘地定义学术自由
的行为（如：认为学者与大众媒体的接触或学术出版物之
外的书面表达不受保护）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学术活动的
重要且正当的形式及平台，缩减意见表达和探索的空间。

上述《建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发布，其中
还为机构自治这一本报告通篇讨论的核心大学价值观提
供了有价值的阐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阐述，机构
自治就是

“……高等教育机构本着对公众负责……
和尊重学术自由与人权的精神，就其教 
学科研工作、各种标准、管理和有关的活
动进行有效决策所需的一定程度的自我
管理。† ”

该建议还称自治是“学术自由的组织保证”，是“保证
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教学人员出色完成所担负的职责的必
要前提”‡。虽然机构自治对优质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来
说至关重要，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高等教育机构
在行使机构自治时需加以注意，警告称它“不应被用作借
口来限制高等教育教学人员的权利§ ” 。

最后，有必要在此对“世界一流大学”一词进行思考。
多年来，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专家及决策者在描述此类
大学时常会用到一系列标准，比如学术研究产出（出版物
及引用）、院校资源、师生比、国际化程度等。本报告既不
质疑对这些及其他因素的考量，也不提出新的标准定义。
但是，本报告促请高等教育及政府相关人士加入SAR及
其他人士的行列，共同要求在这些标准当中加入对学术
自由、机构自治、以及相关价值观的保护。

的自由”（第十五条（三）款）并鼓励“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第十五条（四）款）。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1997年11月11日，段落27。
† 出处同上，段落17。
‡ 出处同上，段落18。
§ 出处同上，段落20。



中国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当时第一批国家学府开办，以培养
文官。从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历经变迁：从早期的儒家模式，到十九世纪晚期吸

纳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教育结构和风格；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后，引入苏联模式的
教育体系；七十年代晚期中国改革开放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改革力度激增。今天，越
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登上全球排行榜，这是对中国政府改善高等教育工作成果的肯定，也
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但是，高等教育中确实存在的政治干预、国家向学者和学生强行
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批判性问题及思想进行控制和打压等情况可能会从根本上破坏中
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正式教育体系可追溯至几千年前公私教育机构的成型，但科举制度在隋朝（公元
581年-618年）的实施标志着国家教育工作的重大变化1。科举考试帮助考生为就任全国
各地的政府职位做准备，考试科目包括儒家经典、诗歌、哲学、政治、历史2。富裕人家、独
立学者、地方政府官员设立学堂，帮助学生应考。这一现象持续至1905年3。 

自十九世纪晚期起，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引入一些以欧洲及美国教育体系为模 
板的组成部分4。当时的高等教育受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这些传教士在1840年第一 
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中国，开办教育机构，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其校园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沪江大学（Shanghai Hujiang University， 

中国高等教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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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Tongji University）
等 5。 

1949年，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上台，开始用借鉴苏联模式的院校替换掉私立大
学，教育系统发生巨大变化6。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改革中，
综合性大学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数量减少，专注于为计
划经济服务的院校数量增加7。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高等教育几乎陷入全面停 
滞8。在文革早期，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学生群体加入红卫
兵运动，开始参与文革9。高等教育领导人及教师被公开
批斗殴打，有些甚至被谋杀，或因不堪受辱而自杀10。作为 

“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学者、知识分子、学生被送到农
村，像农民一样劳作11。七十年代初，大学恢复开放，但是
无产阶级出身常常是一些大学录取的重要标准12。 

197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上台，给中国高等教育体
系带去重大改变。邓小平恢复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简称高考），并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改革，旨在培养能
够推进党建工作、工农业生产、经济改革的新一代人才13。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许多大学扩张或
兼并，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14。

1989年的春天，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公民走上天安门广
场以及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进行政治和经
济改革。这场运动以6月4日的暴力镇压结束；中国人民解
放军接令进入北京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对天安
门广场上及周边区域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死亡人数
估计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当中有许多是学生15。学生领
袖、学者、被当局指为“黑手”的知识分子被逮捕，其中许
多人被送入监狱16。对1989年学运的严厉镇压直到今天
还对学生运动有寒蝉效应，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事情的
真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项目，以提升中
国重点大学的声誉。虽然这些项目的机制经常改变且仍
然模糊，但是国际高等教育排行榜显示这些项目最终提
升了数十所中国大学的知名度，包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和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17。但是，这些
成果的背后并非没有问题。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政府
对高等教育精英院校的重点支持使得中国大学相互间的
差距拉大。

1995年，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MoE）启
动了“211工程”这一投资项目，旨在重点建设一批中国高
等教育院校。约有118所大学成为“211工程”学校；在鼎盛
期，这些大学培养了中国约五分之四的博士生和三分之
一的本科生18。“211工程”明确提出发展重点学科，提高研
究和教学质量，并建设更高效的管理体制19。2011年， 

*  “双一流”指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中国宣布不会再有新的学校加入“211工程”。
1998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中国必须

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0。次年，中国
政府启动“985工程”，旨在通过投资和支持，使一批中国
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1。“985工程”学校接收了大
量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自行决定资金使用22。 

在2004到2007年的“985工程”二期建设中，中国政府
对“985工程”学校的建设目标做了更清晰的定义：“机制
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和基地建设、条件支撑和国际交流
与合作。23”共有39所大学加入了“985工程”；此后，中国
政府在2011年关上“985工程”的大门，不再新增高校。 

2009年，九所“985工程”学校成立九校联盟（C9 
League）。这是一个新的分级体系，意图成为中国的
常青藤联盟。九校联盟包括九所研究密集型重点大
学，长期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首24 ，它们是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哈尔滨工业大学（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南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西安交通大学（Xi’an Jiaotong 
University），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九校联盟
培养中国百分之三的研究人员，却接收全国百分之十的
研究开支25。

2017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宣
布启动“双一流”建设，旨在到21世纪中叶建成42所世
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以及140所高校的465个世界一流学
科（单独学术科目）*。“双一流”建设代替了“211工程”
和“985工程”26，原“985工程”高校均进入建设名单，还新
增了云南大学（Yunnan University），新疆大学（Xinjiang 
University）和郑州大学（Zhengzhou University）27。 

马来西亚泰莱大学（Taylor’s University）前艺术与 
科学院长马修.D.约翰逊（Matthew D. Johnson，音译）
称，“双一流”项目建设的目标与前面几个项目非常相似，
就是“更多的世界级大学[和]更多的世界级学科领域。”
约翰逊说，这可以帮助进一步推高那些排名较低但是有
特色学科的大学，如“一个比较普通、但商科很优秀的大
学”28。

中国的建设工作对提升声誉起到了正面效果。截至
2019年，39所“985工程”高校中有37所至少登上一个主
要世界大学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9。同时，九校联盟的
高校在2019年的国际排名中占据突出地位，有六所进入
QS世界大学排名的前一百名，有三所进入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前一百名30。 

虽然登上世界大学排行榜表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投
资增加，但是，这些排行并未将对尊重学术自由、机构自
治以及其他价值观的评估纳入考量，因此无法衡量通过



中国高等教育概述 | 14

这些投资所实现的研究之可持续性。*

学者和高等教育专家已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方式展开批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中国研
究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一份研究手稿中指出，
拨款项目可能是一些院校自我审查严重的因素之一，这
些院校在财政方面从这些项目受益最大。她写道：“党国

（party-state）大量投资于高等教育重点公立院校，很大
程度上又加之这些院校的国际排名有可能急速上升，这
肯定是中国学术界异常安静的关键原因之一。31”她还写
道，像“211”和“985”工程这样的拨款项目使得“中国大 
学进一步分层”32。 

在全球大学革新网（Global University Network for 
Innovation，GUNI）的一篇文章中，高等教育专家沈关 
梓写道：“过分强调重点院校的发展将破坏高等教育的 
质量，因为大多数院校都无法从政府获得足够的补助和
支持。33” 

与此相关的是，有可能存在一个区域间不公平的层
面，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在“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中，一
半以上的入选学科都位于中国东部的重点城市地区，其
中有162个在北京，57个在上海，43个在江苏34。 

最后，人们还担心中国紧盯国际大学排名不放的 
行为会迫使高等教育机构过于注重成果的数量而不是 
质量35。

当前的政治氛围

自上台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力求控制中国从小学到大学
的学生群体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更加
深信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教学方法不适合中国。因此，中
国共产党开展行动，增加对大学空间的限制，并让党的意
识形态成为教研活动中更无处不在的、规定要求的组成
部分36。

2013年，一个匿名消息源泄露了“九号文件”，据称这
是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内部指通知，秘密下达中
国各地包括各大学的中共干部37。九号文件要求警惕七个
据称中共已在高校及其他部门禁止谈论的话题，包括宣
扬西方民主宪政、宣扬普世价值、宣扬公民社会、宣扬新
自由主义、宣扬新闻自由、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38。 

关于中国究竟如何在高等教育机构落实该文件，公开
信息很少，但是有报告表明许多教师都学习了该文件，而
且有一种共识认为“七不讲”越界了39。除了“七不讲”，中
国政府还长期把西藏（Tibet）自治、台湾（Taiwan）的地
位、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抗议这“三T”列为
禁忌。

九号文件泄露的同年，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 

*   看到这些不足后，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GPPI，位于柏林）的研究人员正在设计一种研究方法来衡量和比较尊重学术自由的程
度。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SAR）是该项目的贡献者。请参照 Felix Hoffman and Katrin Kinzelbach, “Forbidden Knowledge: Measuring Academic 
Freedom,”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April 2018, https://www.gppi.net/2018/04/20/forbidden-knowledge-measuring-academic-freedom。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就提出并做出了对大学的严格管控，
以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力。 

2014年，习近平要求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强化“意识形
态领导权”，并称大学“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重大任务”40。 

次年，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承诺将禁止含有“西方价
值观”的教科书，并要求大学增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课时。这位教育部长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
教材进课堂。41” 

在2016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习主席指出，大学应 
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教师应成为“先进思想 
文化”的传播者和“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42。 

2017年6月，中共的腐败监督机构对重点高校进行巡
视，并指出其中有十四所高校“意识形态薄弱，未尽力教
导和捍卫共产党的领导”43。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MP）的消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巡视的八所顶尖大学里，有七所成立了党委“教师工作
部”，旨在完善“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机制”44。

在2017年10月24日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称 

“习近平思想”）被正式写入党章45。中国问题专家邓正莱
（James Dorn）认为，习近平思想是：

“……一个共有十四点的政治纲领，旨在
坚持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它承诺‘全面
深化改革’；它传播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认
识，那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
下，‘人民’‘当家作主’；它宣称中国应 
该‘依法治国’；它加强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
一个思想，那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增
进‘民生福祉’；它还争取营造‘和平的国 
际环境’。46”

在共产党代表通过这份修正案一天之后，中国人民大
学（Renmin University）宣布成立习近平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一所顶尖大学，和中国共产党有
深厚历史渊源47。约四十所大学纷纷效仿，争先成立习近
平思想研究中心48。这些研究中心似乎是各大学赢得政府
青睐、争取更多用于意识形态工作国家资金的方式49。

批评人士担心这些研究中心会与更加传统意义上的
学术项目和学术活动争夺并赢得国家基金，也担心它们
会让学者被迫偏离核心学术活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前教授乔木称，中国大学的教师必须定期参加讨论习近
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会议50。在被禁止登上北外教坛之
后，乔木搬到了美国。他还说，申请做习近平思想相关研
究的学者更容易拿到国家基金。乔木说，他以前的许多同
事都受到这点以及包括高收入和住房在内的其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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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的操纵51。“政府收买学者和知识分子，”他说，“如
果你有不同想法，那你就成了敌人。你就是说出皇帝没有
穿衣服的那个孩子。52 ”  

法律学者滕彪称，他见过中国教育部提出的研究课题
清单，其中前十项均与习近平思想有关。他说，许多学者
现在都在写这个题目的论文，忽视或拒绝开展其他重要
的研究项目53。“学者们知道有些禁忌是不能碰的，”滕彪
说，“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研究]质量如此之低。54”

中国共产党早已开始对推进其工作重点的研究项目
进行资助55，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支持意识形态工作的
压力增大，给同时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国际声誉
这一工作带来潜在矛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每年都发布直接反映中共愿景和
需求的研究项目课题指南56。该办公室2019年的课题指
南征集以习近平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攻方向的
研究项目申报57。

在2019年3月于北京召开的一次教师座谈会上，习 
近平强调教育部门必须“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
误观点和思潮”58。据南华早报消息，习近平的指示很广，
覆盖了课堂教学讨论以及网上讨论59。 

习近平讲话过后，不到两个月，中国教育部就印
发了一个五年培养规划；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称，该培养规划旨在“向教职工及学生灌输习
近平主席以及已逝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60。该规划
要求所有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至少派两名教师参加研修项
目，学员必须学习习近平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期将他们的研究落实到教学材
料中。 

教育部的培养规划出台之时，直言不讳的大学讲师据
称正在接受调查和纪律处分，而再过几周，便是六四抗议
的三十周年纪念61。

保护学术自由的基础*

在中国高等教育部门快速发展和政治环境高压这一背景
之下，理论上存在可用于保护学术自由的法律基础，其中
有来自国家和国际法律文书的保护。但是在实践中，这些
保护受制于法治、司法独立性受限以及各种给予中国法
律优先权的抵消性规定。

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可以独立地及相互依存地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记载的一些规定62。第三十五条
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
自由”。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务”，同时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

*  本节内容阐述根据国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大陆通过法律对学术自由进行保护的基础。如想了解更多在香港和澳门对学术自由的区域性保护，请分别参照
第41页和第45页。

†  如第一百零五条（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详请参照https://www.ilo.org/dyn/natlex/
docs/ELECTRONIC/5375/108071/F-78796243/CHN5375%20Eng3.pdf。

‡  如第一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粗体表强调），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利益……。”（
粗体表强调）这两条都有一定的模糊性，让学者、学生和中国社会的其他成员自己去决定在中国法律下什么样的表达和探索是被允许的。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进
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第四十七条还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
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
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1998年，中国颁布《高等教育法》，其中包含支持学术
自由和机构自治的规定63。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
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十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
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
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还有其他几项规定支持高等教育
机构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64、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和
选编教材65、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66。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其他法律规定与上述《高等教
育法》中支持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规定背道而驰，这 
些规定包括《高等教育法》中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遵循中共
的意识形态的条款67，给予中共对大学的彻底控制的条 
款68、中国《刑法》中常被用来惩罚正当学术行为和内容的
条款†、以及中国《宪法》中一些限制表达和探索的条款‡。 

此外，虽然在近几十年里中国大学治理出现了一些权
力下放，但是中共仍然在重点大学决策上有相当大的影
响力，其手段包括治理结构和政策（如：校长处于党委的
领导下；党员身份是领导任命标准之一）以及校内中共官
员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如：对党“忠诚度检验”；领导层害
怕遭到事业上的报复而不愿进行改革），严重限制了中 
国大学的自主权69。

中国还受国际人权文书的约束，这些文书保护中国 
所有人的权利，包括学者和学生。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但至今仍未批准； 
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
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
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
其他媒介”。中国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的缔约国；该《公约》的第十三 
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意教育
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尊重”，以及教育“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
由社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规
定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
可缺少的自由”。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是《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正式解释机构；该委
员会已表示“只有在教员和学生享有学术自由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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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整个教育部门的
教员和学生都有权享受学术自由”70。 

***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
成就。这些进展使得全国各地更多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
育，资源和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也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登上
全球排行榜，使中国成为国际学术舞台上越发重要的一
个角色。

但是，如后续章节所述，争取行使基本学术自由权的
中国院校、学者和学生遭受近来越发严重的威胁，这一情
况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进展，而这些自
由权是中国本身根据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法律义务已经承
认的。后续章节将继续探讨位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
及完全在中国以外的各种威胁，并将为高等教育领导人、
各国、公民社会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在推进优质大学建设
的同时保护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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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学者和学生在行使学术自由权时面临一系列阻碍和惩罚。这些阻碍和
惩罚的范围很广，从限制信息获取以阻碍研究，到用骚扰及其他强制性行动来惩

罚表达和探索。这些打压阻挠了学者、学生、以及他们所在的中国各地院校开展自由研
究，妨碍他们全方位地探讨各种思想和概念，从而限制了他们与全球各地学界人士竞争
及打交道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手段向全社会发送一个信息，那就是：有些议题和问
题是不能碰的。

信息获取

限制信息获取的手段包括过滤网络内容、拒绝向学者提供文献和档案资料、阻挠学者 
接触人类研究对象等，这些限制使得在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无法展开高质量的研究、授课、
学习。

中国严格管控互联网，显然是为了要监视和控制在华网络用户发送和接受的信息， 
这些用户包括学界人士在内。用于控制互联网的系统俗称“防火长城”或“中国防火 
墙”，源于中国公安部的“金盾工程”，其功能包括限制对世界各地网站的访问，包括各
大社交媒体平台、热门西方新闻网站、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等1。虽然没有
完整封锁名单，但是互联网运动组织大火（GreatFire.org）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

（Charlie Smith，化名，音译）称，估计有百分之十的网站和域名在中国被封锁2。

学者和学生在中国 
大陆所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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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身在中国的网络用户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s，VPNs*）来绕过防火墙3。在中国以及互
联网审查较严重的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和学生
使用VPN来获取各种新闻和开放获取数据资源，并在各
种平台分享和讨论研究，接触到更多全球学术合作的机
会。一位不愿具名、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学者说，“使用VPN
来翻墙的人非常多”，而且“没有VPN，有许多工作都无法
完成”4。虽然中国大学提供或管理VPN的相关规定信息很
少，但是教师和学生经常使用非官方及官方的VPN来开
展学习和研究5。另外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称，在学
术圈里，VPN的使用是“公开的秘密”6。

近年来，中国当局试图限制VPN的使用。2017年1月，
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宣布开展一项长达十四个月的清理
工作，旨在收紧对互联网的监管，包括对VPN的管制7。
据通知内容，中国政府将有效禁止未批准的VPN提供商
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也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只能允
许其用户使用国家批准的VPN8。六个月之后，苹果公司

（Apple）在其应用商店下架了数十个VPN应用，据称这
是为了应对中国监管变化的举措9。 

互联网接入方面的事态变化让许多在华学者日益担
心。一位身在北京的天文学家在《科学》（Science）期刊 
中称，这一情况“使得国际合作变得困难，也有损中国科
学机构的声誉和竞争力”10。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CHRD）的2018年度报告指出，此禁令似乎 
尚未广泛落实，但一部分人士已成为惩罚目标，“以震慑
他人”11。 

许多身在中国院校的学者和学生仍然使用非官方 
VPN来绕过防火墙12；但是，这些VPN的连接不稳定，有时
候会暂时中断用户对网络资源和信息共享平台的访问13。

互联网之外，高等教育界在从图书馆、档案馆、人
员等来源获取信息时也同样面临挑战。密苏里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教授希娜·格里藤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音译）以及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洛里·特鲁艾克斯（Rory Truex，音译）在
一项研究中对超过五百名研究中国的学者进行了问卷调
查后发现，中国国内外学者都面临一系列此类信息获取
限制，如从档案馆获取信息时更加困难14。 

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十年里，有超过150起拒
绝向学者提供档案资料的案例，其中包括百分之二十六
的使用档案资料做研究的外国学者15。受访者称对方拒绝
向他们开放某些档案和档案馆的某些区域，他们的查阅
许可证也被撤销16。 

现为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博士后研究员
的史乐闻（Edwin Schmitt）向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SAR）表示，他遭遇的一些麻烦对于在中国做研究

*  VPN通过远程服务器（通常在另一国家）将用户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其功能之一是将用户的计算机的IP地址进行伪装，这样用户就能访问被封锁的网站
和其他网络。关于VPN的简介请参照Joseph Jerome, “解释高科技：第5部分，虚拟专用网络”，民主和科技中心，2018年10月16日，https://cdt.org/blog/
techsplanations-part-5-virtual-private-networks/。

的学者来说是很常见的17。2018年2月，他正在唐山市图
书馆翻阅一些旧报纸和政府资料，突然，图书馆馆长让他
停止给这些向公众开放的资料拍照，但此前其他图书馆
工作人员对他说是可以拍照的。馆长对他说，可以复印和
做笔记，但不能拍照。然而，他被允许使用的唯一一台复
印机是坏的。他说，让馆长尤其紧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建国以前发行的那些报纸。史乐闻在安全部门的
一个朋友说，这件事说明官僚将近期的通知和政策落实
得有点过了头。史乐闻说：“我感觉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到
访唐山新图书馆的外国人，所以引起了一些紧张情绪和
太过头的决定。18”

政治动态也有可能影响某些资料的获取。《大学世界
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UWN）一份报告指出，在
2014年，南京档案馆馆方取出大量与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日本占领南京时有关的资料，称将对这些馆藏进行
长达十年的“数字化”处理工作，引发人们担心馆方是试
图在中日两国间局势紧张之际限制学者获取敏感政治信
息19。学者还向《大学世界新闻》表示，他们在从外交部档
案馆获取信息时也遇到了类似阻碍20。

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的历史学家叶柯铭
（Charles Kraus）在一篇研究手稿中描述了许多在中国

查阅官方档案资料时面临的挑战。叶柯铭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自1988年起施行，根据该法，国家当局对
国家档案的解密和开放有模糊且宽泛的控制范围21。 

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
当”（粗体表强调）在满三十年时向社会开放，同时“涉及
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的档案可以保密超过三十年22。
解密开放后的档案可被重新保密，或以其他形式不予开
放，包括数字化处理和“鉴定”工作23。格里藤斯和特鲁艾
克斯调查访问的学者们还指出，档案数字化是拒绝提供
某些资料的一种托辞24。 

叶柯铭说，想查阅档案馆资料的外国研究人员“必须
要有[……]中国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开具的介绍信以
及护照。25 ”这给可能难以拉关系或研究某些课题的外国
学者带来潜在阻碍。“关系”是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部分，
没有关系的学者很难拿到上述类型的介绍信；有些学者
的研究课题很有学术价值，但那些“看门人”可能会认为
这些课题在政治上有争议或很危险。有些档案馆可能还
会要求申请许可证26。上述及其他各种阻碍迫使学者在资
料来源上发挥创新精神，比如查阅多个中国档案馆、搜寻
国际历史档案馆和政府档案馆的馆藏资料里与中国有关
的内容等27。 

如同后续关于审查的部分所述，国家当局打压进口或
通过网络获取外国出版物，这限制了在中国享受学术自
由。同时，已存在的一些压力又加剧了这些限制的影响；
这些已存在的压力针对国内出版社、作家、记者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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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他们的出版物和作品受到国家当局的严密审查28。 
只有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共同管理的一些大学图书馆 
据称会提供更广的内容29；在这些特例之外，对于国内及
进口内容的国家审查和其他限制削弱了中国大学对一 
系列主题展开一流研究的潜力，这些主题包括中国政府
认为有争议性的议题，如西藏自治、台湾地位、或天安门
广场抗议。

在中国工作的学者还难以对人类研究对象展开访谈，
这有可能是因为消息源人士担心遭到报复。在格里藤斯
和特鲁艾克斯的调查中，一些受访学者说，他们的研究对
象会毫无原因地突然退出访谈30。两位作者称，这种情况
最常见于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学者31。 

在中国国内限制信息获取的行为制约了在华学者开
展工作的能力。学者们表达了想要在有自由、开放互联 
网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工作的愿望32。有一些学者长期以 
来都是依靠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和人类研究对象开展研
究，他们可能会转向一些可以从中国之外开展研究的问
题和议题。 

监视和监控

在中国，学生和学者面临高科技和传统的监视和监
控方法。这些方法有闭路电视监控（closed-circuit 
television，CCTV）、面部识别技术、互联网监控、学生 
线人等。学者和学生担心这些方法会给学术表达带去 
寒蝉效应。

高科技监视

和许多中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一样，大学校园里也安装有
闭路监控，如在报告厅及其他设施。有些大学称，闭路监
控不仅是一种安全措施，更是改善教学和学生行为的一
种工具33。但是，学者和学生担心闭路监控是用来限制讲
课内容和课堂讨论的34。 

一个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的中国研究生
说，最起码在较大的教室和主要教学楼里都装有闭路监控
摄像头。她谈到，同学们受监控摄像头的干扰较少，认为它
对老师的影响更大。她说：“我周围的同学好像总是知道什
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她还说，有一天在上
课时，一位老师在差点要说出敏感评论时停了下来，指着
闭路监控说：“我得小心一点，因为我不想惹麻烦”35 。

史乐闻（Edwin Schmitt）在香港
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曾在中国四川省农村地区的
村落对历史、农业、风俗的变化展
开超过两年的调查研究。该地区
生活着许多不同族裔，包括诺苏

（Nuosu）、尔苏（Ersu）、其他少
数民族及汉族。史乐闻与当地文
化局官员密切合作，他说那些官
员原本还挺支持他的工作。 

2013年12月，史乐闻仍在四川省
调研，突然，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电话，通知他说他在四川省
做研究的申请书被撤销了。此前，
在经历一轮复杂的书面手续和审
批流程后，他的申请书被批准了。

不仅他本人，甚至连与他有学术
关系的四川大学都没有被告知撤
销理由。 

他说，他和四川大学的关系有起
有落，但在过去十年里，对于想要
在中国农村地区做研究的外国学
者必须要想方设法办下来的各种
手续，他已经习惯。

史乐闻联系了一位在政府工作的
中国朋友。这位朋友仔细研究了
他的申请书，并建议如果他想重
新申请的话，应该要避免两件事。 

首先，考虑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群
体很敏感，在申请书里应避免使
用如当地少数民族的名字等敏感
词。这位朋友建议用行政区划的
名称指代史乐闻想调研的地理 
区域。 

其次，政府明显担心越来越多的
环保抗议，因此这位朋友建议在
申请书里避免使用“生态”与“环
保”这类词。他的朋友总结说：  

 “你实际上计划做什么研究其实
无所谓。”

史乐闻曾想过要偷偷回到那些村
庄去完成研究，但因害怕影响到
当地的朋友而放弃。 

“那是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局面，”
他说。“我觉得他们会以此来恐吓
给我提供信息的朋友。他们可以
找到我的朋友，对他们说‘你们帮
了这个外国人’。”

史乐闻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不受
欢迎的人。他的导师躲着他，认识
十年的朋友也开始跟他保持距
离。他说：“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
说话了。”

该个案研究基于2018年1月29日在香港对史乐闻
（Edwin Schmitt）的访谈。

个案研究：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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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是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中文系
的退休教授，也是中国一位领先的纪录片制片人。她指
出，在课堂上学者们面临一系列威胁，使得教学效果受
限。艾晓明说：“如果在意识形态上限制多多，又有学生线
人举报老师，还有闭路监控摄像头对着老师，那么老师在
开口说话之前首先得自我检查一下。36”艾晓明问道，在这
种情况下，“你怎么评估教学质量？37”

虽然目前数量还较少，但包括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在内38，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开始采用试 
图扫描、识别、跟踪个人的面部和语音识别技术。校方对
这项技术的说法与对闭路监控的说法类似，声称该技术
可以帮助解决安全和学生出勤问题，还可以吓跑学生出
钱请来代考的所谓“枪手”39。然而，使用这些技术可能会
进一步打压校园里的表达，因为学生和教师可能会害怕
因一些被指控发表的言论遭到报复，或仅仅是因出现在
某些活动上或活动场所周边就遭到报复。 

如前所述，当局对互联网活动严加限制和监控。 
当局采用人员和各种智能技术来系统性监控各大社 
交媒体平台和博客网站，审阅中国网络空间里的评论， 
这些人员中有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员工40。
这种监控会延伸至学者和学生分享及讨论学术工作的网
络空间。被当局认为敏感或有争议性的内容可能导致法
律行动。2019年1月，国家网信办宣布开展为期六个月 
的“治理”行动，审阅并删除被认为是低俗或“违法违规”
的网络内容41。国家网信办威胁说“谁主管谁负责，谁主 
办谁负责”42。仅在几周之内，当局称已删除几百万条网 
络信息，关停超过七百家网站，关闭了超过九千款手机 
应用程序43。

学生线人

早在采用闭路监控和网络监视科技之前，当局就用依靠
人的传统方法来监控学者和学生的行为，尤其是政治或
其他当局眼中的敏感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院校以及
国家安全局的中共官员使用学生线人来监控和举报那些
越界的学者和学生。这些学生线人中，有正式的“学生信
息员”，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有时是对同学公开的；也有明
显过于狂热的学生，他们主动上报同学和教授的评论和
行为44。 

例如，山东师范大学（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校方宣布每个专业至少应有一个学生信息员，任务是定
期“报告学生对学校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
段、教学条件以及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的意见”45。
据说，山东师范大学网站称工作优秀的信息员将被给予“
物质及精神奖励”46。 

武汉科技大学（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方据称根据学术表现和意识形态来招募

*  因学生线人而起的报复之相关讨论，请参照第22页。

学生线人47。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得到
的一份文件显示，学生线人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教学和
教学管理活动的各种信息，及时反映学生对教师态度、 
课堂内容、教学方法、打分、课外辅导的观点和建议”48。 

山东省德州大学（Dezhou University）校方与国内 
安全保卫局合作招募及训练学生线人49。根据德州大学发
布的办法，校方“为把影响安全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 
状态”，拟成立“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50。 

上述这些特定背景中的举措可能会侵犯学术自由， 
尤其是在这些线人秘密行动的情况下，或是他们在上报
教学评估的同时还对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政治进行监
督。虽然不是每例个案都能明确判断，但近年来有越来越
多的学者称他们是因为学生的指控而面临纪律处分，这
引起了高度担忧*。

大学及国家当局在确保高等教育群体的安全和安保
方面有正当及重要的责任。但是，大范围使用监控和监视
方法、尤其是那些旨在追踪学者和学生活动的方法，将会
约束一个同样正当及重要的高校职能，即促进高等教育
界不受约束的探索和表达。

审查

政府及高等教育当局对在华学术表达进行审查，包括对
出版物、讲座和活动。许多学者和学生还自我审查，因为
他们害怕遭受发生在学界人士身上的报复，或者害怕在
应对当局的表达和探索禁区那条不清晰且不断变化的边
界时遭到报复。

学者称中国的课堂审查和自我审查非常普遍。法律 
学者滕彪说，如果教师“绝不碰敏感问题”，就可以避开麻
烦51。虽然滕彪说有些大学相较之下更开放，但中国大学
的大部分讲师都会自我审查 52。 

一位匿名新闻学学者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不管是在
课堂上还是在出版物里，高校教授都被严禁批评执政的
共产党和主流意识形态。53”他说，“每个人都知道老大哥
在上面看着，所以有时候最好别太‘大声’。5 4” 

贺卫方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说讲课计划以及国
际会议的报告讲稿必须要先提交到学校的党委宣传办公
室申请批准55。课堂审查也有可能和前面章节所述“七不
讲”带来的明显言论禁令有关，同时也可能与人们普遍心
照不宣地避免讨论“三T”（西藏自治、台湾的地位、天安门
广场抗议）有关。

直言不讳的学者面临出版审查。张千帆是北京大学的
法学教授和宪政主义的支持者，他是国家审查的公开目
标。2019年1月，他所著的一本教科书突然在中国各书店
遭遇下架56。中国政府未对该书作出评论；然而，就在这本
书被下架之前不久，教育部下令要求对教材内容开展摸
底工作 57。张千帆在对此事的回应中说：“现在宪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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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敏感’话题，我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开的学术讨论。 
很让人害怕。5 8” 

滕彪说，他被禁止在中国出版著书，而且在2009年之
后，他的名字甚至不能在国内中文媒体出现。这样一来，他
就只能在国外学术期刊和网站、海外媒体上发表文章59。 

前述匿名新闻学学者曾为了让自己的书得到批准发
行，被迫删减超过两万字的内容60。被删减的问题内容和
文化大革命有关。他还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大陆就 
敏感议题出书和发表文章是不可能的。为了绕过审查员，
他和其他人都用英语发表他们“最严肃的作品”61。

出版审查还扩展到进口至中国的国外学术期刊。从
2017年开始，好几家主要学术出版社在中国国内屏蔽一
些文章，据说是应中国当局的要求*。 

2017年8月，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UP）应北京方面的要求，屏蔽了旗下《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的数百篇文章62。在引起全球大范围
公愤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撤销了该决定，解封被禁文章63。 

2017年11月，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
屈服于中国政府的类似压力，屏蔽了探讨“执政党共产党
眼中的敏感议题，包括台湾、西藏、人权、精英政治在内”的
数百篇文章64。 

2018年12月，英国学术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and Francis）据称取消了超过八十种出售给中国的期刊，
此举同样是应国家当局的要求。该出版社说，中国当局认
为有些内容“不恰当”65。

政府官员同时还审查学者在社交媒体和个人网站发表
的网络言论，限制学者与更广大的公众群体分享研究工作
和思想。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音译）是一位著名的经
济学家和维吾尔维权人士，于2014年1月被逮捕。此后不
久，国家当局关停了他的网站66。多年来，他的中文网站 

“维吾尔在线”（uighurbiz.net）†是许多新闻和讨论的平
台，介绍中国维吾尔族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及影响该群体
的政治事态。 

2017年，当局关闭了法学教授贺卫方的社交媒体和 
博客账户，迫使他离开社交媒体平台67。关闭账户的缘由
明显是因为贺卫方对中国的《民法总则》加入保护“烈士和
英雄”形象条款一事所作评论。他还说，现在没有大学邀请
他去做演讲，曾经对他的评论表示欢迎的报纸现在连他的
名字都不能用，他也遭各大出版社和期刊封杀，无法发表
作品68。 

当局还关闭了经济学教授杨绍政的博客和社交媒体
账户，以报复他写下一篇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本提出
疑问的文章69。最终于2018年8月，杨绍政才被贵州大学

（Guizhou University）停课不久，即遭开除70。 
2018年12月，中国当局命令网络媒体删除人民大学

* 这一小节只讨论试图限制在中国获取国际学术文献的行为。如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对国外出版社的影响，请参照第61页。
† 该网站的存档版本请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715000000*/uighurbiz.net。

（Renmi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向松祚某场演讲的相
关视频、其他载体、或相关评论71。在他这场题为《四十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讲中，向松祚质疑中国官员美化了经
济发展数据72。

学者与新闻界的对话是学术表达的一条关键渠道，
而这种对话空间也在缩小，。2019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著名经济学教授胡星
斗宣布，由于在中国对自由言论的限制越发严重，因而不
再接受国际媒体访谈73。前述匿名新闻学学者指出，胡星
斗是“被禁止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74。

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自身已采取行动，限制在校
园里举办会议、电影放映、讲座和其他活动。 

例如，2018年5月，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关注
性别问题的学生社团“知和社”每年上演的话剧《阴道独
白》被要求停演75。社团成员用中文发布了公告，为停演道
歉，称这是由于“不可抗因素”。知和社称，话剧在临开演
时“由于不明原因”被取消，这是十四年里该剧首次未在复
旦大学上演。 

2018年8月，中国外交部据称要求上海师范大学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推迟召开一个关于慰安

妇的国际研讨会。历史学家用“慰安妇”一词来指称那些二
战期间遭受性奴役的妇女，她们来自中国、朝鲜半岛及其
他日本军事占领区。该研讨会原定于8月10日召开，邀请
出席的嘉宾有来自数个亚洲国家的六十多位专家76。据媒
体消息称，中国外交部要求推迟研讨会,但却没有给出解
释。8月12日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周年纪念，有
推测认为这可能是推迟会议背后的原因。

2018年12月，位于西安市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Modern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要求学生不

准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圣诞节在中国的年轻人中越来越
流行77。据媒体报道，学生被教导要“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否则将被惩罚。学生们还被迫观看中共宣传片。校园四周
都挂出了标语，告诫学生要“争做华夏优秀儿女，反对媚俗
西方洋节”；党委官方微博劝告学生不要“崇洋媚外”78。

要有学术自由，学者和学生应能免受不当限制，不害怕
报复，自由表达自我。这包括在学术期刊里和课堂上发表
言论和文章，还包括在他们各自专业领域提出难以回答的
问题，其渠道有新闻出版界、互联网及其他允许公众参与
的平台。致力于建设开放且一流大学的国家当局和高等教
育领导人有责任促进和平表达，包括学术和其他内容在
内，也有责任避免采用会阻止思想流动的审查。

旅行限制

中国当局限制中国和国际学者及学生因学术活动相关理
由进入及离开中国或在中国国内旅行，其手段包括禁止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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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离境、拒发签证、没收护照等。 
政府有权利管理边境，但是，以阻碍或扰乱学术活 

动为目的的旅行限制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中国已签
署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明确保
障“……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
论国界”（粗体表强调）。

中国学者在因学术目的出境之前申请当局批准时面
临困难。 

一位新闻学学者说，知名学者和院校领导可能会被要
求上交护照到校方，以防他们未经批准出境79。另一位要
求匿名的中国学者说，学术界人士经常因需要参加会议
等海外学术活动向中共官员申请批准，而批准与否取决
于资历高低和与中共的关系如何80。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eorgia Tech）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
教授王飞凌说，学者可能需要和海外东道主协调以得到
出境许可，包括可能需要给邀请函“重新措辞”以及“隐藏
议题、主题或参与人员”81。 

校方没收学者的护照，据称还要求想出国的学者“签
署一份声明，保证不说任何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及声誉的
话，不透露任何党或国家的机密’。82” 

国家当局拒绝中国学者的护照申请*，还可能以安全为
由禁止他们离境，理由包括声称这些学者“可能知道党和
国家的重要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机密”†。 

近几年来，已有好几起中国学者被禁止出国参加学术
活动的知名案例。 

2017年3月，在来到中国对人权卫士所受打压进行了
数周调查后，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正准备返回澳大利亚，
却被中国当局禁止离境。冯崇义是持有澳大利亚永久居
民身份的中国公民，有消息来源指出，他被禁止离境是因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在国际努力下，当局批准冯崇义于4
月离境83。 

2018年11月，当局禁止教授盛洪和研究员姜浩前往
美国参加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一个会议84。

*  请参照经济学家孙文广的例子，文章出处为：Andrew Jacobs，“没有出口：护照成为中共的政治棍棒”，《纽约时报》，2013年2月23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3/02/23/world/asia/chinese-passports-seen-as-political-statement.html。

†  根据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条，不批准公民出境的情形包括“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据说这包括那些“可能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机密”的人。请参照Guofu Liu，《离开和返回的权利及中国移民法》（博睿出版
社，2007年），英文第185-186页，https://doi.org/10.1163/ej.9789004156142.i-428。

‡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于2016年1月被关闭。2018年7月，天则被中介公司逼迫搬出办公地点，该公司似乎是在国家当局的要求下这样做的。请参照险境中的学者，
学术自由观测项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port/2018-07-10-unirule-institute-of-economics/。

§  如想了解更多中国签证的申请要求，请参照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hzqz/zgqz/。备注：该内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托管，因此是面向美
国受众的。

 ¶ 请参照第18页的个案研究。 
**  请同参照Isaac Stone Fish，“另一种政治正确”，《新共和》，2018年9月4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0476/ 

american-elite-universities-selfcensorship-china。

盛洪和姜浩都是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的学者，该所近年来遭受当局打压‡。据说当
局声称两人出席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给国家安全
带来威胁；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 

2019年4月1日，著名人权律师陈建刚动身前往美国参
加休伯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学习法律和人权，却遭当

局禁止出境，未能成行85。当他到达北京首
都机场海关检查站时，一位官员将他拉到
一边，并告诉他“奉北京市公安局的指示，
由于陈建刚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因此不
予放行”86。陈建刚多次询问原因后，该官员

回答：“基于不可明说的原因，就是不能让你出境。87”陈建
刚批评政府阻止他参加休伯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该学
术项目由美国国务院赞助。“这种迫害律师、破坏法治的
倒行逆施再一次向世界传达出一条信息：中国政府在公
开地、持续地剥夺人权，”他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表示88。陈
建刚及其家人自2017年起就被禁止离开中国89。

国际学者在因学术工作而入境中国时同样面临困难。
在申请签证时，国外学者必须要有中方东道主院校的正
式邀请函§。如果学者想要研究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问题
或议题，中国大学可能会不愿对其发出邀请函¶。研究中
国政府眼中敏感议题的学者可能会自我审查，以保住进
入中国的机会**。 

一个智库研究员在谈到正式邀请函的要求时告诉
SAR：“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90”他说，大学“倾向于
拒绝[敏感的]申请”，因此学者们更加注意自己的研究提
案，不去碰在中国有争议的议题91。

外国学者和学生也因学术活动相关理由被驱逐出
境并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再次入境。米华健（James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新
疆问题专家。自他在2014年与其他学者联合出版了一本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书之后，其签证申请就经常被
拒。他说自2004年后他便无法到访新疆，已选择研究新疆
以外的其他议题。米教授有终身职位，得以继续其学术生
涯，但他说对年轻学者来说“这样的事情造成的打击也许
会大得多”92。 

许多其他研究中国的领先学者都明显因学术工作遭
到禁止入境，有些禁令甚至已有几十年历史。他们中有：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的林培瑞（Perry Link）93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要有学术自由，学者和学生应能免受不当限制，  
  不害怕报复，自由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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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们和夏伟
（Orville Schell）合编了《天安门文件》94；原供职于威斯

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傅礼门（Edward 
Friedman），他参与合编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
大饥荒纪实》95；原供职于巴黎第七大学（Université Paris 
7）的侯芷明（Marie Holzman），她写过很多关于中国腐
败和民主的作品96。很多时候，学者成为旅行禁令的目标
却没有具体原因。

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互
联互通，因此跨境旅行对他们的成就来说变得更为重要。
如上所述，限制学术旅行不仅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还会
阻碍大学蓬勃发展所需的研究、合作和思想自由流动。政
府和高等教育领导人不应该采用报复性的旅行禁令和繁
琐要求来截断思想的自由流动，而是应该促进跨境学术
旅行，保证迁徙自由不因研究活动被限制。

调查、停职和革职

在华学者可因学术表达和观点面临一系列后果。校方的
报复从调查、停职到终止合约、撤销资格不等，这些报复
会破坏研究并对职业生涯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而且，这
些后果对校内外群体的其他成员起到警告作用，告诫他
们不要碰某些问题或思想。

校方基于前述学生线人的指控对学者采取报复性行
动。据称这种情况自2018年以来突然变得更为严重。 

2018年4月，北京建筑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副教授许传青对日
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作比较，被学生举报后遭
停课。她说她的话被断章取义97。 

2018年5月，位于湖北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对翟

桔红停课处理，起因是她据称在课堂上评论取消中国国
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而遭到举报98。据该校党委
称，翟桔红“违反[了]由教育部颁发的行为准则”。 

2018年6月，厦门大学（Xiamen University）经济学教
授尤盛东因发表“政治不恰当”的言论，被学生举报至校
方，遭到解聘99。据称厦门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声援尤
盛东，要求保留他的教职100。

2019年3月20日，重庆师范大学（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据称对副教授唐云做降级处理，并撤销其教
师资格，起因是唐云被举报在课堂上发表了某些言论101。
重庆师范大学校方称，唐云在革命作家鲁迅的相关研究
课程教学中发表的言论“损害国家声誉”。重庆师范大学
还称唐云是“不良影响”。有消息表明学生将唐云的言论
上报至重庆师范大学校方102。

多年来，校方对学者在课堂之外的表达采取报复性 
行动。法律学者滕彪曾四次被停课停职：第一次是在 
2008年他签署《零八宪章》之后，《零八宪章》是一份要求
在中国进行人权和民主改革的政治宣言；此后几次分别

是在2009年、2011年、2012年，起因是他的学术及人权 
工作 103。 

2013年10月，北京大学解聘了著名经济学教授夏业
良，这显然是报复他包括起草和签署《零八宪章》在内的
政治和人权活动104。自签署《零八宪章》后，据称夏业良的
电话遭到监控，他也称遭到便衣警察跟踪。2013年10月，
教师委员会开会投票，以30票比3票的结果通过了对夏业
良的解聘决定。据称校方表示由于他教学评估成绩不理
想才决定解聘；但是，就在一年之前，夏业良是通过了教
师考核的。 

2018年8月，贵州大学的杨绍政因在网上发表一篇批
评中共的文章而被校方开除105。次月，厦门大学历史教授
周运中因其据称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对中国社会的 

“煽动性”言论而被开除106。 
2018年10月，有报道称浙江传媒学院（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文学院副院
长赵思运因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表对中国的批判性言论
而被校方纪律处分107。他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演讲
稿，其中他感叹中国教育体系未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创新力、对社会的关怀，也呼吁学生要有独立思想，并接
受“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108。报道称该校党委因赵思
运的演讲“措辞不当”而对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109。 

2019年3月25日，清华大学对宪法学家许章润处以停
职，以报复他发表一系列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110。来自清
华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数百名学者声援许章润；许在停职
之后接受调查，并受到旅行禁令影响111。

处在校方持续打压之下的学者也被迫离开所在院校，
或甚至被迫离开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丁途（Christopher 
Balding）是一位美国学者，曾在北京大学的汇丰商学院执
教九年。他说自己在2018年7月被迫放弃教职，起因是他
公开批评中国的审查和经济政策112。2018年3月，校方据
称对丁途说，希望在4月1日前断绝双方的所有关系113。 
丁途说他“接受”在中共开办的顶尖大学工作所带来的各
种风险。他写道：“在中共底下工作，不会不知道风险。114”
丁途说他尝试到另一所中国大学去应聘，但后来觉得他
可能不会被允许留在中国。他在博客中写道：“中国发展
到现在这个状态，让我感到当教授有风险，就连经济、商
业、金融市场这样的议题也无法放心讨论。115”

上述例子很有可能只是对在华学者报复行为的冰山
一角。如果这样的报复行为持续下去，国家和院校领导人
将会无法发展和推进中国学术机构。不管是年轻学者还
是资深学者、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如果他们害怕跨过
表达和探索禁区之模糊边界会招致职业上的毁灭式报
复，就可能会考虑是否要和这些院校打交道。

恐吓、起诉、监禁和滥用拘禁

中国国家当局对学者和学生采取恐吓、强制性法律行动、
监禁等手段，以对他们的学术工作及其他非暴力表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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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限制和报复。在一些最恶劣的个案中，当局对受害
者处以剥夺正当司法程序、酷刑以及其他的不公待遇*。

学者们表示，他们被“请去”或“带去喝茶”；这是一个
委婉说法，指当局私下或公开地会见及审讯可疑人士116。
国家当局不仅用这种策略来从学者、记者、人权界人士身
上索取情报，而且还以此恐吓和震慑他们，让他们不敢继
续开展工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来自中国的藏人学者告诉SAR，
从2006年到2017年，他在回到家乡西藏自治区（Tibet 
Autonomous Region，TAR）期间共被“带去喝茶”约20
次。这位学者说，国家安全官员询问他在海外的学习、活
动、联系以及在西藏自治区开展的研究117。

学者遭到拘留、逮捕和不公正的起诉，罪名常常和安
全有关。在一些令人不安的案件中，当局还把家庭成员列
入目标。 

2008年12月，就在《零八宪章》发布的数天前，当局拘
留了著名学者和人权捍卫者刘晓波。他是《零八宪章》的
主要作者和签署人之一118。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当局将
刘晓波一直拘留到2009年12月才对其起诉。随后，刘晓
波很快就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该罪名和《零八宪章》有关。2010
年，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在
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119。2017年7月13
日，在服刑八年后，刘晓波死于晚期肝癌120。刘晓波去世
的不到两个月之前，当局才公开了他的诊断，在这期间还
拒绝批准刘晓波出国接受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疗121。刘晓
波的爱人刘霞是一位诗人和活动人士，在刘晓波去世后，
她被软禁在家122。2018年7月，刘晓波去世一年之后，刘霞
获准离开中国，前往德国。

2011年，公开发表批评言论的法律学者滕彪在自家附
近被便衣警察拘留。警方用一块布蒙住了滕彪的头，用一
辆没有标识的车辆将其带到羁押地点，与外界隔绝七十
天，期间对其进行殴打和酷刑折磨†。滕彪说他被释放的
时候“没有任何理由或文件，就像我当时被消失的时候一
样”123。在继续忍受了几年的骚扰后，滕彪拿到哈佛大学
的奖学金，来到美国。滕彪和一个女儿得以离开中国，但
当局禁止滕彪的妻子和另一个女儿去找他。最后，她们偷
渡离开中国，前往美国124。

2014年9月，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因其与维吾尔
少数民族有关的研究和运动被定罪，以分裂主义相关罪
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七名学生也因

*  虽然这些压力可见于中国大陆全境，但在此值得提到的是，后续有一章节将会探讨身处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学者和学生所受压力。请参照第30页。
†  滕彪更加具体的本人自述请参照滕彪，“在中国推进人权和民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2017年，https://www.ias.edu/ideas/2017/biao-human-rights-china。
‡  如想进一步了解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遭受逮捕和监禁的概要，请参照第35页。

分裂主义相关罪名被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到八年不
等125。权利团体就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法庭审理期间未获
得正当程序一事、以及他在服刑期间遭受包括剥夺食物、
限制会见家人、单独监禁在内的各种不良待遇一事、还有
其家人和同事遭到骚扰一事表示严重关切126。 

像这样备受关注的事件近年来仍不断发生。2017年
4月，政治学家子肃被警方拘留，其原因是他在网上发表
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习近平的任期是独裁127。之后他被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128。在庭审时，官员强迫子肃
解雇他自己的律师，接受国家指定的法律顾问129。2019
年4月15日，子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
刑130。

2018年8月，著名经济学家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
音（Voice of America）广播节目的电话采访时，警察破门
而入131。警察坚持要他结束采访，但孙文广表示拒绝并抗
议警察进入他家中。有消息显示当局换了好几个地方拘
留孙教授，直到8月12日孙教授才获准回家，并被当局严
密监视。

2019年1月，当局拘留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杨恒
均，以报复他写下批评中国政府的文字132。杨恒均在中

国外交部任职至2000年，后移民至澳
大利亚，成了一名作家和公民记者。杨
恒均从美国飞往广州途中在上海转机
时，被禁止登机。在外界怀疑杨恒均被
消失后，中国当局通知澳大利亚驻北

京大使馆说，杨恒均已被中方拘留，之后宣布拘留原因是
杨恒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对学者采取不公正的监禁及其他强制性法律行为对
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可能违反中
国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使用这种惩罚手段明显是要向
校园发出警告，甚至是带去恐慌。这会妨害学者和学生探
索复杂、敏感的思想和疑问。

对学生表达的打压

自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以来，有组织的学生表
达在中国就变得更不明显。但近来在中国大陆关于打压
学生的报告数量明显急速上升。最近的几起报告都与参
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的学生有关。 

2018年8月24日，来自不同大学的数十名学生活动人
士在声援佳士科技公司工人自主组建工会后，被中国当
局拘留；据称佳士工人因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环境而遭
受虐待和逮捕的报复行为133。当月早些时候，学生们抵达
深圳；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在工厂前抗议，发布公开
信和照片并发到社交媒体上。警方没收了被捕学生的电
脑、电话及其他电子设备。 

  如果这样的报复行为持续下去，国家和院校领导人    
 将会无法发展和推进中国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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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日，警方及其他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南
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学生杨凯和朱舜卿，当时他
们正在参加由南京大学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组织的非暴

力抗议活动134。第二天，据称朱舜卿被家人强行带出南京
大学校园135。

在南京发生的事件过去一周后，警方拘留了在北京的
苹果公司门市前参与和平示威的两名学生136。这些学生当
时在抗议苹果公司以实习生的名义雇来学生，却安排他们
在工厂工作。

2018年12月28日，一群北大学生在校园里和平抗议校
方撤换校内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领导层时，遭到当局暴力
清场137。 近一个月后，在2019年1月21日，当局拘留了七位
来自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生活动人士138。据称这些学
生在观看了佳士工人声援团被捕成员的被迫认罪视频后
公开进行评论。被捕学生的支持者据说被要求观看这些认
罪视频，这明显是要震慑他们，让他们不再示威139。 

2019年4月30日，北京大学的六名学生被报失踪140。被

捕学生之一邱占萱是该校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长，据称 
在被捕的那周，他原本计划参加工人声援活动，那周刚好
也是国际劳动节。六名学生被捕时，刚好再过几天就是五

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发展史上 
的重要历史事件。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学 
生走上北京街头，抗议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凡
尔赛条约》，也对中国政府的应对未能保护国
家利益表示愤慨。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一次讲 

话中，习近平主席说：“我们要阐明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加强对广大青年 
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
党走”141。

在民主合法的社会中，学生的表达是优质大学的重中
之重，也是公共讨论的一个关键方面。学生对新旧思想进
行辩论，并向高等教育领导人、国家当局和公民社会提出
问题，这非常自然，也很有必要。但是，对学生表达加以攻
击及其他限制，会缩小各学生和各优质大学讨论、分享各
种不同思想的所需空间。

***

上述打压及攻击的汇总初步介绍了在中国大陆学术自
由、机构自治、及相关的人权和大学价值观受到限制的范

乔木 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的教授，他直言不讳
地支持表达自由，致力于勇敢发
声、对抗审查制度。尽管面临许多
危险，但他仍决心要留在中国，为
改变做努力。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乔木和
他的同事经常组织会议，讨论如
媒体自由、互联网自由、社交媒体
自由等议题。但此后组织这种活
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乔木仍
然坚持用文字来为表达自由和人
权发声。 

其他学者都躲着媒体，但乔木却
接受国外媒体的访谈，这激怒了
校方领导和中共官员。他说：“我
想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还想有

更多的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

2014年，校方停止了乔木的一切
教学活动，其理由非常模糊：“违
反工作纪律”，并安排他到图书馆
工作。乔木的副教授职衔被保留，
但福利大减，收入也少了三分之
一。 

在图书馆工作时，乔木仍然坚持
为表达自由和人权发声。校方以
每年都给他增加大量工作来作为
回应，明显是想要减少他可以自
己开展学术工作的闲暇时间。

有时候，校方的做法更加粗暴。当
他受邀参加某些学术会议时，校
方会用纪律处分来威胁他，说他
的活动违反学校规章制度。 

乔木说，尽管他的评论没有提到
中国共产党，而是关注社会问题

和媒体议题，但中国政府还是禁
止他为学术期刊撰稿，他的博客
文章和所有其他社交媒体贴文也
都被删除了。

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就连在
社交媒体上也只能有一种声音，
只能说中国好，不能说中国不
好。”

有些心灰意冷的中国学者不再和
无情的制度对抗，转而离开学术
界从商，或流亡国外。乔木的职业
生涯看似已走到尽头，在绝望当
中，他加入了这些中国学者的行
列。2017年，在执教十五年后，乔
木从大学辞职，搬到了美国。

本个案研究基于2018年3月24日对乔木的电话
访谈及随后的电子邮件。

个案研究：革职 

  使用这种惩罚手段明显是要向校园发出    
  警告，甚至是带去恐慌, 这会妨害学者和学生   
  探索复杂敏感的思想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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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虽然仍需进一步研究来更全面地记录这些攻击的类
型、频率、来源，但许多身在大陆的学者和学生都共同传
达了这样一条信息：他们必须确保自己不触碰到探索和
表达的禁区，而当局故意不明示这个禁区的界限在哪里。
有许多学者和学生的所在国家更全面尊重学术自由和人
权；相较之下，上述情况让身在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更难以
追求各自研究、教学和学习兴趣的价值，而这会从根本上
伤害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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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的学术自由

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中国政府设立，在包括教育的内 
部事务上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身处及来自这些地方的学者和学生在行使学术 

自由权时面临很大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破坏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对学术活动的 
审查；惩罚表达和探索的强制性法律行动；将无数学者和学生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人士
拘留于所谓的“再教育营”的报道，令人不安。

中国政府称国家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安全和民族和谐。但是，这些限制性
的政策和行动让中国半自治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学者和学生身陷困境，并可能会降低 
这些高等教育群体学术工作的质量，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同时，它们还会从根本上破坏
院校开展对话和促进理解的能力，使得院校无法达成中国政府的既定目标。 

语言政策和公平接受高等教育

语言或其他阻碍接受高等教育的因素会阻拦许多想要成为学者和学生的人切实行使学
术自由权，哪怕这种阻拦是间接的，也确实存在。所有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体系、制定政
策、做出实践时，都应将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文化和其他特点考虑在内，应将目标定为
高等教育“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1。 

*  中国有五个“自治”区，除上述三个以外，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公开信息有限，险境中的学者
（Scholars at Risk, 下称SAR）把重点放在内蒙古、西藏、新疆这三个地区。关于另外两个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中国各地少

数民族群体的学术自由所面临的具体威胁，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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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达到该标准方面有很大自由度，但应避免使用
不考虑到少数民族群体语言及其他因素的体系、政策、做
法，也应避免采取故意惩罚少数民族群体、破坏公平接受
高等教育*、最终将降低少数民族群体学术自由的体系、 
政策、做法。 

本报告篇幅有限，不足以对这些问题展开全面讨论，
但即便在教育方面已有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国家法律保 
护†，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报
告，其中揭示的种种困难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XUAR），当局采取一系列行动，似乎是想要把少数
民族语言从高等教育中挤出去，把普通话放在优先位置2。 

例如，自2002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顶尖的大
学之一新疆大学（Xinjiang University）据称落实了一项
限制性规定：除了维吾尔文学课和语言课之外，其他课
程只能用普通话教学3。中共主办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一篇文章称，喀什大学（Kashgar University）的 

教师和学生被敦促在校园里只用普通话来学习和交流，
以“促进社会稳定”，并“[动员]少数民族群体加入反恐 
工作”4。 

有些学者和学生的所在院校突然换成普通话教学。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新疆问题专家说：“没有留出帮助学
生融合到主流的时间5。我在美国的[维吾尔]学生告诉我，
他们前一天去上学时还是维语，第二天就全变成中文了。
那年没人[能]参加考试，因为没人懂中文。6”该专家还说，
这些改变还导致无法用中文授课的维吾尔学者被迫放弃
教职。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SMHRIC）的主任恩和巴
图（Enghebatu Togochog，音译）说，在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IMAR），少数民
族学生想要进入该区十八所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有困
难，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队伍都是汉族7。他还说，除了几个
学院、大学和职业学校之外，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多数高等
教育机构甚至没有开设蒙古语、蒙古文学、蒙古历史的专
门院系。 

*  SAR的《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南对公平接受的定义如下：“接受和成功参与高等教育、以及从事和成功参与高等教育工作是基于成绩，而不带任何基于种族、性
别、语言、宗教、经济背景、文化背景、社会差别、身体残疾的歧视；在接受、从事、参与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工作方面，传统上属于少数族群的成员还能得到积极帮
助，这些族群包括原住民、文化和语言少数群体、经济弱势或其他弱势群体、残障人士，他们的参与可能会给高等教育界及广大社会带去非常有价值的独特经验和才
能。”如想进一步阅读，请访问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sources/promoting-higher-education-values-a-guide-for-discussion/。

† 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网址为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3/content_1383908.htm。

韩恩泽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大部分用蒙古语
接受教育的学生“只能申请内蒙古自治区以内的学院和
大学，因为中国国内的其他大学一般不接收中文不好的
学生。8”而且，用蒙古语接受教育的学生被大学录取之后，
其专业领域更有限制，“选择范围包括教育、蒙古医学、农
学、畜牧学等”，而“如经济、法律、工程学等更热门的学科
只接收用汉语接受教育的学生”9。这种限制对于中国各
地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很常见，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各少
数民族语言本身缺少一些技术学科必须用到的对应专业
词汇，这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10。 

与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一样，蒙古族学生在毕业后也面
临就业歧视，这明显是因为他们与汉族的社会联系少、普
通话不够流利。恩和巴图说，许多张贴在校园里的私营公
司及政府招聘启事公然表示“不考虑用蒙古语接受教育
的学生”11。

对于西藏自治区（Tibet Autonomous Region，TAR） 
内外的藏族学生来说，高等教育语言方面的事态发

展喜忧参半。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

告》，这些年来西藏自治区的学校越来越少使用
藏语12。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
报道，2019年1月，西藏民族大学（Xizang Minzu 
University）停止藏语授课13。西藏民族大学是中
国为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历史最悠
久的大学。据称该决定出台之际，西藏民族大学

的藏语教学规模很小。但是，这个决定对于某些学生来说
有严重影响。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自由亚
洲电台：“[在西民大]学习藏医学的藏族同学面临许多困
难和理解问题，因为现在这些课程都用中文教学。” 

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的研究显示，虽然在西藏自
治区用藏语开展的教育规模变小，但其他藏族聚居省份
的一些大学在近几十年来增加了藏语授课的课程14 。郑
国恩说，面前仍有很大困难，如“教科书提供不足，各院校
用藏语开展的授课量参差不齐”等15。 

支持藏语教育可能会招致法律行动。就在2018年5月，
活动人士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音译）因提倡在学
校推行藏语教育而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16。

对于政府和高等教育领导人来说，如何应对少数民族
语言方面的担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提高经济和社
会流动性的方法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可能会制
定不同政策和项目以提高本国语言的掌握水平。但与此
同时，各国应该用行动来确保这种政策和项目能够帮助
而不是阻碍人人公平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保障学术自由。
目前，中国的政策和项目似乎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

  这些限制性的政策和行动让中国半自治少   
  数民族地区的许多学者和学生身陷困境， 
  并可能会降低这些高等教育群体学术工作   
  的质量，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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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人人接受高等教育。这会妨害许多少数民族学生
及学者切实行使学术自由权。

对学术表达的打压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学者和学生行使学术自由的能
力面临更大限制，包括审查、监视、禁止出入少数民族地
区等。对学术表达和探索的打压会妨碍各大学实现提供
优质研究和教学的雄心，也会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
的问题难以得到理解。

少数民族学者及学生的授课、研究、出版物遭受的审
查及自我审查限制了在中国学术表达的范围。审查的具

体案例很难找到，但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播音员沃伦·
史密斯（Warren Smith，音译）说，这表明背后有更大的问
题。他说：“如果你要找学术工作被打压的人，你就没看清
问题的真正所在。关键在于，所有的学术工作都被打压 
得非常严重，于是根本就没有需要打压的学术工作。17”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藏问题专家说，她不认识任何一
个在西藏就敏感或“危险”议题进行写作的人。她说：“这
是审查或自我审查的结果。在西藏研究方面，人们选择那
些[不会带来]危险的题材。18” 

学者郑国恩举了一个例子：由藏族人士开展的西藏地
区少数民族教育相关研究明显变少。这个题材长期以来
都是敏感议题。他说，这类研究很少，主要由汉族学者开
展；但近年来，汉族学者也避开了这个研究题目19。 

根据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藏族学者
据称被禁止在课堂上谈论某些议题20，也被禁止使用含
有“非官方版本西藏历史”的教学材料21。美国国务院则指
出，国家当局用威胁“减少提拔机会和研究资金”来逼迫
藏族学者公开提倡政府政策22。 

内蒙古历史学家拉幕札部（Lhamjab A. Borjigin，音
译）在为他的书《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寻找中国出版社时
无功而返；这本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族幸存者的
口述历史23。拉幕札部只好自费通过地下出版社出版了这
本书。据称该书迅速在网上传开*，但随后拉幕札部因此遭
受逮捕和起诉†。因为从内蒙古自治区传出的消息不多，
很难再找到关于该地区审查的具体例子。

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一样，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传出的新闻处于严格管控之下，因此关于该地区审查

* 虽然拉幕札部的书把重点放在蒙古族人的经历，但鉴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仍是中共眼中的极度敏感问题，因此拉幕札部的个案也许并非少数民族学者或地区特有。 
† 拉幕札部被捕事件的概述请参照第34页。
‡  据2016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报道，国家当局要求新疆居民上交护照集中“‘保管’”。请参照“中国没收新疆人民护照”，英国广播公司，2016年11月24

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8093370。

的具体例子也很难找到。但是，对无孔不入的监视系统及
大规模拘留的相关报道清楚表明：自我审查非常普遍。

2017年12月，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 AP）报
道称：“最先进的数字监控系统追踪维吾尔人去了哪里、
读了什么、跟谁说话、说了什么。24”据说新疆居民的手机
里被安装监视软件，表面上是为所有人扫描伊斯兰关键
词和照片，固定电话也被严密监控25。这种高强度的手机
监视会妨碍学者与国内外同行及大学之间的沟通，限制
开展学术工作的能力。 

米华健（James Millward）及其他人指出26，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监视手段包括脸部识别摄像头、DNA扫描、以
及其他严密追踪个人信息和通信的技术。米华健写道，政

府“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安保人员，该地区
的人均警力很有可能比东德1989年政权
崩溃前还要高。27” 

近年来，新疆的大学管理者也参与了
对学者和学生的监视。2014年，新疆师范
大学（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物理

与电子工程学院检查了所有宿舍的电子设备。该校据称
在其网站上表示：“通过检查暴力及恐怖主义视频，削弱
了校园里的宗教极端主义”28。根据同一消息来源，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University of Petroleum）克拉玛依校区
的某些院系在2017年被告知要“安排检查员检查所有教
师的电脑”29。

一位新疆问题的美国专家称，近期大量维吾尔人及其
他少数民族人士的护照被没收‡，使得学者无法出席国际
会议或在国外开展研究30。该专家还称，她于2017年受邀
参加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个会议，然而该会议却在召开前
的三周被无故取消。她说，旅行限制阻碍了维吾尔学者和
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往来。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藏族学
者经常被禁止“出国参加非中共组织或未经中共批准的
会议及学术、文化交流活动”31。 

一位身处加拿大的西藏研究学者说，过去几年从西藏
传出的信息很少，原因之一是旅行限制以及藏族学者明
显不愿公开谈论和写下他们的处境。“过去，我们可以在
国际会议上见到藏族学者，但现在藏人要出国几乎不可
能。所以，我们无法获得藏族学者处境的相关信息”，他这
样说道32。 

另一位现在身处美国的藏族学者称，由于中共中央统
一战线工作部发出的一份通知，他和一位同事无法应邀
前往华府参加关于西藏的一个会议33。他还说，2013年，
就在国际藏学研究协会会议（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Conference）召开之前数周，他的护
照被没收。 

  对学术表达和探索的打压会妨碍各大学实现提供   
  优质研究和教学的雄心，也会使中国少数民族地   
  区面临的问题难以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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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欧洲学者说，在2016年，有好几位藏族学者被禁
止前往挪威参加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主办
的国际藏学研究协会会议34。她说中国当局“在最后一刻，
在他们即将动身前往机场的时候”向与会者发出禁令，
其中有几位是她的朋友35。她补充说：“下一届会议将于
[2019年]7月在巴黎召开，如果所有受邀藏人都能出席，
那才奇怪。眼下说不准。” 

外国学者也更难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数位不愿
具名的学者称，当局常常拒绝向想研究这些地区的外国
学者发放学术签证36，拿到签证的学者到达目的地后可能
会遭到当局监视37。 

在敏感日期和周年纪念的前后，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可
能会变得尤其困难。例如，在西藏1959年起义周年纪念的
日期前后，中国当局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那场起义导致
了达赖喇嘛离开中国，开始流亡生活38。据联合通讯社报
道，2019年2月，在起义六十周年纪念到来之前，当局提高
了安保级别39。

旅行限制、监视、以及其他主动或被动的审查方法严
重限制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活动。为了使学者和
学生能向所在院校乃至广大高等教育界作出优质贡献，
中国当局应当对干预性政策三思，避免采取会直接或间
接限制学术活动的行动。

恐吓和惩罚

公开进行令国家不悦的学术活动及表达的中国少数民族
地区学者和学生遭到报复，其手段包括革职、起诉和监
禁。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那样，在越来越多的个
案中，就算没有对敏感议题进行写作或讨论，仅仅只是身
为少数民族学者或学生，就可能会遭受惩罚。虽然还需进
一步研究和记录，但现有报告显示身处及来自中国少数
民族地区的学生和学者面临在中国的一些最严重、最频
繁的威胁。 

西藏自治区

位于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族聚居地的藏族学生和学者因
对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进行批评、表达不同意见而遭
到开除、威胁和逮捕等报复。 

2012年12月，当局对海南州医学院（Tsolho Medical 
Institute）的八名学生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他们参
加了当年11月的一场和平抗议。据称这些学生与上千名
同学一起游行至政府办公地点，高呼“自由”和“藏语权
利”等口号40。 

2013年4月，西北民族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of 

*  2008年3月10日，西藏爆发了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反对中国的抗议。当天约五百名哲蚌寺的僧人违抗政府的意愿，游行至西藏首府拉萨，以纪念四十九年前那场以
失败告终的、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接下来的三天里，拉萨各地寺院的藏人僧侣组织了一系列小型抗议；3月14日，拉萨公共秩序崩溃，周边藏区也爆发了抗议。请参
照 Gillian Murdoch，“时间线：西藏抗议的每日记录”，路透通讯社，2008年3月25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tibet-protests/timeline-day-by-
day-record-of-tibet-protests-idUSSP15193420080321。 

Nationalities）的学生被盘问，还据称被威胁说如果他们
不配合当局调查一起学生纪念活动的话将会有不利后
果。该活动旨在纪念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藏传
佛教徒抗议*。据称参加了纪念活动的藏族学生被盘问，还
被要求说出组织活动的学生名字41。 

一个月后，西北民族大学据称开除了次成加才
（Tsultrim Gyaltsen，音译）。他原是一名僧人，也是著名

青年藏族作家，以其复杂的文章和诗歌而闻名。当时他在
西北民族大学学习中文并进行写作42。2012年，他开始主
编一本名为《新一代》的文学期刊。他也开了一个博客，但
最终被政府屏蔽；他还组织辩论活动，其中有些主题被当
局“认为是‘非法’的”43。藏族知情人士指出，他于2013年
5月被开除时，本应在几个月之后迎来毕业。 

2013年10月，在遭到开除几个月之后，次成加才因 
“向政府官员表达‘非法言论’以及造成‘社会动荡不

安’”被定罪及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这与他参与抗议呼
吁释放他认为被不公监禁的藏人有关44。 

2018年5月25日，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民族大学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的藏族学生白玛嘉措
（Pema Gyatso，音译）遭当局拘留，这明显是报复他在

网上的言论45。白玛嘉措引起当局注意，是因为他以索塔
（Sota，音译）的笔名组建了微信群“西藏文学论坛”并为

其撰文46。白玛嘉措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在2016年2月
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烈焰下的西藏”。该文回顾了
许多藏人以自焚抗议做出的牺牲47。当局于2018年6月5
日释放了白玛嘉措48。

在白玛嘉措遭拘留近11个月后，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称，当局拘留了另一名西北民族大学的藏族学生49。匿名
知情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4月初，西藏教育局
方面对索南恒周（Sonam Lhundrub，音译）停课，并将其
拘留。知情人士指出，西藏教育局方面盯上索南是因为他
在公务员考试中写的一篇论文“感叹在中国的藏区留给
藏人的职位越来越少”50。截至本报告发布时，仍未有索南
具体位置以及他是否面临任何刑事指控的公开信息。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的学者和学生也面临学术及其他表达活动的类似
打压，尤其是在地区人权问题方面。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和巴图说，蒙古族学生
经常害怕被指控为“民族分裂主义或支持民族情感”51。他
们之所以害怕，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同学和教授遭受过
国家官员骚扰、革职、逮捕。 

恩和巴图举了特古斯白音（Tugusbayar，音译）
的例子。特古斯白音是内蒙古大学（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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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的教授，据称他经常遭受国家安全人员的骚
扰，其原因是他参加包括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在内
的国际人权会议。据称内蒙古大学拒绝给特古斯白音升
职，他也遭受严密监视52。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新闻不易获取，这导致很难监控
该地区高等教育界所受打压，但尽管如此，过去十年里由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及其他信息来源报告的两起事件令
人瞩目。 

2011年5月30日，内蒙古各校学生及教授进行抗议，
要求对牧地被政府及采掘业收走的蒙古牧民进行公正处
理。与抗议有关的学生及教授被拘留，据称其中有些人自
那时起便音讯全无53。在数百名蒙古族人进行示威后，该
区首府呼和浩特的各院校进行封校，将成千上万的学生
锁在校园里54。

2018年7月11日，历史学者和作家拉幕札部被锡林浩
特市公安局软禁55。拉幕札部遭受了几个月的监视居住，
这是中国法律下的一种软禁56。2019年4月4日，拉幕札部
出庭接受关门审理，“被控罪名有‘民族分裂’‘破坏民族
团结’以及参与‘非法出版与发行’”，这明显指向本报告
前述拉幕札部著书《中国的文化大革命》57。在南蒙古人 
权信息中心获得的录音资料中，拉幕札部声明“我的家人
无一人被允许参加[旁听]。我本人被剥夺请律师辩护的 
权利”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假借反恐及民族团结政策之
名采取一系列行动，导致该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
尔克孜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多年来，
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学者和学生遭受了当局特别严厉的打
压，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教授和维吾尔维权人士伊力哈
木·土赫提（Ilham Tohti，音译）59。

2017年开始，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动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打压行动，给学生、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带
去了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最初不愿谈及此事，但后来称
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加强新疆的安全、改善新疆人民的经
济条件60。但是，国家的行动和政策似乎是要对中国穆斯
林少数群体加大中国化的力度，加强政府对新疆地区的
控制61。

2017年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强迫来自新疆的少数民
族留学生回到中国62。报告显示，对于拒绝自愿回国的学
生，中国政府对他们留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拘留或威胁拘
留。这条命令针对在埃及、土耳其、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的新疆少数民族留学生。中国当局还试图对外国政府施
加压力，要求遣返这些留学生63。 

例如，2017年7月，埃及当局应中国当局的要求拘留 

*  Shawn Zhang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学生，他基于卫星图像和政府文件对许多据称存在的“再教育”营进行报道。他查明的营地列表可见于https://
medium.com/@shawnwzhang/list-of-re-education-camps-in-xinjiang-新疆再教育集中营列表-99720372419c。请同参照Philip Wen和Olzhas Auyezov，“追踪
中国的穆斯林‘古拉格’集中营”，路透通讯社，2018年11月29日，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muslims-camps-china/。

并遣返了在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学习的 
数十名学生64。消息来源怀疑这些学生回国后可能会面临 

“再教育”。
2017年9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六名学生在土耳其

留学期间被迫回到中国。他们因未公开的指控而被定罪，
并被判处五到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65。阿卜杜萨拉姆·
买买提（Abdusalam Mamat，音译）和亚森江（Yasinjan，
音译，姓未知）这两名自愿从埃及回来的维吾尔留学生据
称于2017年去世，死因不明66。 

在强迫回国的新闻过后，权利团体开始发布令人震惊
的报道，指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将数量惊人的少数民族人
士拘留于所谓的“再教育”营及其他拘留设施，大部分人
都是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关起来的。 

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据报道有数十个“再教育”营遍
布新疆各地及周边省份67，有许多营地都是改建于医院、
学校及其他设施*。学者郑国恩称，参考中国过去的“再教
育”工作，在新疆的再教育设施可能多达1200处68。 

郑国恩的其他研究还揭示了关于这些设施发展的惊
人发现：2017年，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相关设 
施的建造支出增加了超过两倍，与此同时“职业培训”的
支出却减少了；监狱支出“在2016和2017年之间翻倍，而
对嫌犯进行正式起诉的渠道方面开支却没有变化”；还
有，“在少数民族大量聚居的县里，拘留中心的开支翻了
两番，表明再教育营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一的大规
模拘留形式”69。

权利团体报道称，被拘留于营地的人遭受身心虐待，
包括被逼迫违反伊斯兰教规吃猪肉、喝酒，唱中共赞歌，
参加思想灌输课程70。报告指出在押人士未被提供法律 
顾问，也无法见到家人71。

2018年10月，当局颁布了一项法律修正案，对“再教
育”营进行“合法化”。根据修订后的条例，当地政府有 
权“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教育转化机构和管理
部门，对受极端主义影响人员进行教育转化”72。根据该
法，这些“再教育”营应当“组织开展‘去极端化思想教育’
、心理矫治、行为矫正，‘促进受教育培训人员思想转化，
回归社会、回归家庭’”73。 

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MP） 
的一篇文章中，中国问题专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
称，该修正案是“事后弥补；在新疆及其他地方的维吾尔
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遭大规模拘留，其目的是
不经正当程序开展政治及文化改造，修法是试图将这种
大规模拘留 ‘合法’化”74。

再教育营及其他设施里关押的人数估计从几十万 
到一百万人以上不等75。此外，报道称还有一些人被迫 
每天在当地不同地点参加思想灌输课程，总人数未   
知，但他们可以回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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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地区的拘留情况不明，但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UHRP）和新疆受害者

资料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在内的权利团体 
确认，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知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被拘
留于再教育营和其他设施。维吾尔人权项目2019年3月
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17年初起，已有386名知识分子确
认已被拘留或失踪，其中有101人是学生，285人是学者、
艺术家、记者86。而且，至少有五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关押

*  新疆受害者资料库是学者斌吉恩(Gene A. Bunin)主持的项目，提供开放存取的数据库，记录据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拘留或被消失的人士相关报告。如想了解更
多，请访问https://shahit.biz/eng/。 

期间死亡。但是，维吾尔人权项目指出：“由于隐蔽性和恐
惧，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再教育营里去世，或
在被释放后立即去世”87。

当局没有公开拘留学者的证据基础，但知情人士透
露，被拘留的许多人都被指控为是“两面人”，这个词指的
是疑似批评国家的中共党员88。以下一系列发人深省的个
案概述介绍的是在新疆镇压行动中成为目标的学者和学
生；而该镇压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

2014年9月，著名学者及人权维
权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音译）因分裂主义相关指 
控被判无期徒刑，许多中国及国
际律师都认为他的审判非常不 
公平。这位学者以观点温和闻名，
他的重判震惊了当地及国际学 
术圈。 

伊力哈木·土赫提曾在北京
的中央民族大学（Central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教授经
济学，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致力
于促进占中国大多数的汉族和
维吾尔少数民族之间展开对话。
他坚定拒绝分裂主义，努力向中
国人说明维吾尔人面临的问题
是中国的严厉政策所致，以此促
进和解，并促进他的学生和学者
同仁之间开展和平辩论。他的努
力自1994年起便招致政府监视
及骚扰。有些时期，他被禁止教
课；1999年后，他便无法在主流媒
体及期刊发表作品。

2006年，他创办中文网站“维吾
尔在线”（uighurbiz.net），引起关
注。该网站旨在向中文受众介绍
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
期建立“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
对话”。网站经历坎坷，不时遭遇
关闭，网站撰稿人也遭受来自政
府的压力。

2009年7月7日，就在乌鲁木齐发
生暴力事件两天之后，伊力哈木·
土赫提失踪了。国家当局指控他
在网站上发表了“煽动”冲突的内
容，对他进行逮捕 。77

接下来的几年，伊力哈木·土赫提
经常遭遇软禁，并被禁止出境中
国。2011年9月，他所在的大学取
消了他讲授的关于新疆经济发
展、移民和歧视的课程 。78 

2013年2月，中国当局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扣留了他和他当时十几
岁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音译）79 。伊力哈木·土赫
提当时正准备携其女儿登上前往
印第安纳州的飞机，到印第安纳
大学开展短期研究工作。在盘问
过后，当局禁止他离开北京，但允
许其女儿出境。在他的再三催促
下，菊尔·伊力哈木登上了赴美班
机 80。

2014年1月15日，警方突袭伊力哈
木·土赫提的住所，并以“犯罪和
违反法律”这一模糊指控将其带
走81 。警方还从他家中收走了电
脑、手机及其他物品。在同一时期
里，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七名学生
也被捕。

乌鲁木齐公安局随后指控伊力哈
木·土赫提使用微博煽动对中国

当局的暴力、招募维吾尔人参与
分裂主义活动82 。他被捕后不久， 
国家当局关闭了“维吾尔在线” 
网站。

他被单独监禁五个月，无法与家
人、朋友及法律顾问取得联系。监
禁期间，他有十天未收到任何餐
食，有连续二十天双脚被戴上镣
铐 83。

2014年11月21日，新疆高级人民
法院维持一审对伊力哈木·土赫
提无期徒刑的判决，他的学生也于
2014年12月被定罪并判处最高八
年的有期徒刑。伊力哈木·土赫提
的上诉期间出现了多次违反诉讼
程序的情况，包括当局拒绝公开开
庭以及未在听审之前充分提前通
知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律师 84。

自伊力哈木·土赫提入狱以来，他
的家人很难接触到他，其妻子和
两个年幼的儿子现在还是住在北
京，仍然被警方监视，也被禁止离
开中国。

其女儿仍然在美国学习，如果她
回到家乡的话，有可能会遭拘留
或逮捕。她对SAR说，她没有关于
她父亲情况的消息，因为无人被
允许探视他。“不幸的是，关于我
父亲我既没有好消息也没有坏消
息”，她这样说道85 。

个案研究：长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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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医学学者、新疆医科大学（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附属医院前院长哈木拉提·乌普尔

（Halmurat Ghopur，音译）因“出现‘分裂主义倾向’”被
拘留。报道称，哈木拉提·乌普尔在新疆医科大学事业顺
利，但他在宗教、文化及其他方面与另一位学校管理人员
意见不合，这有可能导致他被打上“两面官员”的标签，并
在此后成为法律行动的目标。哈木拉提·乌普尔被关押在
一个秘密地点约十个月，与家人或律师没有明显的接触，
此后报道称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哈木拉提·乌普
尔是否提出上诉不得而知89。 

2017年12月，维吾尔文化及宗教专家、新疆大学
（Xinjiang University）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音译）失踪，人们怀疑她被扣押于再教育营或监
狱。热依拉·达吾提曾获中国文化部的奖项及资金，据称
她在失踪前不久曾告诉一个亲戚她计划从乌鲁木齐前往
北京。因害怕报复，她的家人等了近八个月才公布她失踪
的消息90。截至本报告发布时，热依拉·达吾提的情况仍然
不明91。

同样是在2017年12月，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
萨利·阿吉（Muhammad Salih Hajim，音译）、其女儿
及其他家庭成员在未受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于乌
鲁木齐一处秘密地点92。穆罕默德·萨利·阿吉是一位著
名宗教学者，也是公认将《古兰经》翻译成维吾尔语的第
一人。2018年1月29日，报道称他在被关押四十多天后
去世，死因不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WUC）报道说，曾收到消息称穆罕默德·萨利·
阿吉“遭受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这有可能促成了他的
死亡”93。

在穆罕默德·萨利·阿吉死讯传出的当天，新疆师
范大学的文学教授、著名诗人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

（Abdulqadir Jalaleddin，音译）被捕94。新疆师范大学

安全部门分支机构的一位官员说，自从学校放寒假以来
就没再见过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95。世界维吾尔代表
大会报道称，警方于1月29日突袭了阿卜杜拉迪尔·贾拉
拉丁的住所，用黑罩子套到他头上，将其拘留96。世界维吾
尔代表大会还称，当局“未提供任何逮捕理由，他也未受
任何公开犯罪指控” 。

2018年5月，有消息称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维吾尔博士生古丽给娜·塔什麦麦提

（Guligeina Tashimaimaiti，音译）几个月前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失踪。人们认为她被拘留在一个再教育营97。她
在2017年回到中国时，曾受中国官员盘问。据称，当局强
迫她提供DNA样本和护照复印件，并要求她保证在马来

西亚完成学业后会回到中国。于2018年失踪时，她正在新
疆寻找一些怀疑遭到拘留的家人。 

2018年9月，据称喀什大学的四名教授因暗藏“两面
人”行为遭到开除98。其中有一位教授名为古丽娜尔·吾布
力（Gulnar Obul，音译），她遭拘留与她写下一篇关于维
吾尔文化及历史的文章有关。截至本报告发布时，其他三
名教授的情况仍然不明。

2018年11月底，新疆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Xinjiang）著名历史学家阿斯卡尔·居努斯

（Askar Yunus，音译）被捕，罪名不详99。阿斯卡尔·居努
斯是柯尔克孜族人，关注当地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关于他
的逮捕几乎没有具体信息。他所在的院校确认了他被捕
的消息，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2019年3月，《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报道称，至
少有四十五名来自新疆、在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的柯
尔克孜族学生失踪100。研究人员斌吉恩（Gene Bunin）
指出，至少有二十名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大学（Kyrgyz 
National University）的柯尔克孜族学生在回到中国过春
假和暑假后疑似未能返校，而汉族的中国学生却回到了
校园101。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大学一位官员说，一些留在中
国的学生父母遭到威胁，称如果这些学生继续留在国外，
父母将面临惩罚102。 

当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学者、学生及其他少数
民族人士的镇压行动是近年来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人们
担心本文描述的这些手段会被用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在
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其他省份103，也担心包括香
港反恐警察在内的中国大陆以外群体正在学习中国在
新疆地区采取的策略104，还担心国家的镇压使得对该地
区的研究无法开展。白道仁（Darren Byler）是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人类学系讲师，他告诉
SAR：“这个情况给所有维吾尔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的

相关研究带去了寒蝉效应，这不难理解。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这使得我转而研
究反种族灭绝的支持工作。105”

各国当局有责任维护安全和秩序，但
他们也应当履行其在国家和国际人权方
面的义务，包括坚持个人自由和不歧视原

则、迁徙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
由的相关标准。包括高等教育界在内的国际社会也有责
任为逃离迫害的学者提供帮助，其方式包括在各自机构
接待学者；此外，包括高等教育界在内的国际社会还有责
任敦促中国当局迷途知返，履行上述人权方面的义务。

***

包括西藏、内蒙古、新疆在内的中国各地高等教育群
体是潜在发现、创新、技能发展、文化保护和国家进步的
载体。和中国各地的学界人士一样，少数民族学者和学生
也在争取自由开展上述活动的权利，而无需担心事业终
止、失去自由、或是遭到致命的报复。 

  和中国各地的学界人士一样，少数民族学者和学   
  生也在争取自由开展上述活动的权利，而无需担   
  心事业终止、失去自由、或是遭到致命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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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策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平接受教育和大学自治
权，侵犯了其他基本人权，让这些地区的许多人无法享受
学术自由。长此以往，这些国家政策恐怕将造成“失去的
一代”学者和学生，削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机
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潜力，阻碍中国各地大学发展区
域专长和学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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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中国大陆的学界人士来说，香港和澳门这两个中国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SARs）的学者和学生有更高的学术自由度和机构自治

度。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和葡萄牙分别向中国移交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在两地分别生
效实行的法律制度中明确载有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承认和保护上述价值观的传统让 
香港和澳门得以打造优质大学，为国际学术界与该区域的学术、科学合作架起重要桥梁。

但是，主权移交后，香港和澳门的高等教育界逐渐开始面临有针对性的打压，其目的
为限制学术活动和表达，其手段包括大学管理部门的不公纪律处分、骚扰和恐吓、强制 
性法律行动、旅行限制。与此同时，学者们担心机构自治遭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威胁，指 
出亲北京的个人和机构对大学治理做出非同寻常的干扰。 这些困难威胁着香港和澳门
经过多年培育的优质高等教育机构，表明两地的自由探索及表达面临日益脆弱的环境。 

限制性措施在公开信息有限的大陆地区更加普遍；与此同时，主权移交前高等 
教育的惯常做法、主权移交时确立的法律制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方面（最起码 
在初期）表示的有限尊重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香港和澳门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更高 
的程序保障和接近使用媒体权。这些因素使得事件公开信息更多。本文既不暗示大陆 
地区问题较少，也不鼓励直接比较。对香港和澳门的事件做详细讨论可以让我们看到 
处在中国治理之下的学者及院校面临何种类型的打压手段及事态发展，而无论这些学 
者及院校身在何处。

对香港和澳门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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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997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向中国移交
香港主权。根据该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HKSAR）政府在几乎所
有管理领域都保证享有自治权，包括高等教育；军队和外
交事务则归中国大陆管理1。这项“一国两制”政策被载入
香港《基本法》，俗称“小宪法”2。该法旨在维护香港的繁
荣和自治，同时保护大陆在领土主权方面的国家利益。

《基本法》中载有对高等教育部门享有的关键权利和
自由之具体保护。这些保护包括规定香港高等教育机构
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3，以及“香港居民有
进行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4，
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
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
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
政策”5。 

《基本法》同时也规定了对学术自由至关重要的其他
权利，包括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6。 

与此同时，中国虽然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的签署国，但在主权移交后，香港仍是该公约的缔
约方，因此香港政府受该公约的约束，有维护表达、集会、
结社、迁徙自由的义务*。

在主权移交后的几年里，香港的学者和学生普遍继续
受益于当地遗留的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之传统，但早年
至少有两起主要事件引发高度担忧†。

2000年，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民意研究计划的研究主任钟庭耀（Robert Ting-yiu 
Chung）称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Tung Chee-hwa）
出于政治动机向其施压，要求其停止民意调查7。压力先
后透过香港大学校长及副校长（也是钟庭耀的博士论文
导师）进行传达，以回应钟庭耀所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
众对行政长官不满一事8。施压的相关新闻促成了独立调
查委员会的成立，随后该委员会确定钟庭耀的描述属实，
确认行政长官及香港大学校方试图限制钟庭耀的学术自
由9。委员会调查报告发表后，香港大学的校长及副校长
请辞10。直到今天，钟庭耀仍在继续进行民意调查。 

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特
区某教育官员不当干预香港教育学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学术自由和自治权的相关指控。
指控包括：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Arthur Li Kwok-
cheung）对香港教育学院校长莫礼时（Paul Morris） 

*  请分别参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十二条，网址为https://www.ohchr.org/EN/
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备注：作为签署国，中国（除香港和澳门）尚未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具体规定约束，但仍有义务秉诚意行
事，不得违背条约的宗旨。

†  如想进一步了解香港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所受打压，请参照Carole J. Petersen和Alvin Y. Cheung，“香港的学术自由和批判性言论：中国对和平占中和‘一国
两制’未来的回应”，《北卡罗莱纳国际法杂志》，第42卷（2017年），doi:10.31228/osf.io/h9wgx；Kevin Carrico，《香港自2015年以来的学术自由：在两个制度
之间》，香港监察，2018年1月，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8ecfa82e3df284d3a13dd41/t/5a65b8ece4966ba24236ddd4/1516615925139/
Academic+Freedom+report+%281%29.pdf；Johannes M.M.Chan和Douglas Kerr，“学术自由，政治干预和公共问责：香港经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学术自
由期刊》，第7卷（2016年），https://www.aaup.org/JAF7/academic-freedom-political-interference-and-public-accountability-hong-kong-experience#.
XJKVkCJKiUk；法政汇思，《香港法制报告》，2019年3月，英文第86-93页，goo.gl/LCN2rP。

‡ 请参照第44页。

施压，提出要将香港教育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合并；政府官员对莫礼时施
压，要求他解雇公开批评政府教育改革的教院职员；香港
教育学院一位教授拒绝对参加某抗议的教师进行公开谴
责后，遭李国章局长暗示可能面临报复11。这些指控及委
员会的调查引起了香港高等教育界对政府过分干涉的高
度担忧。

随后的几年里，香港高等教育界传出更多打压相关
消息，尤其是在2014年9月28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OCLP，或称和平占中、占领中环、占中）运动开始之后。 
和平占中是一次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其诉求为中国及
香港特区政府开展民主改革，包括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
长官，2020年普选立法会委员12。 

该运动没有正式领袖，但最初由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
耀廷（Benny Tai Yiu-ting）、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陈建民（Chan Kin-man）、牧师朱耀明（Chu Yiu-ming）
发起（三人被广泛称为“占中三子”）。学生会及其他活动
人士团体组成的联盟也推动了这场于2014年发生的民 
主运动。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连续七十九天走上香港街头，一些
地区陷入停顿。包括“占中三子”在内的主要组织者和参
与者此后因各自涉嫌担任的角色被定罪并被判入狱‡。 

大学治理

和平占中抗议在2014年12月平息后，学者和学生开始 
对北京方面在大学治理上的影响力表示担忧。戴耀廷称，
香港政府注意到学者有能力参与香港的政治事态发展，
因此当局开始对各大学校委会进行改革13。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总督自动担任各公立大 
学的校监 (chancellor) 一职，各大学的最高负责人为校 
长 （vice-chancellor）。香港总督的校监一职从规定上来
说有很大权力，但在实践当中，这个职位主要是礼节性
的，各届总督都不愿主动干预大学治理14。 

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尤其是自和平占中运动以
来，香港的行政长官（相当于殖民时期的总督）开始在大
学事务方面扮演更主动的角色，包括运用不同程度的权
力来任命香港各大学校委会成员15。这被视为香港一个非
同寻常的变化，推动了关于大学管理中的政府作用之相
关辩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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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法学教授陈文敏（Johannes Chan）及香港
大学英文系教授道格拉斯·科尔（Douglas Kerr，音译）
称，香港行政长官利用这种权力将建制派人士任命为大
学校委会的主席及成员17*。这明显与中国大陆的一贯做
法相似。在大陆，国家当局任命大学的高层官员，党委书
记被指派到各大学，直接控制人员及财政资源18。 

戴耀廷认为北京方面在选择校委会新成员上发挥了
作用。他说，“我们看得出来。看被任命的是什么样的人、
以及任命的时机，就知道了。19”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中国研
究讲师凯大熊（Kevin Carrico）曾写过，香港的一些大学
校委会变得“政治化，似乎主要对香港行政长官负责”20。
而香港行政长官主要对北京负责。凯大熊称北京方面 

“在学术自由问题上远非中立”21。
例如，在香港大学，行政长官一人就可以任命校委会

二十四名成员中的七名，包括主席在内22。校委会成员中
只有九名是来自香港大学教职工及学生群体。这样一来，
半数以上的人员组成来自大学以外，与中国关系紧密的
人士也在其中23。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法学教授卡罗尔·J·彼得森 （Carole J. 
Petersen，音译）和法学博士候选人、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附属学者张语 
轩（Alvin Y.H.Cheung）敦促各大学“重新控制校委会 
外部成员的任命”24。他们写道，这是为了保证“各大学 
由具有一线真正经验和实际专业知识的个人管理，而 
不是由因对行政长官效忠而被选中的任命人选管理”25。

2015年9月，香港大学校委会投票否决陈文敏出任该
校副校长。该事件使得人们对香港各大学校委会独立度
的担忧程度到达一个关键点。 

陈文敏时任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也是一位宪法法
律专家，对人权和民主持自由主义观点。由校长马斐森

（Peter Mathieson）主持的遴选委员会在全球招聘后，
于2014年12月决定推荐陈文敏为任命人选26。不久后， 
一家亲北京派报社披露了陈文敏获任命推荐这一机密，
并指责陈文敏未能阻止香港大学法学院教师戴耀廷发 
动和平占中运动27†。 

亲北京派媒体展开非同寻常的个人攻击；随着攻势加
强，香港大学校委会一再拖延陈文敏的任命投票，先是在
2014年12月延后，又是在2015年6月和7月两次推迟28。 
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是由港大校友及学术人员组成的官
方机构，它敦促香港大学校委会要么批准陈文敏的任命，
要么否决任命并提供清楚理由29。 

* 香港的“建制派”（又称“亲北京派”）是香港政治派系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策。
†  此处引用的陈文敏教授相关事件的文章中，陈文敏教授本人是作者之一。
‡  该联署请愿书的英文及中文版本请参照《反对‘爱国爱港’成为学术资助的审批标准联署》，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UBF8H2HW3xh7_4KtPXUH1f7G

RpRyNFXOjRR47vMf88/。
§  学者和记者或许可以研究是否有针对接受国外补助金或其他国外研究经费的学者或项目审查力度加大的情况，例如，可以研究在占中后的政治氛围里，香港学者对

接受国外资金将招致报复的担心。

最终，在2015年9月25日，校委会投票否决了陈文敏的
任命，（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HKBU）具体理由
未公开30。这起风波引发了师生罢课、肢体冲突，还有两名
学生因涉嫌损坏学校财产的犯罪指控被定罪31。

2015年11月29日，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召开紧急会
议，压倒性的投票通过一项动议，谴责校委会否决陈文 
敏的任命（4454票中有96%为赞成票）32。在同一会议上，
港大毕业生议会还以97%的赞成票通过另一项动议，声
明新任命的校委会主席李国章“不适合”出任该职位，称 

“他不能取得[香港大学]教职员、学生及校友的信任、信
心和尊重”33。 

李国章于2015年3月被任命为港大校委会委员，不久
后被任命为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的任命很有争议，因
为：他与政府关系密切；他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期间
管理风格咄咄逼人；他公开批评学生活动人士，包括2014
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34。香港大学教师及职员会举行了
一次投票，结果显示百分之八十五的投票者对李国章“没
有信心”35。

香港的学者和学生就大学治理及其他问题公开而强
有力地表达担忧，这是一个积极迹象，表明当地高等教育
界人士重视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而且仍然可以表达不
同意见。但是，香港各大学校委会出现明显的政治化，北
京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使得人们高度担忧香港各
大学是否有能力自主运营，包括是否能在不受政治考量
影响的情况下开展任命工作。

资金限制

2018年5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更加担心北京在面向 
香港高等教育部门争取更高的影响力和忠诚度。当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议允许香港学者申请国家研究资
金，这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次36。 

然而，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爱国爱港”，让人担心学
者会被要求通过爱国考验，而这会干扰学术工作，不利于
学术自由37。 

二十三位著名学者及团体发布了一份联署请愿书， 
里面写道：“假如‘爱国爱港’此等含糊不清及难以界定的
措辞成为资金申请门槛筛选本地学者的研究项目，等同
设下危险先例，威胁香港的自由及学术自由。‡” 

截至本报告发布时，大陆当局似乎未推进习近平的 
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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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9日，人们对机构自
治受侵蚀的隐约担心终于被证
实。就在这一天，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HKU）校务委 
员会经过投票，否决了遴选委员
会的推荐人选、时任法学院院长
陈文敏（Johannes Chan）出任 
港大副校长。 

投票结果为12比8，分别由亲北
京的校委会成员以及港大师生投
下。该投票结果也意味着港大校
委会决定拒绝遴选委员会的推荐
人选，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当时
的校内公投结果为7821票比371
票，显示大部分师生都支持陈文

敏出任副校长。许多人认为校委
会否决任命是北京方面对香港各
大学影响力增强的不祥征兆，学
者们尤其认为，港大学生在2014
年的民主抗议中发挥了领导作
用，而否决任命是限制港大学术
自由的手段之一。

香港大学校委会成员的半数以上
要么是由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
英（C.Y.Leung）任命，要么是中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
对北京方面负责，要么与大陆有
紧密商业往来。 

北京方面没有公开反对陈文敏
的任命，但如《文汇报》（Wen Wei 

Po）和《大公报》（Ta Kung Pao） 
等中共支持的媒体发表了超过
350篇文章，指责陈文敏未能阻止
其同事戴耀廷参与占中运动，还
攻击陈文敏在担任法学院院长期
间学术研究表现没有达到国际标
准。《文汇报》和《大公报》也对其
他著名香港学者展开攻击。有人
把这种攻势比作“文化大革命式”
的策略。

陈文敏任命遭拒被视为北京方面
在控制香港各大学上的首个重大
胜利，并设下先例，从此各大学的
高层任命人选必须要通过北京方
面的考验。

个案研究：机构自治受侵蚀

来自大学的报复性措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校方使用纪律处分来公然使学者
和学生噤声，其手段包括调查、拒绝授予学位、降级、停学
和解雇。 

2015年3月，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校方对政治学者郑宇硕（Joseph Cheng Yu-shek）
进行调查后，将其从系主任降职为普通教授职位，这明
显是和他的政治活动有关。2014年，包括《大公报》（Ta 
Kung Pao）和《文汇报》（Wen Wei Po）在内的亲北京派 
报社指责郑宇硕抄袭及不诚信，随后针对郑宇硕的调查
开始38。郑宇硕被指为“叛徒”“走狗”“敌对外国势力”的奴 
才39。他本人否认一切指控。他说，“我登上了报纸头版
[……]大概有六七次，所以这分明是政治运动。40”虽然校
方调查结果为郑宇硕未有抄袭行为，但在郑宇硕再过三
个月就要正式退休的时候，校方还是对其降职处理，理由
是他的工作未能达到更高标准41。就香港如今的学术自
由，郑宇硕评论道：“要想在大学里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政
治正确。42”

2016年4月，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决定不 
与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根（Horace Chin Wan-kan）续
约，这明显是报复陈云根的写作、公开表达及社会活 
动43。陈云根著有《香港城邦论》一书，支持香港有更大自
治权44。该书出版后，他被称为“本土派教父”*。这本书及

*  香港本土主义的支持者力求促进香港人的文化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港人身份。如想进一步了解本土主义的相关讨论，请参照Malte Philipp Kaeding，“香港‘本土主
义’的崛起”，《民主期刊》，第28卷第1期（2017年），英文第157-171页，doi:10.1353/jod.2017.0013；还请参照Sebastian Veg，“香港主权移交后‘本土主义’的崛起及
公民身份：对中国民族国家的质疑”，《中国季刊》，第230卷（2017年6月），英文第323-347页，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7000571。

陈云根就港陆关系的演讲随后激励了由学生领导的本 
土运动45。陈云根也积极参与和平占中运动。2016年3月，
岭南大学一名官员对陈云根发出警告，说他的发言太 
过政治化，据称还告诉他“说话要小心”，否则将“承担后
果”46。次月，陈云根接到通知说，他的教职未被续约。 
陈说他是占中后的“首例学术牺牲品”47。

2016年6月，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PolyU）对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学者刘小丽

（Lau Siu-lai）启动纪律处分程序，起因是她举行抗议声
援街头小贩48。几个月前，刘小丽在一处街市被逮捕，当时
她在街上开摊摆卖食物，以声援面临驱逐的小贩。香港理
工大学副院长宣布因刘小丽“校外工作”而对其启动纪律
处分程序。刘小丽当时的教职为兼职，她反驳说校外工作
的禁令只适用于全职员工，纪律处分是香港理工大学校
委会施压所致。

2017年12月，香港专业进修学校（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HKCT）管理层拒绝对至少十 
二名在毕业典礼上和平抗议的学生授予学位49。知情人士
称，两名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社工专业学生拒绝在《义勇
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播放时起立，以示对大
陆政府的抗议。校方立即要求两名学生离场；有十名学生
跟随一同离场，以示声援。这十二名学生都因涉嫌违反学
校关于国歌的政策而被拒绝授予学位。校长在评论这起
事件时说：“[香港专业进修学校]作为一所爱国爱港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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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这个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50”
就在当月，在王凯峰（Roger Wong Hoi-fung）教授

以泛民主派身份参选人大代表后，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HKBU）拒绝与其续约51。在选
举之前，王凯峰已经获得126万港元的研究资金，还得到
系主任承诺会与其续约。香港浸会大学一位发言人声明，
浸大在做出这类决定时“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也没有 
任何外部干预”52。校方未公开该决定的原因，但浸大一 
位发言人告诉《南华早报》，“在与研究助理教授续约时， 
不会考虑‘政治因素’”53。

2018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还对其校内社区成员
采取明显报复行动，对刘子颀（Lau Tsz-kei）和陈乐行

（Andrew Chan Lok-hang）两名学生处以停学;这两名
学生参与了一起示威，抗议所有学生都要通过普通话能
力测试才能毕业这一新规定54。学生抗议称，因香港的官
方语言是粤语及英语，普通话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太过吃
力55*。因在抗议过程中做出“威吓性”行为，陈乐行被处停
学八天，刘子颀被处停学一学期。其中一位学生涉嫌在与
某教师争辩时骂粗口，校方称这种行为使职员感到“被 
威吓及侮辱”。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刘子颀或陈乐行在抗议
期间对任何接触到的职员进行威胁或试图使用暴力。

次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兼
教职员工会主席黄伟国（Benson Wong Wai-kwok）被告
知校方不会与其续约，这明显是与他支持学生抗议普通
话能力要求、发表对浸大的其他批评言论有关56。黄伟国
于2010年被浸大聘用，曾希望从研究职位转任高级讲师。
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份通知显示，校方拒绝黄伟国的转职
申请，并称“不推荐在[黄伟国的研究员]合约到期后继续
任用”57。香港浸会大学拒绝就该决定发表进一步评论。 

2019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向四名参加2014年民主
运动纪念活动的学生下达纪律处分58。这四名学生涉嫌
在校内自由言论“连侬墙”张贴支持香港独立的内容，其
中包括支持香港民族党的一条标语;香港民族党主张香
港独立，此前不久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运作59。香港理工
大学校方遮盖连侬墙后，学生要求解释，最终导致10月4
日在校方办公室外学生与管理层对峙60。事件发生后，校
方启动内部调查，并于2019年3月1日开除研究生何俊谦

（Gerald Ho），对三年级学生林颖恒（Lam Wing-hang）
处以停学一年，并罚另外两位学生60到120个小时的社 
会服务令61。立法者、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对香港理工大学
的纪律处分行为表示抗议，认为惩罚不合乎比例原则，更
是试图打压学生表达62。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一份声
明中评论称：“[一所大学]应能以开放态度包容不同意见，
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63。

* 香港浸会大学于2017年10月至11月举行了第一轮普通话测试，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考生未合格。
†  2014年民主运动发生之时，黄之锋还是一名中学生，他参与共同领导香港学生运动组织“学民思潮”。罗冠聪和周永康则分别就读于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领导各自

大学的社运活动。

对学生表达的影响

不管是来自国家还是校方，对学生表达的报复和谴责也
许已经对香港的学生运动及学生政治产生消极影响。 

2018年4月，《南华早报》报道称，八所公立大学中有四
所在当年未选出学生领袖，这在人们最近记忆中是第一
次64。报道中谈到，由于学生运动未能达成任何重大成果，
人们感到理想破灭。但报道还称，更重要的是，随着许多
敢言学生遭到北京控制媒体的公开谴责，学生们更加害
怕谈论政治问题的伴生风险。由北京控制的各家媒体一
直严厉批评亲民主学生会及学者。 

香港大学教授柯天铭（Timothy O’Leary）说：“各大
学在激起学生参加学生会的兴趣方面已经遇到困难多
时。65”他说，“许多学生不想与学生会政治沾边，因为那
非常政治化，每次你发表言论都会被登上报纸。[亲北 
京]媒体会批评你，而更激进的学生又希望你的立场更 
加激进。66”

在回应本文描述的部分事件时，香港高校及政府官员
试图限制非暴力学生表达。 

2017年9月，香港十所大学校长发表集体声明，谴 
责“最近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指一些校园内挂出支持
香港独立标语一事。学生及学者对校长集体发声表示愤
怒67。校长集体声明还称“所有下列的大学，特此声明，不
支持‘港独’，并认为这是违反基本法”68。他们还认为“言
论自由并非绝对，有自由就有责任”69。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上坚定支持北京。在 
这份大学校长声明发布前，她曾插手干预。据称她期望各
大学领导人“‘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处理’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应合力纠正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70。

几个月后，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拒绝向在毕业典礼上
对国歌抗议的学生授予学位，当时林郑月娥再次就学生
的表达和纪律问题发表意见71。她说，一切不尊重国歌的
表达“都不能容忍”72。她还说：“我充分肯定校长陈卓禧

（Chan Cheuk-hay）的介入和应对。73”

对学者和学生的针对性攻击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当局及其他亲北京人士采取行
动，以使学者和学生噤声，并约束香港的思想流动。这些
行动包括媒体的骚扰和恐吓战术、监禁和起诉、以及针对
参与学术活动和民主运动的个别学者和学生实施旅行 
限制。

2016年7月，因在2014年民主运动中的相关行为，著名
学生活动人士黄之锋（Joshua Wong）†、罗冠聪（Nathan 
Law Kwun-chung）、周永康（Alex Chow Yong-kang）三
人因“非法”集会相关指控而被定罪74。这三人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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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因试图占领坊间称为“公民广场”的一处抗议现
场被逮捕。“公民广场”位于政府总部前。这起事件发生两
天过后，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开始。2016年8月，黄之锋和
罗冠聪被判处社区服务，周永康被判缓刑入狱三周75。但
是，香港政府认为刑罚太轻，提起上诉;一年之后的2017
年8月，法庭改判三人监禁六至八个月76。黄之锋和罗冠聪
于2017年10月获保释，周永康则继续坐牢77。2018年2月，
终审法院裁定推翻2017年8月的判决78。在这场和其他法
律诉讼的过程中，三名学生赢得了全球对香港学生运动
的关注和支持。本报告发布之时，许多法律诉讼仍在进行
中，而亲北京政治人士仍在监视香港的学生运动。

2017年12月，报道称香港当局拒绝了吴睿人（Wu 
Rwei-ren）及吴介民（Wu Jieh-min）两位台湾学者的
签证申请;这两位学者受邀来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79。
吴睿人和吴介民都在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Academia 
Sinica）院任副研究员，都参与和平社会改革运动，也公开
批评过北京及香港当局。他们本应参加的会议主题为“殖
民香港：由英殖时代到特区年代”。两位学者此前曾顺利
申请签证并入境香港。但这一次，他们的网上签证申请却
被无故拒绝。

2018年3月，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在台湾出席会
议时发表言论后遭到骚扰和威胁。据称，戴耀廷在他的发
言中设想，也许在未来某天，香港及北京方面认为在其主
权下的其他领土能够享受自决权80。2018年4月1日，香港
绝大多数建制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戴耀廷认为香
港可以“考虑成立独立国家”81。《南华早报》报道称，该声
明发布前不久，中国的新华社指责戴耀廷“‘明知故犯， 
刻意’挑战国家宪法，挑战‘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82。 
中共主办的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
称应以法律严惩戴耀廷，并暗示香港大学采取行动83。文
章称：“至于是否开除戴耀廷在香港大学的教职，相信香
港大学在决定时也不会与主流民意相悖。84”

2018年12月，在一次对香港的学术访问中，澳大利亚
学者凯大熊（Kevin Carrico）成了骚扰活动的明显目标。

凯大熊就争议性问题进行大量写作，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学术自由8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之间的紧
张关系、以及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镇压。在访问期
间，一直跟踪他的一位女性差点跟他进了男厕所，他才开
始觉得可疑86。次日，《文汇报》头版刊登了凯大熊的照片，
并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他“秘密”来港，以煽动香港的政
治动荡。文章还列举了凯大熊在香港会见的每一个人87。 

《文汇报》是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旗下的媒体。

2019年4月，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因戴耀廷、陈建民、
朱耀明牧师参与“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对三人定 
罪88。戴耀廷和陈健民因“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和“煽
惑他人做出公众妨扰罪”两项罪名被判入狱十六个月，
朱耀明因“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一项罪名被判入狱，缓
刑两年89。有报道称，戴耀廷现在还是香港大学教授，他
罪名成立后有遭解雇的风险90。包括学生活动人士张秀
贤（Tommy Cheung Sau-yin）及钟耀华（Eason Chung 
Yiu-wa）在内的其他五位同案被告人“煽惑他人犯公众 
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两项罪名成立， 
还有一位同案被告人“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一项罪名
成立91。钟耀华被判入狱八个月，缓刑两年；张秀贤被判
200小时社会服务令92。 

学者和学生遭受针对性攻击，人们广泛担忧北京方
面加紧控制香港各大学，这一切都显示：香港地区的学
术自由和机构自治日益脆弱，批判性的探究和讨论可能
会付出高昂代价。2018年2月，陈建民告诉险境中的学者

（Scholars at Risk，SAR），青年学者本就面临不稳定的
学术就业市场，占中的后果使得他们更不愿发声。“我和
后生交谈时， 他们说, ‘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我们支持你
们的运动[占中]，但我们不得不小心’。93” 

如果不着手应对这些打压，香港学术界自由开展研
究、自由分享思想、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自由与公众接触的
空间将会缩小。

拟议中的香港引渡条例草案

2019年2月起，香港的学者、学生、人权活动人士、记者 
及其他公民社会团体对一项法案的提出表示担忧;该法
案通过后，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现时
未与香港签订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包括中国大陆
在内94。 

反对者担心，法案通过后，面对学术探究及表达和触
怒大陆当局的可能性，在香港的学者也许不得不在这两

者之间进行权衡，这会对学术自由和表
达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有批评声音担心，
如法案通过，大陆当局可以指控香港学
者犯下罪行，然后运用对香港特区政府
的影响力来确保学者被引渡至大陆。一
旦被引渡至大陆，学者就被置于大陆刑

事司法系统之下；众所周知，大陆刑事司法系统存在严 
重的正当程序问题，且缺乏司法独立。 

到了六月，反对立法者领导了一系列抗议游行和示
威，吸引了多达一百万人走上香港街头95。世界各地其他
城市也有人举行相关活动，声援香港。与2014年民主抗议
活动时一样，大学生、高中生站到了组织活动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全球1100名学者联署网上请愿书，呼吁香港特
区政府撤回条例草案，并“妥善咨询当地及国际学者，以
确保学术自由不被破坏[……]。96”虽然总体来说香港的抗

   如果不着手应对这些打压，香港学术界自由开展   
  研究、自由分享思想、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自由与公   
  众接触的空间将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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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活动是和平的，但报道称现场警方对示威者过度使用
武力，包括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胡椒喷雾和橡皮子弹97。

6月1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政府将暂
缓修例工作，不设时限，并称本届政府向香港社会解说修
例目的方面存在不足98。法案反对者坚持要求政府完全撤
回法案，并因林郑月娥对立法程序的处理及警方的回应
而呼吁林郑下台。

澳门

1999年，根据《中葡联合声明》，葡萄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移交澳门*主权。如同香港一样，澳门特别行政区（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MSAR）政府开始治 
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高等教育。与香港近似，澳门也 
有《基本法》。该法规定了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表 
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还载有保 
护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相关规定§。澳门也仍是《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方，有义务保护相关 
权利¶。

也如同香港一样，这些明确的法律保护未能保证澳门
的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得到充分尊重。消息来源表明，学
术探索和表达遭受类似的打压。但因相较于香港，澳门高
等教育界规模更小、历史更短，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的传
统扎根更浅，学术生涯的职业选择也更少，因此澳门得到
报道的事件数量较少，明显的公众回应也较少，这是在预
期之内的。

原澳门大学教授郝志东曾就澳门高等教育机构的专 
业程度不足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澳门高校约半数 
教师没有博士学位，超过三分之一是兼职，他们“饭碗很 
不稳”99。

终身教职的空白也妨碍了澳门的学者，迫使他们慎重
思考如果表达与校方或国家当局相反的观点会带来何种
后果100。

“谁敢出声？”郝志东问道。“青年教师觉得他们资历
不够，不配出声。资深教师又想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当然了，不出声就是损害每个人的利益。101”

*  澳门”的英文拼写可为“Macau”或“Macao”，本报告英文原版中采用的是前者。
†  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七条，“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mo/mo019en.pdf。 
‡  出处同上，第三十三条规定：“澳门居民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澳门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依照法律取得各

种旅行证件的权利。有效旅行证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澳门特别行政区，无需特别批准。”
§  出处同上，第三十七条规定：“澳门居民有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澳门原有各类学校均可继续开办。澳

门特别行政区各类学校均有办学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即便葡萄牙已于1999年将澳门主权移交给中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仍然适用于澳门。

仇国平（Bill Chou Kwok-ping）也是原澳门大学教授，
他说澳门应该要有终身教职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会“使你
变得非常脆弱，没有勇气出声。没有终身教职，就无法保
护学术自由。102”

澳门发生了两起引人注目的个案，揭示澳门学者在行
使学术自由权时可能遭受的后果。

2014年6月，天主教教育机构圣若瑟大学（University 
of St. Joseph，USJ ）解雇了法籍政治学教授苏鼎德（Eric 
Sautedé）。苏鼎德称，他遭解雇是由于他开展的学术活
动以及他在媒体上经常发表政治评论，包括对澳门行政
长官崔世安（Fernando Chui Sai On）的相关评论。 

当年4月，圣若瑟大学校方向苏鼎德施压，要求他 
取消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嘉宾是香港大学著名教授 
冯客（Frank Dikötter），著有《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
1945-1957》（在中国大陆遭禁）一书。苏鼎德主张仍然 
举行讲座，但随后，校方不再让其担任该校学术活动协 
调员一职103。 

校长薛沛德(Peter Stilwell)就解雇苏鼎德一事评论
称：“教会有一个原则，即不干涉地方政治辩论。104”

苏鼎德被圣若瑟大学解雇后不久，澳门大学拒绝与香
港政治学教授仇国平续约，据称此举是报复仇国平的政
治言论105。 

多年来，仇国平是澳门民主改革的敢言支持者，曾公
开批评政府对媒体的政策。他还参与过支持提高新闻自
由和支持普选的抗议。 

2013年11月，澳门大学对仇国平的活动展开调
查，2014年6月，校方对其处以停薪停职二十四天，理由
有：“把自身政治观念强加于”学生身上；未能在课堂上
提供不同视角；歧视学生106。8月13日，校方通知仇国平
将不会与其续约，未给出相应解释。 

仇国平认为，他未获得续约并非因为工作表现不佳，
而是他的政治活动所致。他指出，自己在2011年时因教

学记录优秀而被晋升为副教授。仇称，据他所知，没有任
何学校政策禁止他开展致其惹上麻烦的活动107。 

郝志东是仇国平在澳门大学的前同事，也是独立组织
澳门大学教师协会的主席。当时郝志东是这样为仇国平
辩护的：“他是表现得挑衅，但是表现得挑衅以及参与政
治是他的权利。108” 

澳门大学否认校方决定与仇国平的政治活动有关， 
称终止合约符合相关规定和程序。 

几年过去，在2018年1月，记者就学者是否可以自由 
表达观点向澳门大学新校长宋永华提问。宋永华在回答
中承诺会维护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已经写进澳大章程，” 

  “捍卫港澳大学的学术自由及自治权不   
  但应该是香港和澳门特区的优先事项，  
  也应该是北京方面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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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澳门圣若瑟大学突
然解雇了法籍政治学教授苏鼎德

（Eric Sautedé） 。当时苏鼎德在
该校执教已有七年。

澳门总人口65万，是一方弹丸之
地，离香港仅有一小时轮渡的距
离。苏鼎德的解雇被视为是澳门
学术自由收紧的迹象。苏鼎德的
妻子陈秀琼（Emilie Tran）是同
校的一位院长，约于同一时期被
降级，但她未就校方决定做任何
评论。

圣若瑟大学由葡萄牙天主教大
学管理。圣若瑟大学校长薛沛德
(Peter Stilwell)神父公开声明，解
雇的决定符合天主教会不干涉地
方政治辩论的原则。 

在给大学职员的公开信中，薛沛
德还称：“四百多年来，本地社会
看到我们这所天主教大学一直在
提倡人文价值；这所天主教大学
如何才能在澳门忠于其四百多年
来提倡的人文价值，让大学不成
为外国利益的目标或政治争斗的
场所，这才是归根究底我关注的
部分。109 ”

苏鼎德遭解雇后不久，圣若瑟大
学向全体职员发放一份题为《圣

若瑟大学在政治活动方面之政
策》的文件110 。据称，该方针文件
对这所天主教大学里的政治讨论
设下限制。 

苏鼎德称他遭到解雇是因为邀请
冯客（Frank Dikötter）来圣若瑟
大学做讲座。冯客是著名荷兰学
者，著有好几本批评中国共产党
的书。苏鼎德被一再要求取消冯
客的近期访问，并被告知校长收
到澳门中联办打来的电话，询问
冯客访问目的为何。 

冯客此行是应邀来校介绍他的
新书《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
1945-1957》。圣若瑟大学前任校
长在位时，冯客已赴该校做过两
次讲座，均是应苏鼎德之邀。因
此，苏鼎德坚持说观众已经到了
会议室，并说冯客在当天早些时
候已经上了澳广视葡萄牙语节
目，主张仍然举行讲座。 

苏鼎德说：“自我审查一旦开始，
就是个无底洞。一开始，你让给对
方一只手臂，然后，对方就会要求
你交出整个身体。我要是那样做
了的话肯定会后悔。” 

苏鼎德说，中联办随后告诉他，中
联办方面并未要求校方取消冯

客的讲座，那通电话只是例行询
问。苏还说，他认为校方害怕学校
惹上麻烦，所以只是未雨绸缪。他
说：“中联办的人说他们与这件事
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就不需
要出手。这件事的主要问题是自
我审查。”

苏鼎德说，圣若瑟大学校长还指
出，他遭解雇是由于他在《澳门每
日时报》上发表支持民主和普选
的政治评论，以及他公开批评澳
门行政长官崔世安。苏鼎德称，他
是澳门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组织
二十三条专题小组讨论的人。二
十三条是一项有争议性的法律条
文，规定禁止叛国、窃取国家机密
和颠覆国家。 

苏鼎德说，随后另一所大学向他
提供了一个教职，但就在他等待
合约的时候，校方反悔了。“我接
到一通电话，说之前达成的协议
都取消了，”他说，“对方说这是来
自上面的决定。”

苏鼎德说，他在澳门执教期间，从
未害怕因他所教内容或所说的话
惹上麻烦。苏鼎德离开圣若瑟大
学后，他曾执教的政府研究学士
学位课程被逐步取消。 

个案研究：对职业的报复和对大学自治的打压

他这样说道111。“每个院系都应遵守大学章程，[而且]这是
我校的法律。”

鉴于澳门学术自由遭受攻击的相关报道有限，在此值
得关注政府当局采取行动对作家、记者、活动人士的工作
加以限制的公开报道。上述几类人士开展的工作与学者和
学生近似，而这些公开报道的事件能够进一步证实人们对
澳门学术自由环境遭侵蚀之担忧。

2017年8月，在一场大型台风袭击当地过后，澳门当局
据称拒绝香港记者入境，理由是这些记者“对内部保安的
稳定构成威胁”112。据称记者们被要求进行更多正面报道，
避免“对政府、尤其是对政府高层问责”113。有两人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消息，对当局是否隐藏台风受灾者死讯表示担
忧;这两人因“散播不实信息”被捕114。 

次月，即2017年9月，澳门当局再次拒绝香港记者入 
境报道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115 澳门行政长官拒绝承认
入境处有任何过失。

2018年3月，澳门文学节的筹办方接到通知称，澳门
中联办无法保证三名受邀作家顺利入境116。澳门文学节
是澳门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上述三人分别是：学者张戎

（Jung Chang），著有《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和《毛泽
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两本书均在中国大陆遭禁）； 
金淑姬（Suki Kim）；詹姆斯·丘奇（James Church，音译）

（后两位作家均以批判眼光写下关于朝鲜的作品）。澳门
文学节项目总监白艾德 （Helder Beja）称，一位大陆官员
说这些嘉宾来澳门的“时机不对”。结果，文学节筹办方只
能取消三人的原定环节。这则新闻发布后不久，白艾德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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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学节总监一职，并告诉《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HKFP）他“当然无法配合任何表达自由被漠
视的情况”117。 

2019年1月，澳门当局拒绝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
长、2014雨伞运动*领袖之一梁丽帼（Yvonne Leung） 
入境澳门。据《香港自由新闻》报道，澳门方面拒绝梁丽
帼入境的原因是怀疑她“会从事危害澳门公众秩序的活
动”118。

虽然还需更多定性研究，但以上这些来自一个人口 
不足香港十分之一之地的证据令人触目惊心。要想更全
面了解澳门学术自由所受束缚，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 
是对自我审查的研究。 

***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学术自由所受侵犯尚未严重
到大陆的程度。但是，正如本文所呈，越界学者和学生遭
受明显针对性威胁，中国对大学治理的干预也令局势日
益紧张,种种情况表明，在两地进行探索和表达的空间日
益变得脆弱。 

如果区域当局不努力用更公开、更切实的行动来保护
和推进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那么香港和澳门的各大学
将会难以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关注，各
大学的声誉会受损，它们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这
一外界眼中的优势也将不再。 

北京方面可以受益于港澳、大陆、乃至世界各地的学
者和院校之间开展的扎实国际研究及交流;综上所述，捍
卫港澳大学的学术自由及自治权不但应该是香港和澳门
特区的优先事项，也应该是北京方面的优先事项。

*  “雨伞运动”一词被用来指称2014年民主抗议中的许多学生组织工作。香港抗议学生使用雨伞来抵御警方的胡椒喷雾，雨伞因而成为运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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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寻找机会，与不同学术团体展开跨境接触和往来。近
几十年来，各种跨国合作形式蓬勃发展，如研究和教育交流项目、合作办学大学

和机构等，为增进思想流动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在这股潮流中，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与中国大学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批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学者涌入中国。 

这不仅可能支持中国打造优质教育的工作，更能增进学术发展及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但是，有些法规及国家方面开展的其他行动限制了这些合作形式的自治权，与此同

时，中国各地的学术自由及其他人权遭受令人痛心的种种打压*。这将阻挠合作关系的发
展，让这些合作关系无法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去本应实现的全部好处。

与国外高等教育建立联系

中外双方大学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合作可追溯至1986年。当年，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HNC）在中国南京开始招生。这是一所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南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共同创办的机构。三十多年 
来，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在该中心的双语项目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国际学生的大 
部分课程由中国教授用中文教学，而中国学生则主要由国际教授用英语教学1。

*  关于在中国大陆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面临的威胁，请分别参照第18页和第30页。

国外高等教育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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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至1995年，没有新的国外教育机构来到中
国；1995年，中国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中外合作办
学暂行规定》，对高等教育合作同时起促进和规范作用2。 

2003年，教育部对《暂行规定》进行更新，颁布了《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新条例允许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中外双方
大学的合作办学大学3。 

这两部条例逐步让跨国教育项目成为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核心构成部分4。 

2010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了计划在2020年
前完成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
高至40%，以及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5。

从2003年起至2018年6月，共有超过一千个本科教
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华落户6。其中有九所为
合作办学大学（joint venture universities，JVUs）†，包
括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UNNC，第一所合作办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第一所中美合作办学
大学，2012年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作成立）、昆山杜克
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2013年与武汉大学合
作成立）等。 

在这些合作办学大学中，外方§通常负责招聘教师 
（常聘自外方在本国的学校）、制定教学大纲、提供物质

和财务支持；中方则筹集政府及私人资金、牵头国家审批
手续、打理学校及政府间的关系，在教师招聘决定上也有
一定控制权7。 

在这些合作办学大学中，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占学生 
总人数的一半或以上8¶；据称，想申请进入这类大学的中
国学生之间竞争非常激烈9。有报告显示，相较于中国其
他大学的中国毕业生，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的中国毕业生
更有可能继续深造。然而，现时还无法确定这个现象到底
是表明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激发了学生的深造兴趣，还是
表明由于这些大学较新，导致毕业生在中国国内就业有
困难10。

国外高等教育机构也通过合作办学学院（joint 
venture institutes，JVIs）及合作办学项目（joint venture 
programs，JVPs）这两种形式隶属于中国大学展开运营。
截至2016年，中国约有66所合作学院和894个合作项目11

。外方带来了教师、教学大纲及课程、国际学生，中方则提
供本院校的基础设施及教师。 

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和项目的课程、规模、范围各不相
同，可根据伙伴院校的优势及需求做调整。 

2015年，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和四
川大学（Sichuan University）于成都合作成立四川大学-

* 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更名为教育部。 
†  这些大学的名单及更多统计数据，请参照Xiao Lu，“跨国教育：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世界教育服务，2018年8月14日，https://wenr.wes.org/ 

2018/08/sino-foreign-cooperative-universities。
‡ 纽约大学与本报告中指明的部分教育机构均为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 SAR）网络的成员机构。纽约大学还在其纽约市校区为SAR秘书处提供办公场所。
§ 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也可成立这类合办机构。
¶ 此处引用的参考文献是2016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对中美合作办学大学的研究，其结果显示，在这类大学里，中国学生占比达百分之九十或以上。

匹兹堡学院（Sichuan University-Pittsburgh Institute，
中国西部省份的首个合作办学机构）12。该学院开设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三个专
业的本科学位课程，全英语授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分别与位于北京的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及位于
上海的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开展合作13，开办浸
入式普通话课程和博士生交换项目，还提供全球媒介与
传播、公共政策与行政、国际事务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
学生在中英两国学习。 

这些多样化的合作可以向学生、学者、以及他们的所
在院校提供独特机会。对于中方合作院校来说，他们能够
借此机会享受国际教师、更丰富的课程及学位项目，也能
支持研究开展，还能提高本院校的教育质量，甚至提高本
院校的国内及全球排名14。学生则有机会在一系列问题上
得出新观点，并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一同学习，培养跨
文化技能及理解。通过合作办学协议聘用的外方教师，不
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聘用，都有机会与中方教师一同培养
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协作关系。与此同时，相比非合办项目
及机构，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中的各类活动学术自由度
较高，惠及中方学生及教师。

机构自治和学术自由

截至本报告发布时，针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的学
术自由及机构自治所受限制，研究不多。尽管如此，随着
越来越多的国际高等教育机构进入中国，人们担心及怀
疑机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在运营这些项目时避免不当限
制或压力的影响。在中国各地的全国性教育机构，不当限
制或压力全面围困学生及学者。 

在中国开办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可能在一开始就面
临困难。所有合办项目及机构不仅必须要得到当地和/或
省级相关部门的批准，还需要通过中国教育部的审批15。
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外方合作伙伴为排名较高的欧洲高
等教育机构，中国当局更有可能批准合办申请，表面上 
是为了帮助提高中方大学的质量和排名16。隶属于中国大
学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办项目及机构更有可能通过审
批17，这有可能是由于自治权较高被认为不是好事。该研
究还发现，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STEM）领域的合办
申请更有可能得到批准18，这个情况可能表明一个观点，
即：由西方合作伙伴讲授人文及社会科学会带来风险，而
相较之下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前景。通过审批后，教育部
向合办机构发放《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19。 

已开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受一些法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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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削弱其自治权及学术自由。 
例如，合作办学学院及合作办学项目隶属于中方大

学，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只有中方伙伴大学能够签署与 
合办学院或项目有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20。 

合作办学大学有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双方能够共同签
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同时从理论上来说，双方对管理
决定及学术计划的控制权也较平均。但是，合作办学大学
的外方面临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政府条例规定，合作办
学大学的领导人必须为中国籍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
责人”，“热爱祖国，品行良好”21。这项规定使得合办大学
可能被政治考量左右，因为中方负责人将被期望把政治
忠诚置于学术原则之上。此外，合作办学大学的董事会中
方组成人员必须占二分之一以上22*。董事会还必须上报
国家机关批准23。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立法工作，使得人们担心
中国正在对包括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在内的在
华国际协作收紧控制。 

2016年4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俗称《境外NGO管理
法》。该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必须向中国公安部及当地公安机
关登记及定期报送正在进行及拟进行的活动，并得到某
一中国政府部门批准支持 24;该法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似
乎包括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该法对境外非政
府组织的活动加以广泛限制，明确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
开展活动“……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
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
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5。违反该法规定将导致一系
列法律后果，包括吊销登记证书或撤销登记、罚款、人员
拘留26。

该法在草案阶段时，国际高等教育界对该法会如何影
响国外大学表示担忧，有些大学领导人联合向中国政府
发出评论，称该法可能会“阻碍正在进行中的及未来的[
合作办学]计划”27。 

在接受高等教育内情（Inside Higher Ed）网站的采访
时，美国律师及中国法律专家伊丽莎白·林奇（Elizabeth 
Lynch，音译）描述了该法（当时还是草案）的潜在限制性
影响。她给出了一个例子，假设一所中国大学和一所国外
大学共同研究中国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许公安局当下觉
得这个议题是安全的，给予放行，但是下一年，如果研究
小组在声援罹患心理疾病人士享有更多权利方面有进
展，这个议题的政治敏感度就变高了，公安局就有可能 
会叫停”，林奇说道28。

* 合作办学学院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也同样必须按要求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其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境外学校、医院、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机构或者学术组织与境内学校、医院、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机构或者学术组织开展交流合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已在中国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名单请参照中国非政府组织项目，“已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交互式地图和可筛选表单”，http://www.chinafile.com/ngo/

registered-foreign-ngo-offices-map-full-screen。
§  彭博社于2011年报道过其中一起早前案例，当时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一份由学生主办的期刊遭遇限制。请参照Oliver Staley和Daniel 

Golden，“中国在大学课堂门口叫停美国学术自由”，2011年11月28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1-11-28/china-halts-u-s-college-
freedom-at-class-door。 

该法对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有何影响还有
待观察，但今后该法可能对已向公安部登记的‡或正在考
虑登记的教育、科学、人权相关非政府组织有严重影响。

2017年11月，《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称，
中共发出一份通知，要求合作办学大学任命党委书记为
副校长，并让党委书记加入校董会29。该报道还称，一些院
校的管理决策需要校董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因此党委
书记加入校董会后，就相当于握有一票否决权30。 

最终，该通知未被落实，据称部分原因是国际高等教
育界公开表示担忧31。鉴于党委书记已是各校董会的成
员，并且已经身居高位，如果该通知被落实到各合作办学
机构会有何潜在影响不得而知。

关于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的学术自由遭受
限制或实际侵犯，近期证据不多，但即便如此，这些年来
出现了几个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限制在中
国大学也存在。

美国政府问责局（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USGAO）于2016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十二所调查对象中）至少有七所中美合办高等教育机构
没有未经审查的互联网接入32。这些机构的一些学生和学
者称，互联网审查阻碍了学术活动，迫使他们设法绕过审
查来进行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33。其中一所参与调查的大
学称，国家当局要求该大学“追踪并记录教职工及学生在
过去几个月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还称截至2016年，尚
未接到上交记录的要求34。 

虽然互联网自由方面存在限制，但合作办学大学和合
作办学学院的图书馆似乎能够向学者和学生提供范围更
广的实体资料，包括一些在合办机构之外可能遭禁的书
籍35。在此值得指出，合作办学大学的图书馆在促进中国
的学术自由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其形式包括增进国内外图
书馆员之间的互动，以及鼓励开展国际图书馆准则相关
讨论36。 

旅行限制不仅是所有想进入中国的国外学者及学生
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可能是摆在合作办学大学面前的障
碍。例如，2015年，纽约大学哲学和法学教授奎迈·安东
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音译）受邀到上海
纽约大学教课，但据称他的签证申请遭中国当局拒绝37， 
正式理由未公开。早先在2011年，他的中国签证申请
也被拒过一次，他本人怀疑这与“中国持续收紧辩论空
间”有关38。上海纽约大学学生报纸《在世纪大道上》（On 
Century Avenue）称，阿皮亚按照要求通过Skype视频通
话来进行2015学年度的第一堂课。

要想了解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的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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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研究及学生表达所遭受的任何限制，还需进一
步研究。美国政府问责局称，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大学在协
议和政策中都有保护学术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宗
教自由的相关措辞39。但在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中，有
两个官方措辞的例子表明学术表达受到限制：其中一例
建议教师“在课堂上提出宗教或政治相关话题时应小心
行事”，另一例“提醒”教师“……西方式表达自由在中国
不受保护”40。这类措辞令人担忧；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问 
题的规模，需要对其他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及项目的
政策及协议展开更多调查研究。

研究和发现自我审查都很难，但尽管如此，美国政府
问责局还是公布了中外合办机构中存在自我审查的一些
迹象。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自我审查的
部分原因也许是源于对一些学生和教师可能将有争议言
论上报至中共官员的猜疑戒备41。自我审查也许更常见于
中外合办机构的中国学生，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对教育
环境当中的监视手段有更高的意识，或是他们知道某些
话题隐含敏感性，如天安门广场抗议及新疆的所谓“再教
育”营；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未提到这一可能原因。在
一则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采访
中，昆山杜克大学的副校长称，该校实行的一条规定是 

“教室里禁止手机录音或录像”，显然是为了应对监视及
上报课堂言论的行为42。学者及人权专家可进一步研究这
类环境中的自我审查，以及合作办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
人员如何应对自我审查。

关于合办机构及项目的学生或学者近年来学术活动
或学术表达遭受有针对性的限制或报复，记录在案的不
多。2018年4月，宁波诺丁汉大学免除了中国经济史教授
司马辉（Stephen Morgan）在学校管理委员会的职位43。
在遭到免职前约六个月，司马辉在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 
院（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与宁波诺丁汉大学没有关联）的网络杂志《亚洲对话》

（Asia Dialogue）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共十九大的文 
章44。据称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中共官员说司马辉的博文 

“让学校难堪”。《金融时报》称，司马辉也批评过中国的 
审查政策45。

有问题的权力关系、在大学治理中融入共产党政治、
限制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学术自由等问题，
相关报道虽然不多，但也令人担忧。各有关方面应当认识
到这些问题的潜在负面影响，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外合办
机构之外，批判性的探索和表达面临种种限制，招致种种

*  请参照第56页的个案研究。

后果，国外学者和学生也许无法享受到这些机构之内存
在的保护。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及
高等教育环境，开展更深入的定性研究和分析至关重要。
全球高等教育领导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重点参考这
种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应对担忧

中外合办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独立性、问责制、透明 
度令人担忧，加上中国各地学术自由和人权遭受的威胁
被广泛报道，使得合作办学参与方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工
反应强烈。在好几例个案中，国外大学决定暂缓在华计
划，或决定终止现有项目及伙伴关系。

2016年4月，美国的诺特丹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宣布终止与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
共同开办“联合文理学院”的计划46。 

在两年的计划及准备阶段中，诺特丹大学的学生及教
职工对透明度及中国的人权纪录始终表示担忧47。诺特丹
大学学生会参议会曾通过两项决议，要求校方强化问责
制、提高透明度，方法包括向学生会定期报告最新情况，
以及在教务长办公室内设置由教职工及学生组成的常务
委员会，以讨论拟开设合作办学机构相关事宜48。 

在给诺特丹大学学生及教职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副
校长兼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尼可拉斯·安崔金（J. Nicholas 
Entrikin，音译）据称表示“有些领域仍然对双方大学来说
都很有挑战性，我们认为，要想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更广
泛的合作将更为有效”49。据称诺特丹大学仍通过其他形
式与浙江大学继续合作50。

2017年11月，位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宣布将在中国启动一个合作办学大学的
学术项目。但仅过了两个月，这个计划就因教师和学生对
中国的学术自由限制表示担心并抗议而被迫中止*。国际
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音译）
和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音译）称，格罗宁根大学的
这场风波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其他合办机构和项目，“因为
现在双方都会更加认真审视分校建设及其他计划可能带
来的结构性影响、学术影响、政治影响”51。

2018年10月，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工业 
与劳工关系学院宣布，由于对学术自由所受限制感到担
心，已取消与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的两个交流
项目52。该决定发布之前，据称人民大学对争取工人权利

的学生进行报复。 
康奈尔大学国际项目主任伊莱·弗

里德曼（Eli Friedman，音译）在2013
年帮助设立了这两个被取消的项目，
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上评论说，人民大学是在中国研究劳

  全球高等教育领导人在中国与合作伙伴开展项目   
   时，应该要负责任，并且应呵护学术自由和人权， 
  就像在其他国家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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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问题的公认领先机构。但他写道，在调查了解人民大学
如何对待其学生之后，康奈尔大学认为合作关系“无法再
持续下去”57。 

“虽然我们的最终决定是由于对学术自由的具体侵
犯，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这起事件的背后，中国的政
治趋势恶化，”他这样写道。“校园之内的学术自由遭到 
侵蚀，校园之外的政治环境日益高压，这两者是有直接 
联系的。58”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采 
访时，伊莱·弗里德曼呼吁其他国外大学更加公开地对在
华学术自由表示担忧。“中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绝不
是唯一的回应方式，但我们可能需要在捍卫学术自由方
面发出更大的声音，”他这样说道59。“康奈尔大学工业与
劳工关系学院采取的行动也许有效，也许无效，但我们无
法袖手旁观。60” 

对大学责任的关注还源自中国各地的人权问题。 
康奈尔大学学者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在高等教育
内情网站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 
的镇压运动评论道：“如果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真的是捍卫
做人尊严的堡垒，而不是追求盈利、追求非政治性‘过人
成绩’的企业而已，那么这些学院和大学就不能在中国骇
人听闻的种族灭绝发生的第三年保持沉默，装作什么事

都没发生。61”
由于对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加拿

大之间）的广泛担心，加上严格的国家安全政策日益侵犯
中国公民和在华外国人的自由，世界各地的大学也敦促
在华本校学生及教职工行事更加小心。 

2019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称
要小心中国“任意执行本地法律，以及对中美双重国籍持
有者施以特殊限制”62。旅行警告中还特别提到，中国据称
使用离境禁令将外国人留在中国63。 

同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建议本校学生在中国旅行时避免使用微信和
WhatsApp这类通信和社交媒体应用，以防中国当局使用
相关信息做出对学生不利的事。在一封给全体学生的邮
件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负责人说：“虽然使用[这
些]应用在中国是合法的，但最近俄罗斯指控某美国公民
犯间谍罪一案中，WhatsApp被用作佐证64”。

* * *

跨国教育项目有可能帮助中国推进其在高等教育方
面的雄心，并加强国际合作，后者在2018年10月得到了
二十多位中外高等教育领导人的肯定;这些领导人签署

2015年，位于荷兰的格罗宁根
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宣布已签署成立烟台格罗宁根
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 
Yantai，UGY）的协议。这所合办
大学原定由格罗宁根大学和中
国农业大学（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AU）共同组建，山 
东省烟台市政府提供支持53。

根据该协议，烟台格罗宁根大
学开设四个学士学位项目及两个
硕士学位项目，原定于2018年9
月开始招生。格罗宁根大学原有
意成为首个在华开设分校的荷兰
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还希望借此
机会让其学生及教师获得国际经
验，让其研究人员在中国开展全
新研究。

但是，这个合办项目在2017年
11月遇到了麻烦。当月，格罗宁根

大学理事会向校董会主席西布兰
德·波佩玛（Sibrand Poppema）
质疑关于烟台合办项目中一位中
共代表加入烟台格罗宁根大学校
董会这一计划。格罗宁根大学校
董会担心这样一位政府官员的加
入会给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带来
潜在影响。 

2018年1月29日，格罗宁根大
学宣布，由于理事会“支持不足”，
已决定不向荷兰教育、文化和科
学部提交申请批准。

西布兰德·波佩玛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
与各院系和学位项目一起研讨有
何种其他形式的合作办学在烟台
是可行的。54”该决定宣布之时，烟
台分校正在兴建大量设施55。

一位熟悉合办项目的荷兰学者
称，先是有学生和教师表示反对，

媒体发布负面报道，国会和教育
部长之间也出现政治关系紧张，
然后才有了该决定的出台56。他
说：“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学术自由
以及党委书记在校董会任职的问
题，后者是对所有分校及中国大
学的规定。”

这名学者还补充说，除了上述
因素，还有其他担忧，如学术质
量、教师参与、资金等。他说：“学
术自由的问题当然不是最近才
有，但是最近[在中国]学术自由
所受限制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正式协议、
内部讨论、甚至上届政府还修法
允许荷兰大学开办分校，到头来，
学术自由成了取消计划的决定性
因素。”

个案研究: 暂缓合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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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联合宣言*，强调优质国际教育在应对全球挑战中
的作用：

“人类在经济发展、教育、能源、环境、食品、
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等方面,都面临着全球
挑战。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大学
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教育和研究超越
国界,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国际合作。65” 

这份声明发布于在中国杭州举行的西湖高等教育论
坛，声明内容中列出了几条“指导原则”，以改善各类合
作，其中有一条是应该“在各国法律框架内，保护学术自
由”。但是，该声明在这条原则中使用了“在各国法律框架
内”这样的措辞66，这样一来，该声明就未能正视本报告
前述中国境内自我矛盾的法律规定，这将严重影响学术
自由的行使，而影响学术自由的行使无论如何都与中共
的现行正统理念不符†。外国高等教育机构，不管是已与
中国院校合作，还是正在考虑与中国院校或在中国院校
内进一步开展协作与合作，都应优先着手明确学术自由
保护的地位和情况，不仅在规定上要明确表述，在实践上
也要明确执行。

而中国国家当局应该审视相关法规和政策，以确保行
政自主和学术自由，这样才能鼓励新的伙伴关系形成，并
维护现有合作。 

国家当局也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捍卫人权，尤其是
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以培养良好环
境，让国内外学者和学生能在校园内外自由、安全地开展
学术活动。

全球高等教育领导人在中国与合作伙伴开展项目时，
应该要负责任，并且应呵护学术自由和人权，就像在其他
国家时一样。第一步是要确保国际合作项目的透明度和
问责制，方法包括：在合作开始前及整个过程中咨询教职
工及学生的意见；酌情公开机构协议和政策；为参与合办
项目的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实质性的多种机制，以在学术
自由及其他核心大学价值观遭受侵犯时，有安全举报和
安全求助的渠道。 

如果在合作时有事件发生或紧张局面出现，各大学必
须投入同等精力评定下列三项：各有关方面所受任何可
能伤害；事件及问题对校园内外造成的影响；在具体问题
上大学能发挥何种作用。然后，各大学应根据不同处理方
案的利弊和对各有关方面的影响，对不同处理方案进行
慎重评估‡。

* 该联合宣言的签署人员名单可查阅http://www.chisa.edu.cn/rmtnews1/ssyl/201811/t20181106_118830.html。
† 如在第13页所述，虽然根据国内和国际法，中国有保护学术自由的义务，但在实际当中这些规定经常给国家政策及中共的要求让路。
‡   险境中的学者发布的《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南》为高等教育领导人提供进一步指导，帮助他们应对在本校内及在国际合作中遇到的学术自由、机构自治及其他核

心大学价值观相关挑战。请访问 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sources/promoting-higher-education-values-a-guide-for-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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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com/2019/01/11/asia/university-california-china-
wechat-intl/index.html。

65. 西湖高等研究院，“大学必须在国际社会中做得更多”，2018
年11月29日，http://www.westlake.edu.cn/english-
detail-424-10243.html。

66. 出处同上。



近 几十年来，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增长。2017年的最新官方统计数 
据显示，有60.84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全球各地院校进行全日制学习1，创史上 

新高，比上一年增长了将近12%2。虽然暂时没有相关统计数字，但可能有数以千计的中 
国学者在海外开展研究、在国外大学教课。他们往往身在对学术自由及其他权利有更高
的保护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孔子学院旨在让世界各国更加理解赞助国中国的语言、 
文化和历史。这种由国家牵头的工作行之已久，不仅是中国，美国、法国、德国、及其他国
家都开展过此类工作。 

对于让更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接触到全球高等教育界的工作，以及让更多非中国学 
者和学生接触到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工作，人们应当予以鼓励。 这类工作可能帮助推动对
当今一些最复杂、最紧急的议题展开跨文化研究，也可能帮助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加强国
际理解及合作。

但是，这种可能性遭到破坏，因为人们日益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干预世界各地高等教 
育群体的学术自由。在引发人们担心的报道中，身处海外的中国和非中国学生和学者、以
及他们所在的院校遇到了以下令人不安的问题：教学和讨论受限制、以探讨让当局不悦
的思想为主题的活动或其他行为遭报复、校内行为受监视和举报、被指控盗窃研究成果
和知识产权。 

* 下文中形容人的“中国”均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中国党国的长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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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迫使高等教育当局和各国当局认真考虑中
国对海外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不仅造成一些大学与中国
合作伙伴断交，也导致国外政府方面提出一些政策，质疑
与中国机构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中国学生和学者发放的签
证，还使得中国学者和学生日益被冠上污名。如果今后有
更多证据表明中国对境外加以干预，国际社会对此做出
更多草率反应，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学术、文化交流机会之
门关闭，这将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损失。 

对海外学术自由的针对性打击

在中国之外，学者、学生、以及他们所在院校的学术自由
和机构自治遭受攻击，这些攻击明显源自中国的指示或
影响力。它们包括：叫停出版物和校园讨论；连番骚扰；使
用审讯、旅行限制、拘留和其他强制行动来操纵和恐吓身
处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及非中国学生和学者。许多案例
中都出现了多种手段的合用，这可以抑制人们对中国眼
中的一系列敏感问题进行表达和探索。

国际出版物

如同前面章节所述†，中国当局成功对国际出版商施压，
迫使他们审查向大陆学者和学生提供的出版物。其中有
指控称，学术出版社拒绝出版探讨可能招致北京方面批
评的问题之相关内容。 

例如，2017年11月，澳大利亚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
（Clive Hamilton，音译）称，澳大利亚出版社艾伦与昂

温（Allen & Unwin）拒绝出版他的新书，该书题为《无声
的侵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3。在一封邮件中，该出版
社据称表示担心北京的支持者可能会提起“无理取闹的
诽谤诉讼”4。汉密尔顿的书最终于2018年2月由另一家澳
大利亚出版社哈迪格兰特（Hardie Grant Books）出版5。

2018年4月，《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
一期特刊遇到了麻烦。有两位欧洲学者反悔，不愿将他
们的论文与学者雷国俊（James Leibold)的论文一同出
版。雷国俊的论文探讨的是中国对新疆的监视问题。两位
欧洲学者据称担心北京方面会进行报复6。在《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采访中，澳大利亚乐卓
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教授雷国俊说：“我们进
行了一次长谈，他们担心以后无法申请到中国签证。这是
自我审查。”据称两位欧洲学者将论文收回，不愿发表，特
刊因此“分崩离析”，未能成刊7。

*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双边协议及其他项目来影响全球各地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理解，但本报告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请参
照Yojana Sharma，“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是否能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大学世界新闻》，2018年10月4日，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
php?story=20181004184538317；请同参照William Kirby和Marijk Van der Wende，“新丝路：对中国及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为何？”，《剑桥地域、经济与社会期刊》
，第12卷，第1期（2019年3月），英文第127-144页，https://doi.org/10.1093/cjres/rsy034。

† 请参照第20页。
‡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接收中方资金对在中国境外大学举行的各类学术活动有何潜在影响，这些资金的来源包括中国党国（Party-State）、中方合作大学、或相关实

体（如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本章中的各个例子只是反映党国近几年来影响力的一小部分案例。 

在一篇《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期刊的评论中，
中国研究学者凯大熊（Kevin Carrico）批评国外出版社
及国外学者愿以自我噤声来换取销售额和中国签证的行
为，称这样一来“首要问题究竟是审查还是自我审查，已
经无法分清”8。 

他写道：“与其担心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十年签证，我们
所有人都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和配合进行更具批判性的
反思，想想这些行为和配合将如何助纣为虐，帮助一个制
造巨大不公的体系长存。9”

至少有一家主要国际出版商直接对中国企图影响国
外出版的行为做出回应。 

2019年4月，荷兰出版社博睿（Brill）宣布将与高等
教育出版社（Higher Education Press）终止合作，后
者是一家中国出版社，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此前有消息
称，中国国家审查员对《中国文学研究边境》（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期刊一本题为《中国文
字及其全球想象》（The Chinese Script and Its Global 
Imaginary）的特刊出版进行干预10。 

任中杰（Jacob Edmond）是这期特刊的两位特邀编辑
之一，他说，《中国文学研究边境》的北京编辑移除了特刊
中一篇题为“颠覆性写作”的文章11。任中杰认为，该文章
之前通过了《中国文学研究边境》的审批，但期刊方面据
称对任中杰和他的合作编辑表示：“由于期刊编辑办公室
位于北京，必须遵守常规的中国审查规则，因此不应对 
[这篇]文章的移除感到意外”12。 

作为回应，两名特邀编辑决定完全取消特刊的发行，
并将所有文章重新发表在另一本名为《中国文学: 散文、
文章与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的期刊上13。 

各类学术活动

包括毕业典礼、文化交流、讲座在内的校内活动显然已经
引起了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注意，导致他们采取行
动，对令其不悦的观点加以噤声‡。 中方的行动给各校带
来挑战，有些校方管理层决心照常举行活动，有些则向压
力低头。

201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宣布，当年毕业典礼的演讲嘉
宾为达赖喇嘛。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Association，以下简称CSSA）批
评了这项决定，并威胁说将使用“强硬措施，坚决抵制学
校的无理行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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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大学都有CSSA*，其赞助方往往是各地中 
国大使馆和领事馆；CSSA称其宗旨是为校园里的中国 
成员提供支持，促进文化交流†。

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CSSA称咨询了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事馆15。校方拒绝收回邀请，达赖喇嘛的访问照原计 
划进行。

但是，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将取消与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之间的公费学术交流项目16。该校一位知情人
士称，中国终止了一个高管MBA课程项目中与该校合作
的部分，并停止资助计划在该校学习的中国访问学者17。

2017年10月，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在遭到来自中国当局的明显压力后，取消了
一系列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18。萨拉曼卡大学的台湾研究
项目主办题为“台湾文化日”的活动，期间有一系列多种
多样的教育及文化活动，还邀请到台湾驻西班牙代表、前
外交部政务次长柯森耀（Ko Shen-Yeaw）致开幕词。

但是，活动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馆据称向萨拉曼卡大学校方致信，要求取消“台湾文化
日”活动，并指责该校违反“一中原则”，在活动介绍及宣
传材料中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及“台湾大使”的措辞19。

据称大使馆方暗示，如果萨拉曼卡大学校方不配合，
将会伤及该校与中国的关系。次日，校方取消了活动的剩
余日程，称原因是“与社会科学院无关的情况”20。

在加拿大，2019年2月11日在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举行的一场讲座被举报至中国

驻多伦多外交官员。在那场讲座上，维吾尔维权人士茹克
亚·托度希（Rukiye Turdush，音译）应邀就“对维吾尔穆
斯林的种族灭绝”这一主题发言21。托度希的兄弟于1992
年在新疆的一场抗议活动中被杀害，之后，为了家人的和
平和自由，她于1998年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称，有一个微
信群里的学生据称联系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告知这
场将要举行的讲座22。据称学生们被要求注意讲座现场是
否有麦克马斯特大学校方的人员。讲座进行时，至少有一
位观众席中的中国学生打断了托度希的演讲，并怒骂脏
话，另一名学生对过程录像‡。

讲座结束后，上述微信群中的一些学生据称将在讲座
过程中拍下的照片发给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与此
同时，包括麦克马斯特大学CSSA在内的数个学生社团联
合发布了一份关于该讲座的报道23。这份报道猛烈抨击
校方允许托度希发言，并指责托度希鼓吹分裂主义，宣扬
民族仇恨。报道也证实学生与中国政府方面进行了联系，
称“我们在[2月]12日早晨即向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进行

*  关于记者及学者对各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的担忧、CSSA对学术自由及校内讨论的影响、以及CSSA与海外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理解。
†  在各顶尖大学CSSA的网页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以伦斯勒理工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网页为例，请参照：https://union.rpi.edu/clubs/

multicultural/162-chinese-students-and-scholars-association。
‡  茹克亚·托度希发言的完整视频发布在她本人的Facebook主页上，网址为https://www.facebook.com/rukiye.turdush/posts/10161422702240182。
§  麦克马斯特大学中国学生社团联合声明的中文原版请参照Omid Ghoreishi和Sihui Dai，“北京的阴影笼罩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大纪元时报》，2019年2月14

日，https://www.theepochtimes.com/beijings-shadow-haunts-overseas-chinese-students-in-canada_2800393.html。

了通报”§。 托度希称，某微信群里的一个成员还提到了
她就读于麦克马斯特大学的21岁儿子，发信息称“搞清她
儿子是谁”24。 

托度希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失望，说“我没想到他们[中
国抗议者]会在加拿大做这样的事。这是我生活的土地，
你不能这样做。25”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通讯事务总监高德·阿博（Gord 
Arbeau,音译）就这起事件发表了以下声明：“如果有任 
何人觉得在校内参加活动会遭到监视，我们将非常担心。
这不符合麦克马斯特大学所坚持的言论自由及尊重对话
之原则。26”

同样是在加拿大，据说蒙特利尔的中国领事官员对 
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施压，要求校方取
消原定于2019年3月举行的一次活动；活动嘉宾是多里
坤·艾沙（Dolkun Isa，音译），他是一位著名维吾尔维权人
士，也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
的主席27。 

有消息显示，当地中国领事馆联系了康考迪亚大学的
蒙特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enocide and Human Rights Studies），要求“紧急会
面”以讨论该活动28。据称中国领事馆还就该活动联系了
市政官员29。康考迪亚大学没有理会中国领事馆的要求，
活动按原计划进行。

在接受《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的采访时，蒙特
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所执行主任凯尔·马修斯（Kyle 
Matthews，音译）称，这起事件“值得我们担忧，有些威权
主义政府不仅是企图在本国境内打压思想自由、言论自
由和学术探索，现在还在西方国家开展打压行动，我认为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30。 

2019年4月初，在中国大陆留学生抱怨校园中的一 
处大型雕塑艺术品有冒犯性后，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考虑对该艺术品做 
出更改31。 

这座雕塑名为“颠倒的世界”，是英国艺术家马克·渥
林格（Mark Wallinger，音译）的作品，外观呈一颗直径约
十四英尺（折合四米多)的地球仪，北极在下，“国家及城
市经过重新标记”，而且“呈现了非洲与其他大陆相比较
下的实际面积”。渥林格称，“联合国是国名和边界的权
威。这个作品代表了一个非常规的世界，它既熟悉又陌
生，而且易于改变。32” 

据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不满该雕
塑上台湾被标成一个主权国家，台北被标为首都，台湾岛
的填充颜色也和中国大陆的颜色不一致33。中国留学生还
不满西藏最重要的城市拉萨被标成首都，认为这暗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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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从北京的控制下独立出来34。 
接到学生投诉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组织了一场中国

大陆留学生和藏人留学生参与的会面35，随后，据称校方
开始讨论更正雕塑事宜36。 截至本报告发布时，尚未有雕
塑作者或伦敦政经校方对雕塑做出任何更正的消息。 

2019年5月4日在匈牙利，报道称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
馆干预了在德布勒森大学（University of Debrecen）校
内举办的“国际美食节”活动37。据台湾驻匈牙利外交官员
称，台湾留学生指控校方禁止他们在活动现场以“台湾”
字样标示的摊位摆出食物。驻匈牙利台北代表处联系了
匈牙利国会议员，议员们又与校方交涉，最终这些学生得
以用“台湾美食”字样的横幅标明摊位。 

有组织的骚扰和恐吓行动

学者和学生明显由于学术活动和学术观点相关原因遭到
令人不安的骚扰和恐吓。这些做法削弱了学术界内的信
任，后果最严重时，会将成为目标的学者、学生、以及他们
的家人置于险境之中。

有一位中国学者在北美某间大学教授一门中国眼中
的政治敏感课程，她称自己因这门课程遭到严重打压38。
出于对报复的恐惧以及保护学生安全的考虑，这位学者
要求匿名；她表示一点都不意外同事们担心她课程中的
某个主题会惹怒北京方面。 

她说，有些中国学生谴责她所教的内容，在公开场合
和社交媒体上对她猛烈抨击，甚至还向中国国内的安全
官员举报她。她回忆道，其他更同情理解的学生坦白称他
们回国时曾被警方盘问，期间警方向他们询问她的课程
和私人生活，还要求他们监视她。 

她说：“你不得不假设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举
报。”有些中国学生告诉她，由于害怕在国内惹上麻烦，不
敢选她的课。与此同时，其他选这门课的学生要求匿名，
以免国内警方恐吓他们的家人。 

这名学者说，中共非常善于对政治上不听话的人进行
妖魔化。“你选择为正义事业工作，然后你就成了国家和
人民的敌人，我知道有些人甚至还被亲人视为仇敌，”她
评论道。她说，这些压力逼迫她与家人减少联系，因为她
害怕家人陷入麻烦。她说，海外中国学者不得不在对国家
的希望和对家人的爱之间做出选择。“保存历史的代价太
高了，”她说。

2017年5月，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UMD）本科学生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期间谈 
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和民主价值的重要性；演讲过后，杨舒
平遭遇媒体铺天盖地的连番骚扰39。据称她的演讲在中国
国内一下子火了40。 

马里兰大学CSSA的现任及前任成员发布了一个题 
为“为中国自豪UMD”（Proud of China UMD）的视频，
里面有呈现中国蓝天的镜头41。中共主办的《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引用了该校CSSA前主席朱力涵的话： 

“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校方支
持此类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不仅是
考虑欠佳，更是让人怀疑是否有其他用意。”42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马里兰大学校方称：“倾听不同
观点、拥抱多样性、包容自己不一定认可的意见，至关重
要。[……]马里兰大学骄傲地支持舒平分享自己观点和独
特见解的权利，并对她在庆典上发言表示赞许。43” 

网络骚扰持续不断，其中非常令人不安的是，杨舒平
父母的国内住址在网上传开。在巨大的压力下，44杨舒平
在网上公开道歉45。 

安琳（Anne-Marie Brady）是新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
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中国问题专家，从
2017年12月开始，她因学术研究相关原因遭遇一系列令
人不安的事件。 

当月，有人闯入她在大学的办公室；就在三个月之前，
她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魔法武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
政治影响力活动”，这有可能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注意46。 
安琳教授告诉《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 

“这是心理战，目的就是要恐吓。47”
其他神秘事件不断发生。2018年2月，一个不明身份的

人趁她不在时闯入她家中，只拿走了两样东西：一台手提
电脑，里面有她最近的研究；一部不值钱的手机，是她在
中国的时候用过的。之后，在2018年11月，她的汽修技师
在一次例行检修之后问她：“有人对你的车动过手脚吗？”
这名技师据称对她的近期遭遇一无所知。技师称，有人降
低了车子前轮胎的压力，看起来是企图“造成转向不稳，
刹车失灵”48。技师认为这是蓄意破坏。

安琳说这些事件仅仅是中国企图恐吓她的近期例子
而已。在一封邮件中，她说道：“从1990年至今，中共党国

（Party-State）人士及组织对我又是恐吓又是讨好，反复
不断。要想研究中共党国，就势必会遇上这些事，因此我
之前没有就此大做文章。”尽管发生了种种令人不安的事
件，安琳没有被吓倒49。 “如你所见，就算如此，我还是在
继续过去三十年来的工作：研究中国共产党” 50。

2019年2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藏人学生奇美拉

莫（Chemi Lhamo，音译）当选该校学生会长后，遭到连番
网络骚扰。奇美拉莫公开声援西藏人权，在社交媒体上，
她成了成千上万条仇恨和暴力评论的攻击目标51。一份反
对她当选的请愿书发布后，收集到超过一万一千个签名，
当中许多签名可能来自校外52。针对奇美拉莫的骚扰行动
发生后仅过了两天，便发生了本章前述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相关事件。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布声明，否认与多伦多大学士
嘉堡分校和麦克马斯特大学两校发生的事件有任何关
联，与此同时也对做出打压行动的学生表示支持：“我们
坚决支持中国留学生的正义和爱国行动”53。 声明还称：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为新疆分
裂势力、‘藏独’反华分裂活动提供支持和便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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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学生、以及他们的所在院校必须要能够行使学
术自由权，而无需面临骚扰和恐吓的风险。在上述事件
中，学生发挥了明显作用，不管他们是应中国当局要求，
还是为了讨好当局，他们的行为都非常让人担忧，同时这
还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监视和恐吓手段正在蔓延到全球各
地。这些骚扰和恐吓不仅会伤害成为直接目标的学者和
学生，更会警告广大学术界：令当局不悦的思想将受到惩
罚。如果不加以抵制，这种恐吓终将缩减自由探索和自由
表达的整体空间。

强制性的法律和行政压力

来自中国当局、甚至是其他盟友政府的旅行限制、拘押、
威胁、行政命令都被用来对中国境外的学术活动进行噤
声和惩罚，这不仅点出了北京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范围，也
表明北京方面为了限制探索和表达,愿意做到何种地步。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留学生曾在美国一所大学学习，
她说在2012年毕业回国时，某中国机场的安全部门将她
扣留了好几个小时55。 

她说，机场工作人员对她进行盘问，询问她在美国的
朋友相关情况，如他们的工作单位是什么，参与了什么活
动等。这些工作人员好像知道她匿名使用的一个Gmail邮
箱地址，也知道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她说她经常与中
国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敏感问题，但她使用化名，而且
还避免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使用社交媒体。她怀疑认识
她的朋友一直以来其实是中国政府的秘密线人。 

她现在不敢回中国，也担心中国当局对她的父母 
施压。 还在美国留学时，她的父母几次与她通话，让她不
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她说：“最邪恶的部分就是他们通
过你的家人来控制你。你不得不对家人冷酷无情，因为在
多数情况下，家人不希望你跟这些事有牵连。这是一种痛
苦的挣扎。”

2016年10月，泰国当局拒绝著名香港学生领袖黄之 
锋（Joshua Wong）入境，据称是应中国当局的要求56。黄
之锋此行是应邀到两所大学做演讲，行程中有对1976年
泰国支持民主的学生遭屠杀的纪念活动；黄之锋飞抵曼谷
的素万那普机场后，警方和出入境部门将其扣下，没收其
护照，并拘留十二小时，最后将其遣返香港。一位泰国出入
境部门官员随后称，中国当局要求泰方将黄之锋列入“黑
名单”。 

2017年7月，埃及当局据称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开始拘
留并遣返数十名埃及学术项目的在籍维吾尔学生57。最早
自当年1月份开始，中国当局逼迫在外留学的维吾尔学生
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回到中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镇压运动的一环58。 

* 请参照早先在第34页的讨论。
†  根据中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段，“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
日，https://www.fmprc.gov.cn/ce/cgvienna/eng/dbtyw/jdwt/crimelaw/t209043.htm。

有消息渠道表明，埃及当局在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校内、在埃维吾尔人士常去的餐厅及其他地
点拘留了学生*。 被拘留的学生随后被遣返至中国59。许多
回到中国的学生据称失踪或怀疑被拘押于“再教育”营60；
有些学生据称回国后死亡61。

2019年2月，一位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学习的中国大陆学生向大陆当局举
报，称该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分享某些个人意识形态62。
位于北京的台湾事务办公室接到举报后，向台湾的联合
招生委员会投诉，要求缩减辅仁大学的陆生招生名额63。 

接到大陆方面的投诉后，辅仁大学要求讲师“不宜过
度谈论与课程无关事项”64。新闻刊出后，台湾教育部称台
湾事务办公室及辅仁大学的应对均为不妥，请两单位“尊
重大学教师专业”。

来自中国境外校园里中国留学生及其他人士的恐吓
迫使海外中国学生在开展意见表达行为时万分小心。 

有一位化名为邱中孙（Qiu Zhongsun，音译）的中国
研究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他为《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撰文，描述了在中国修法取消国家主
席任期限制后，他和同学如何小心翼翼地在社交媒体上
组织了“#不是我的国家主席”（#NotMyPresident）这一
运动65。 

邱中孙称，微信的十多亿用户都处于政府严密监视
下，因此他们弃而不用，转向加密通讯平台，此后组织学
生在校园张贴“#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海报时，还使用了一
次性电话。他还建议学生佩戴口罩，并且只在天黑后开展
此类行动，以掩盖身份。他写道：“我不得不用这些措施来
保护自己的身份，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大陆人士来说，国
内的压迫会跟着我们到国外”66。

他说，如果身份曝光，中国当局有可能指控学生活动
人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期最短五年。 

2019年3月，就读于嘉南药理大学（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的大陆学生李家
宝因公开批评习近平和中国政府遭受一波巨大压力67。在
直播中，李家宝谴责了2018年通过的一部取消中国国家
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还称习近平为“皇帝”。 

消息渠道表明，李家宝将直播视频上传后，中国当局
立即关停其社交媒体账号。当局此后拘留了李家宝的父
母，并对他启动调查68。 据称在上传视频后，李家宝在社
交媒体上不断收到死亡威胁69。 

截至本报告发布时，李家宝持“特殊学生签证”停留在
台，得以延长在该国停留的时间；他还在寻求政治庇护， 
害怕万一回到大陆会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起诉70。

意图限制和报复行使学术自由权的直接证据不多，这
很有可能是出于害怕勇敢发声会遭到报复，但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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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初，超过一万一千
名中国人签署了一份网上请
愿书，针对加拿大籍藏人奇
美拉莫（Chemi Lhamo，音
译）当选多伦多大学士嘉堡
分校（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UTSC）学生会 
主席一事，要求废除奇美拉莫 
的当选资格 71。 

请愿书称奇美拉莫在社交媒体 
上支持西藏，要求她放弃当选资
格： “我们中国学生被奇美拉莫 
在社交媒体上不尊重中国的言
论、以及她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竞
选策略所深深冒犯和伤害”72 。

请愿书还写道：“奇美拉莫的 
政治言论及其对政治活动的参 
与分明与中国历史、中国法律 
以及中国学生的权利不符， 
我们对此强烈反对 73” 。 这份 
请愿书呼吁提高“对中国学生 
自身利益的意识和保护”，现已 
关闭开放，最终共收集到11156 
份支持签名。

奇美拉莫说，在她当选学生会主
席之前和之后，她持续收到许
多骚扰邮件，社交媒体的贴文也
收到无数充斥着反藏情绪的留
言。有一条发在微信上的消息呼
吁学生对奇美拉莫投反对票，并
称：“UTSC的StudentUnion（注：
学生会）也要被藏d（注：藏独）管
理了。”奇美拉莫的Instagram账
号上收到了这么一条留言：“中国
是你爸爸——你最好明白这点。”  
另一条留言称：“你绝不会是
UTSC的会长，就算你当上了，我
们会保证做出一些事情来，让你
一天都过不完。安息吧 74”。  

奇美拉莫说，在成为攻击目标后，
她联系了校方。“学校给了我一个
对讲机以保证我的安全，并帮助
我和多伦多警方接上联系，”她
说。 自告知媒体警方已介入后， 
奇美拉莫说骚扰变少了75。 

虽然奇美拉莫称未有掌握中方
介入骚扰攻击的确凿证据，但她
认为这些打压的部分原因是海外

中国官员的策动76。中国驻加拿
大大使馆发言人发布声明，否认
与这起事件以及在麦克马斯特大
学发生的另一起类似事件有任何
关联：“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为新疆分裂势
力、‘藏独’反华分裂活动提供支
持和便利 。 77”

奇美拉莫说，她认为本校的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也与针
对她的攻击有关系，称本校CSSA
主席及一些会员曾到学生会办公
室表达他们的担忧，并询问关于
她的一些问题78。 

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海外中国留
学生在国外大学校园中压制不同
声音的事件，他们显然是在中国
党国（Party-state）的指导下或影
响下行动起来的，奇美拉莫相关
事件是这类事件中最新的一起。
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有
些人担心这是中国政府 在中国境
外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

个案研究：网络骚扰

上述各例表明，为了压制令其不悦的探究和表达，中方不
惜侵犯海外高等教育界的机构自治，还拉上其他国家一 
同做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事，令人深深担忧。

孔子学院

政府及高等教育界有关各方对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在世界各地校园中危害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
的情况表示关切。 

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公共教育实体，始于2004年，由 
国家汉办管理；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下属的中国语言
文化教育组织*。 汉办的网页称，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增进
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
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
力量79。”截至2019年4月，据报世界各地共有548所孔子
学院 80。  仅在美国，就有约105所孔子学院 81。

*  孔子学院及汉办的英文网页，请参照孔子学院总部（汉办），http://english.hanban.org/。

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中国研究学者、前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院长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称，虽然汉办隶属于教育
部，但与中共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战略密切相 
关82。据称统战部“策划大部分提高中国海外影响力的活 
动”，而孔子学院项目当初启动时，孔子学院和统战部二 
者都由刘延东领导。 

孔子学院一般是通过中方院校和外方承办院校两者
合作成立。在合作中，汉办和中方院校通常会提供数目相
当大的启动资金，还有可能提供年度经费，除此之外还 
会从中国招聘和雇用教学人员，提供教学材料和教学大 
纲83。承办院校通常提供实物和配套资金84，还对中方工 
作人员的入境手续及其他居留程序提供帮助85。 

孔子学院在不同院校架构中的位置各异，有些隶属于
学术部门和行政办公室，另一些则由院校领导办公室管
理86。一般来说，孔子学院的最高负责人是中外双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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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院长通常为承办院校的教员或职员，中方院长与汉 
办密切合作，管理教师队伍87。 

孔子学院的承办院校认为，承办孔子学院给学校及当
地社区带来了一系列好处。这些好处包括：增加承办院校
学生和教师开展国际交流的机会88；创造与中国大学开展
合作的可能性89；为校园提供引人入胜的语言文化课程及
活动90。对于地理位置偏远或财力稍逊的院校来说，这些
好处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如果没有孔子学院，他们可
能无法提供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91。 

虽然存在这些好处，来自高等教育界、媒体、政府、公
民社会成员的消息指出一些问题，表明孔子学院有可能
损害学术自由、机构自治及其他核心大学价值观。这些问
题包括：在未全面咨询学校有关各方的情况下达成孔子
学院的协议92；孔子学院协议不透明，或未对校内乃至广
大公众公布93；孔子学院协议没有明确规定承办大学政策
和当地法律以孰为准94。有关各方担心汉办要求孔子学院
教师遵守中国法律的情况会导致无法对各种不同主题进
行讨论95，同时担心孔子学院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材料带有
偏见96。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显示：孔子学院施压以审
查学术活动97；承办院校人员根据孔子学院对学术表达施
加的实际限制以及自己认为的限制进行自我审查98；孔子
学院被用来监控和举报校内活动，尤其是针对中国学生
及学者99。

虽然这些情况未在所有甚至是大部分孔子学院出现，
但它们还是引发了严重关切。要想了解孔子学院如何影 
响各地校园的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确实需要更多广泛
研究和定性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出炉之前，鉴于目
前就孔子学院的公共讨论持续不断，各国大学采取了一
系列行动，包括关闭孔子学院和对开办计划重新考虑。

2013年2月，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宣布将关闭其
开办的孔子学院，据称原因是汉办招聘做法有问题100。 

麦克马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一位教师据称向安大略
省人权法庭提起诉讼，称由于她的雇佣合同，她不得不隐
藏自己作为法轮功精神运动学员的身份；法轮功在中国
是被禁止的101。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大范围迫害；当
时，汉办明确禁止孔子学院雇用法轮功学员102。 

一位麦克马斯特大学校方人员就该校决定评论道： 
“我们觉得很不舒服，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我校招聘 

做法”103。
2013年9月，在法方及中方合作伙伴历经一年的摩擦

之后，位于法国的里昂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of 
Lyon）关门104。

里昂孔子学院由法国的里昂第二及第三大学及中国
的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合作开办。与本报
告中描述的其他孔子学院不同，里昂孔子学院是设在两
所法国大学法律架构之外的独立机构。 

利大英（Gregory Lee）和费南（Florent Villard）二人

*  请参照第69页的个案研究。

均是里昂孔子学院前负责人，他们发布一份声明称，这种
合作方式是法方合作大学主张采取的，理由是出于某些“
道德”和“法律”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将里昂孔子学院
与法方大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分隔开来105。 

但在2012年，里昂孔子学院新上任的中方院长据称“
质疑[里昂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并坚持要将里昂孔子
学院并入里昂第三大学（University of Lyon-3）。这位中
方院长据称希望在里昂第三大学成立汉学研究合作项
目，并要求让里昂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参加学位课程的
教学工作106。法方表示反对，据称是由于担心允许汉办管
理下的里昂孔子学院人员参与教学工作会损害选课学生
及其他相关人士的学术自由。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办主任许琳据称要求法国里
昂孔子学院的理事长辞职，并中断了汉办对该校的年度
拨款107。法方多次试图与汉办商讨解决方案，最终决定关
闭里昂孔子学院108。

2014年9月，位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终止了与该校孔子学院续约的计划，起因是 
当年4月，有超过一百名学术人员联署了一份教师请愿
书109。 

这份请愿书表达了对校方是否有能力掌控学术课程
和教师招聘（指麦克马斯特大学在2013年的决定）的担
忧，并呼吁校董会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约110。

汉办主任许琳据称在接受上海的《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采访时批评了请愿活动，并称对此她是这么告诉
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只要你们学校做决定退出，我就同
意。111”《解放日报》接着写道：“许琳的刚与硬，很多人都
领教过”112 。

汉办主任发表这些评论后，芝加哥大学决定停止商讨
续约相关事宜，称许琳的评论“与继续保持平等合作关系
背道而驰”113。

2018年4月，在两名德州国会议员谴责孔子学院后，德
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宣布将关闭其校内
孔子学院*。 这两位议员分别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
共同敦促德州几所大学“考虑关闭孔子学院，并终止与其
他由中国政府支持的机构达成的协议”114。

2018年6月，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称，已
组建审查委员会，以评估在该校孔子学院合约一年后到
期时是否续约115。 

塔夫茨大学孔子学院创办于2015年6月，中方合作院
校是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提供无
学分语言课程和文化活动116。 

组建审查委员会虽然是常规续约手续的一环，但在 
组建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之前三个月，当地有一位国会议
员发出函件，呼吁当地大学“抵制中国政府成立[孔子学
院]的行动[……]或对任何现有孔子学院认真重新考虑”，
信中特别点到塔夫茨大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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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茨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将评估本校孔子学院的益
处及问题，同时还将“评估外部数据，包括其他大学的经
历；这些经历引发了对孔子学院本身问题以及这些经历
是否与塔夫茨大学有潜在相关性之担忧”118。 之后，审查
委员会原定将在2018年11月之前提出续约、或不续约、 
或修正协议的建议。 

截至2019年春，塔夫茨大学尚未公开宣布对孔子学 
院的审查结果或续约的决定。截至本报告发布时，塔夫茨
大学孔子学院似乎仍在运营。 

各校开展行动对孔子学院进行重新考虑，与此同时，
北美国家及英国的政府官员逐步加大对孔子学院的批 
评力度。 

2019年2月，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孔 
子学院“威胁全球各大学的学术及言论自由，而且中国 
共产党利用孔子学院在海外进行政治宣传，同时压制批
评声音”119。

同月，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抨
击孔子学院，认为孔子学院存在透明度及审查的问题， 
还称孔子学院的资金“有附带条件，可以损害学术自
由”120。 

也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一场2018年2月举 
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称，联邦调查局对孔子学院开始观
察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了121。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支 
出法案，其中规定凡是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都无法获 
得国防部的中文旗舰项目（Chinese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s）资金122。起初这些大学可以申请豁免，但此后 
一位五角大楼发言人称“给予该项条款豁免不符合国家
利益”123。

2019年5月，报道称在过去十五个月里，美国已有十 
五家大学关闭孔子学院或宣布将与孔子学院切断联系124。
如果当前的趋势及讨论继续下去，也许将有更多大学加
入行列，贯彻执行关闭孔子学院的决定，或坚决抵制孔子
学院。 

各大学在决定是否要在校内新开设或继续开设孔子
学院之际，有责任对孔子学院确实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
仔细斟酌，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事关学术自由和机构自
治。在斟酌时，高等教育领导人应将所有校内有关各方的
意见纳入考量，在任何条款或协议上都应做到公开透明，
确保这些条款或协议完全维护教职工和学生的权利和自
由，包括孔子学院之外的、孔子学院聘用的、以及参与孔
子学院相关活动的教职工和学生在内。 

学术自由及过分行动的风险 

政府官员，尤其是美国的政府官员，对海外中国学者和学
生做出笼统指控，称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科学间
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活动。政府官员在应对这些指控
时，建议或采取了一些行动，妨碍了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
开展学习、参与学术工作，也让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觉得

不受留学目的国和机构的欢迎。
2018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音译）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场
听证会上称，海外中国学生和学者盗窃知识产权在美国
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他说：“中方尤其是在学术界使
用非传统性的情报搜集员，如教授、科学家、学生等，这一
情况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都有掌握”12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政府开始寻找对策，以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 
行为。 

2018年8月，美国政府颁布了《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开
展能力建设，以让美国政府及高等教育机构得以查明与
国防部项目有关联的个人目前或过去是否与外国人才招
聘计划有关联126。中国的“千人计划”是此类招聘计划之
一，通过这种计划，全球各地学者来到赞助国，在各大学
或实验室开展短期或长期研究。该法案的早期版本明确
提到了几个国家的人才招聘计划，其中包括中国的计划，
早期版本还将禁止国防部向与这类计划有关联的个人 
提供资金127。 

2018年6月，美国国务院对在美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
采取了新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要求将某些高科技领
域的学生签证有效期从五年缩短至一年，同时规定，想要
在某些需有“更严格审查”的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申请
签证时需要从多个机构获得新许可128。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政策使得学者担心“更
多的审查可能会阻碍科学创新，让有才华的申请者怯步，
或加剧对已在美国的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打击。129” 

程洋洋（Yangyang Cheng，音译）是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康奈尔加速器科学与教育实验室

的博士后研究助理，她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称，新限 
制会起反作用。她写道：“仅仅是基于国籍或原籍国，就对
华人科学家在美国机构的工作进行限制，这将是自作自
受，不仅会损害美国的价值观，也会伤及美国可动用的人
才库。130”

在美华人学者曾被不公正各项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
和窃取知识产权。 

2015年5月，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物理学家
郗小星遭指控为间谍，在一场清晨突击中被逮捕131。十多
位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涌入郗小星家中，其夫人
和女儿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132。 

郗小星当时已加入美国国籍，当局根据他发给在华科
学家的学术合作相关电子邮件，控告他犯有四项电信诈
骗罪133。当局指控郗小星利用敏感科技为自己牟利。 获准
保释后，郗小星受旅行禁令的限制，校方给他放行政假，
并暂停了其物理系临时系主任的工作134。

但是，2015年9月，当局查明郗小星与大陆同事讨论的
技术并非敏感，随后撤销了指控135。 

在接受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采访时，郗小星
谈到这场风波对其他科学家的影响，并称：“现在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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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来自中国的人合作时都很害怕。应该这样做吗？还是不
应该这样做？没有准则。这对科学界来说非常难办。136”

2019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称，出于对间谍活动的 
担忧，美国政府加大力度，限制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旅行
137。《纽约时报》采访的中国及美国学者称，“在过去一年
里，有多达30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和
帮助解释中国政府政策的专家的赴美签证被取消，或被
行政复议。138” 

这类旅行限制不仅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的学者，还包括政治、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

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所长吴白乙来到美国出席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举办
的一场会议，在美期间据称被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联邦
调查局特工询问。吴白乙说他的签证随后被吊销139。 

到了4月下旬，报道称中美两国正在开展一场“逐底竞
争”，双方都突然大量拒绝对方学者的签证申请，学者领
域从社会科学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都有140。

对于来自国内外的正当安全威胁和正当知识产权威
胁，各国都有责任进行抵御，但在开展行动的过程中，各
国应同时捍卫学术自由，还应避免给学者、学者、以及高
等教育机构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这就要求各国不应根据
偏见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发表激起民愤的言论、做出
过分限制，而是应根据过去不当行为或不良意图的可核
实证据，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 

***
学术自由在境外遭遇的、来自中国相关方面的打压与

中国大陆内部的打压相似，其手法有的不加掩饰、毫无顾
忌，有的则难以察觉。这些境外打压的代价是沉重的。 

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深陷危险境地：他们不知道自己
的思想或行动是否会触碰中国的神经，因此可能会选择
自我审查，以避免招致法律或事业上的后果。与间谍相关
的笼统指控又将中国学者和学生污名化，甚至可能会迫
使无辜的中国学界人士暂缓出国学习工作的计划。与此
同时，全球各地有许多高等教育群体张开双臂欢迎中国
学者、学生、以及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合作机构，这些高
教群体可能会发现，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限制了学术探
索，以打压让当局不悦的表达、教学、辩论。

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中国国家当局和高等教
育当局应当公开重申他们对中国内外学术自由和机构自
治的承诺。中方应当停止针对在中国境外举办的各类节
目、活动或在中国境外做出的表达对全球高等教育界人

士做出任何恐吓或报复性行为。 
中国境外的各国当局及高等教育界应当互相配合，并

与中方伙伴合作，一起捍卫所有共同活动的学术自由和
机构自治，其方式包括对含中国公民在内的学者和学生
进行保护，保证他们的学术活动或表达行为不受威胁和
压制。在现有及未来的伙伴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孔子学
院）中，应纳入维护并贯彻学术自由、机构自治、以及其他
核心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措辞和程序，包括各校与有关各

方之间提出和解决学术自由相
关问题的常规、透明程序。 

最后，全球高等教育界应当
确保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在校内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
方式包括制定并落实与留学生

群体建立信任的各项政策和机制，促进校内整体的包容
性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深陷危险境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   
  思想或行动是否会触碰中国的神经，因此可能会选择自   
  我审查，以避免招致法律或事业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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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宣布，

在两名德州国会议员发布联合
声明称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可
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后，
该校将关闭其孔子学院。奥斯
汀的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

（Michael McCaul，音译）和拉
雷多的民主党议员亨利·奎利亚尔

（Henry Cuellar，音译）共同敦促
德克萨斯州的几所大学结束与孔
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两位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我们强烈敦促这些大学考虑终

止与孔子学院及其他由中国政府
支持的机构开展的合作。141”他们
还表示：“这些机构是中国搜集情
报和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平台，对
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们有
责任维护美国的言论自由价值
观，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来应对任何对我国民主构成威胁
的行为。142”  

校方从表面看来对两位议
员的担忧表示赞同。德州农工
大学系统校长约翰·夏普（John 

Sharp）143  称：“我们非常尊重麦考
尔议员和奎利亚尔议员。我不质
疑他们的判断，也不怀疑他们的
爱国情怀。况且，两位议员能够接
触到我们校方所不知道的机密信
息。 我们将按照他们所建议的那
样，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约。” 

然而，一位校方人员在该校 
孔子学院Facebook主页上发布
的公告呈现出一丝惋惜之情，称
孔子学院“十年来硕果累累，精彩
不断”144。 

“与我们一同离去的，有美好
的回忆，也有无数的友谊，这些情
谊来自校内、当地社区、更来自我
们的伙伴院校——中国海洋大学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精彩
旅程，我们下次再见……145” 

兰迪·克鲁沃（Randy Kluver，
音译）是位于大学城的德州农工
大学孔子学院的首任院长，现任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全球研究与
合作伙伴关系学院院长。他告
诉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SAR），在德州农工大学孔 
子学院，人们在午餐时可以不受
干扰地谈论一系列中国眼中的争
议话题，从流离失所的农民到天
安门事件，都可以谈。他写道：“绝
对绝对没有任何汉办、中国政府、
伙伴院校的人士或访问教授表示
过反对。146”  

在发表于《高等教育内情》
（Inside Higher Ed）的一篇文章

中，他对该校孔子学院关闭一事
评论道：“多年来，我努力反驳孔
子学院是宣传机器这一指控。这
种指控绝非事实。147”  

他还表示：“我对两件事非常失
望：其一，即便没有政治宣传活动
的证据，这类指控还是层出不穷；
其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我真希望
系统校长在做出关闭的决定之
前，能跟我或其他孔子学院内部
人士谈谈。148”  

个案研究：终止海外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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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已取得很大成就，入读高等教育课程的中国学生人数创
历史新高，出国留学人数亦持续刷新记录，国际高等教育合作遍地开花，中国顶尖大学课程及研究
人员的全球知名度不断提高。 中国政府不仅将投资高等教育、培养“世界一流”大学视为民族自豪
感的来源，还将其作为中国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但与此同时，中国实施对探索和表达保持严格管控
的国家政策，这与上述成果和目标背道而驰。从北

边的内蒙古和新疆，到南边的香港和澳门地区，学者和学
生仅因提出问题、交流意见，便面临恐吓、监视、骚扰，严
重时还遭到革职、起诉、监禁、以及其他危及事业的后果，
甚至生命也遭受威胁。 

为了达到管控目的，中国官员要求各大学抵制“外国
思想”，重申对党忠诚是高校事务的主导因素，这从根本
上破坏了机构自治，并给学术活动带去寒蝉效应。 

正如本报告所述，中国政府企图限制和以其他方式影
响学术活动和意见表达的行为不限于在中国境内，也不
只针对中国公民。放眼全球各地，参与在华学术活动的高
等教育群体、或是在本国与中方伙伴合作运营项目的高
等教育群体，都报告了相似的受打压经历；这些打压使得
校内空间压缩，也危及跨国研究、教学、对话的机会。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尤其是

*  九校联盟包括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请参照“中国的常春藤：九
校联盟”，http://en.people.cn/203691/7822275.html。 

†  美国大学协会，《合肥宣言，关于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项特质，由美国大学联盟、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中国九校联盟联合发布》，2013年10月10
日，https://www.aau.edu/sites/default/files/AAU%20Files/Education%20and%20Service/Hefei_statement.pdf。备注：此后，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
、加拿大U15大学联盟（U15 Canada）、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日本学术研究恳谈会（RU11 Japan）以及香港三校

（The Hong Kong 3)也签署了《合肥宣言》。

在党国（Party-state）的指挥或要求下开展的打压 ，都会
阻挡中国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本报告访问的学者，
无论中外，都重复了这样一个声音：没有学术自由，研究
活动受苦，教学活动蒙难，质量无从谈起。没有学术自由，
就不可能会产生世界一流大学。 

明白这一点的不仅是学者。中国各顶尖大学曾公开
认可：自由交流各种问题和思想对优质大学来说非常
重要。2013年10月，中国的九校联盟*与美国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澳大利亚八
校联盟（Group of Eight）、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共同签署了认可优
质研究型大学主要特征的《合肥宣言》†。 《合肥宣言》各签
字方呼吁各自政府及院校致力于维护：

“大学员工负责任地行使学术自由，通过
科研、教学、社会服务来创造和传播知识，
而没有不当限制，所处科研文化的基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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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放式探究和对当前理解认识的不断
检验，超越职业利益和工具主义[……]*”

“根据自身使命、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对
社会当前和未来需要的评估，基于学术理
由，有权自行设定[本大学]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研究内容、研究方式的优先发展目
标；有权自行决定教师聘任和学生招收，
同时有开展全球招聘的能力，以吸引最佳
人才、达成这些优先发展目标。†”

“包容、认可和欢迎相互对立的观点、视
角、体系和立场，认为它们有助于进步，并
且致力维护文明有礼的辩论及讨论，以推
进理解、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合肥宣言》未能终止对学术自由的侵犯，甚至未能
阻止侵犯学术自由的现象在其署名院校内出现，本报告
提到的一些事件就与一些九校联盟成员校有关；但即便
如此，该宣言仍然 认可学术自由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的关键特征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该宣言同时认可，学术自由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导人和
机构可以向国际合作伙伴提出的合适问题，这为对话提
供了机会。 

现在，应当由致力于学术自由的领导人来抓住对话 
机会，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机构着想，也是为了支 
持他们的在华伙伴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面向这一 
目标，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下称SAR）给出以
下建议。

SAR促请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政府当局、高等教
育领导人和公民社会：

 • 以符合中国在国际法规定下的义务之方式维护 
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受
教育权）和第十五条（科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自
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教学
人员地位的建议》（1997年）所阐明的那样；

 • 避免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境外参与对学术自 
由的打压和攻击，包括：外部干预或逼迫；刑事、 
立法或行政行动；对非暴力学术行为或表达起惩
罚或震慑作用的旅行限制；以学术行为或表达为
条件，对学者、学生、和高等教育界人士所受旅行、
迁徙、或居住限制予以解除或撤销； 

 • 无条件释放或要求当局释放因学术活动、表达、 
结社、宗教或少数民族身份相关理由被不公监禁
的学者、学生、高等教育界人士，包括被拘禁于所 

* 出处同上，第4页（粗体表强调）。
† 出处同上，第4页（粗体表强调）。
‡ 出处同上，第4页（粗体表强调）。

谓“再教育”营的人士；同时，在释放前，根据国家
和国际法律义务，确保他们能获得正当程序和人
道待遇，能够联系家人和律师； 

 • 去除基于意识形态的信息获取限制，包括对图书
馆资料、档案馆资料、以及对互联网接入的限制；
中止并减少会限制学生和学者探索和思考与中共
意见相悖或冲突的观点之意识形态教育及研究资
助项目； 

 • 避免采取影响学者和学生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监
控机制，包括在国内外使用学生线人、在国内外监
视非暴力网络表达；

 • 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和学者能够公平接受优
质高等教育，包括对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人士提
供支持的政策；

 • 在包括合办机构和孔子学院在内的境外合作伙伴
关系中维护学术自由及机构自治，其方式包括：遵
守相关国家和国际标准；在所有国际高等教育合
作中纳入对学术自由和其他大学价值观的声明；
将声明向公众开放； 

 • 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自由接触国际社会，包括通
过与学界同行及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以
及通过学术期刊和出版社；

 • 鼓励院校、学者、学生就学术自由及其对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要性展开对话，其方式包括：将学术自由
问题纳入会议、工作坊、领导会议及学会日程；培
养尊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积极文化和实践；在支
持对话时充分利用资源，如SAR所作《促进高等教
育价值观讨论指南》及其《工作坊补编》。  

SAR促请中国之外的各国当局、高等教育界、 
公民社会：

 • 为受到国家当局及高等教育当局威胁或惩罚的 
中国学者和学生提供支持，方式包括对身陷险境
的学界人士提供接待或其他直接援助；在他们的
同意下为在中国被不公监禁的学者和学生发声，
方式包括向有关当局发送公开或私下呼吁信、酌
情向在华伙伴机构表示关切、对关切事宜发表个
人和联合声明、组织公众宣传活动；

 • 在各自校内和合作中监督和调查对学术自由的打
压和攻击之指控，包括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所遭
遇的打压和攻击，对事件进行记录，并将报告向公
众开放； 

 • 确保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学术自由，方式包括：
告知他们法律和院校方面有何保护措施；提供安
全、友好的空间和渠道，以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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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回应；采取其他公开和个人行动，表明对在校
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包容和安全之承诺；

 • 确保包括与中国院校的合作在内的所有国际高等
教育合作维护并促进学术自由、机构自治以及其
他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方式包括：在考虑签订或
续订合作协议之际，广泛咨询有关各方；在所有国
际高等教育合作中纳入对学术自由和其他价值观
的声明，并将声明向公众开放；确保合作项目实施
地点的相关国家和地方法律尊重学术自由和机构
自治；于必要时实施相关机制，检视并回应对学术
自由的打压和攻击； 

 • 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学会、媒体在其对国际高等 
教育的排名和评估中加入对学术自由和机构自 
治的考量；

 • 鼓励院校、学者、学生就学术自由及其对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要性展开对话，其方式包括：将学术自由
问题纳入会议、工作坊、领导会议日程；培养尊重
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积极文化和实践；在支持对话
时充分利用资源，如SAR所作《促进高等教育价值
观讨论指南》及其《工作坊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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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涉及机构 攻击类型 受害方 加害方

2019年6月12日 中国大陆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6月4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4月30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9年4月29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监禁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4月18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4月1日 中国大陆 西北民族大学 监禁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4月1日 中国大陆 未知 旅行限制 其他 国家当局

2019年3月25日 中国大陆 清华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9年3月20日 中国大陆 重庆师范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9年3月1日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 革职，其他 学生（多人） 大学管理层

2019年1月23日 中国大陆 哥伦比亚大学 监禁，旅行限制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9年1月21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监禁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2月28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2月27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其他 学生（多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监禁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就本报告而言，需注意到下表收录的攻击包括在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发生的攻击，也包括在这些地区之外发生
的、明显是应中国当局要求或以讨好中国当局为目的的
攻击。下表只是近年来发生事件的冰山一角，请勿认为这
是对怀疑发生的所有符合标准事件之完整收录。同时，需
注意到攻击总数高于事件总数，这是因为一起事件中可
能会出现多种攻击。 

上述数字只包括经独立核实的事件。由于核实工作的难
度，或由于某些事件不属于本观测项目报道的六种攻击
之列，上述数字不包括本报告描述的所有事件。下列事件
按发生时间倒序排列，并标明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事件
涉及机构、以及事件的攻击类型。如想了解下列事件的更
具体信息，包括事件报告中的消息来源链接，请访问学
术自由观测项目的网站，网址为 www.scholarsatrisk.
org/monitoringproject。

附 录 

事 件 清 单
下表收录了险境中的学者（Scholars at Risk）学术自由观测项目
（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从2012年12月至

2019年7月1日报告的80起已核实事件，共有109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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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涉及机构 攻击类型 受害方 加害方

2018年11月30日 中国大陆 新疆社会科学院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1月20日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其他 学者（一人） 未知

2018年11月9日 中国大陆 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人
民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1月9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监禁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1月1日 中国大陆 天则经济研究所 旅行限制 学者（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1月1日 中国大陆 南京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 
监禁，其他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0月12日 中国大陆 浙江传媒学院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10月8日 中国大陆 上海师范大学 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当局

2018年10月4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起诉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9月28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起诉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9月22日 中国大陆 湖南城市学院 革职 学生（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9月19日 中国大陆 喀什大学 监禁，革职 学者（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9月1日 中国大陆 厦门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8月27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其他 学者（多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8月24日 中国大陆 多所院校 监禁，其他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8年8月15日 中国大陆 贵州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8月3日 中国大陆 清华大学 旅行限制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8月1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7月18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7月10日 中国大陆 天则经济研究所 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当局，其他

2018年6月14日 中国大陆 厦门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5月29日 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监禁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5月21日 中国大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5月2日 中国大陆 清华大学 监禁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4月28日 中国大陆 无 监禁，起诉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4月22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革职，其他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大学
管理层

2018年4月1日 中国大陆 北京建筑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2月14日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 其他 学者（一人） 未知

2018年2月1日 中国大陆 新疆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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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涉及机构 攻击类型 受害方 加害方

2018年1月29日 中国大陆 新疆师范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8年1月26日 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 革职 学生（多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1月11日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8年1月1日 中国大陆 新疆大学 监禁 学者（多人） 国家当局

2017年12月27日 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7年12月16日 香港 中央研究院 旅行限制 学者（多人） 国家当局

2017年12月16日 香港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革职 学生（多人） 大学管理层

2017年12月1日 中国大陆 新疆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7年12月1日 中国大陆 无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7年10月25日 西班牙 萨拉曼卡大学 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当局

2017年7月25日 中国大陆 北京师范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7年7月2日 埃及 艾资哈尔大学 监禁，旅行限制，其他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7年5月1日 中国大陆 新疆伊斯兰大学 监禁，起诉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7年3月27日 香港 香港大学 监禁，起诉 学者（多人），学
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7年3月24日 中国大陆 悉尼科技大学 旅行限制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7年1月7日 台湾 香港公开大学 杀戮/暴力/失踪 学生（一人） 其他

2017年1月5日 中国大陆 山东建筑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6年10月4日 泰国 香港公开大学 监禁，旅行限制 学生（一人） 国家当局

2016年7月31日 中国大陆 艾资哈尔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6年6月28日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6年4月12日 香港 岭南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4年12月8日 中国大陆 中央民族大学 监禁，起诉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4年8月13日 澳门 澳门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4年7月5日 中国大陆 印第安纳大学 监禁，旅行限制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4年6月24日 台湾 国立清华大学 旅行限制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4年3月7日 中国大陆 神户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4年1月15日 中国大陆 中央民族大学 监禁，起诉 学者（一人），学
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3年12月9日 中国大陆 华东政法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3年11月4日 中国大陆 东洋学园大学 监禁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2013年10月15日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革职 学者（一人） 大学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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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涉及机构 攻击类型 受害方 加害方

2013年4月10日 中国大陆 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 监禁，起诉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3年4月4日 中国大陆 西北民族大学 其他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3年2月2日 中国大陆 中央民族大学 旅行限制，其他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2年12月8日 中国大陆 中国计量大学 监禁，其他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2012年12月5日 中国大陆 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 杀戮/暴力/失踪，监禁，
起诉 学生（多人） 国家当局

2012年12月4日 中国大陆 中央民族大学 监禁，旅行限制 学者（一人） 国家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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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参考下列出版物及资料以进一步了解中国
及全球的学术自由及高等教育。

抵制中国政府在国外破坏学术自由：全世界学院、
大学和学术机构通用行为准则 
人权观察，2019年3月

人权观察发表12点《行为准则》（Resisting Chinese 
Government Efforts to Undermine Academic 
Freedom Abroad: A Code of Conduct for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orldwide），可供大专院校用以应对中国政府对学术
自由的威胁。这份《行为准则》源自从2015到2018年在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学者、研究生、
本科生和学校行政人员所做的超过一百起访谈，他们
有些是中国人。

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 
190321_china_academic_freedom_coc.pdf

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  
讨论指南 
险境中的学者，2018年6月

《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讨论指南》（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A Guide for Discussion）旨在就高等教育价
值观及将其落实到各种场景中这一主题构建对话框架、
促进相关讨论。该指南提出的观点是：健康的高等教育群
体至关重要。但要做到健康，各高等教育群体必须以下列
核心价值为基础：公平接收教育、问责制、学术自由、机构
自治、社会责任。

scholarsatrisk.org/resources/promoting-higher-
education-values-a-guide-for-discussion

被禁止的知识：  
衡量学术自由 
凯特琳·钦佐巴赫，全球公共政策中心,2018年4月

《被禁止的知识》（Forbidden Knowledge: Measuring 
Academic Freedom）介绍2017年11月在德国科隆举行
的一场专家咨询会之结果。本报告基于分为三层的定义，
讨论在大学部门衡量学术自由和政治压迫的不同方法。
本报告还对不同意见深入审阅，并就新指标的概念化给
出建议，概述其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步骤。

gppi.net/media/Kinzelbach_Hoffmann_ 
2018_Forbidden_Knowledge.pdf

附 录 
其 他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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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下的教育:[系列报告]

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全球联盟（GCPEA），每四年发布

《攻击下的教育》（Education Under Attack）系列报
告旨在让更多人知道世界各地含大专及以上在内的教
育群体遭受的攻击，敦促广大有关各方采取行动以震
慑此类攻击。《攻击下的教育2018》报告了从2013年至
2017年间教育群体遭受的超过1.27万起攻击，共有来
自至少70个国家的2.1万人以上学生和教师受到伤害。

eua2018.protectingeducation.org

世界自由调查报告:[系列报告]

自由之家，每年发布

《世界自由》系列报告评估世界各地政治权利和公民
自由的状况。这些报告由195个国家和14个地区的数字
评级和描述性支持文本组成，提供了对影响高等教育
群体的情况和打压之深入见解，这些情况和打压包括
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法治等所受威胁。

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 
freedom-world

自由思想:[系列报告]

险境中的学者，每年发布 

《自由思想》（Free to Think）是险境中的学者的年
度报告，记录全球各地高等教育群体所受攻击。该系
列报告由险境中的学者的学术自由观测项目发布，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分区域及分主题趋
势，为政府、高等教育、公民社会人士提供建议，帮助
他们保护高等教育免受攻击、促进学术自由。

scholarsatrisk.org/bytype/free-to-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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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2018

如何接待手册

知识分子人权捍卫者和依 
据人权法的学术自由主张

危险的问题:   
学术自由为何重要

促进高等教育价值观：  
讨论指南

2018全球大会报告

自由思想2017

学者指南

自由思想2016

演讲嘉宾系列手册

自由思想2015

加入我们：  
险境中的学者入会及活动指南

险境中的学者出版物及资料



每一年，全球都有数以千计的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因他们
的所教、所写、所言而遭到杀害、监禁、攻击、威胁。这对我
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危险。这不仅摧毁生命，还使得每个人
都无法受惠于专业知识，让脆弱的社会变得不稳定，削弱
支撑民主的健康公共讨论。

险境中的学者  （Scholars at Risk， SAR）是一个全球网络，
由超过500所高等教育机构、数以千计的个人组成，遍布
全球39个国家，领导着为受威胁学者和学生提供保护和
安身之处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保护高等教育群体及其
成员免受暴力及强制攻击的伤害，并由此使社会中有更
多空间用理性和基于证据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为了完成使命，我们开展：针对个人的直接保护；预防攻
击、加强问责制的倡导工作；旨在促进学术自由及其相关
价值观的研究和学习活动。

欢迎各机构及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开展这些重
要工作，方式有：加入我们的网络；接待身陷险境的学
者 ；组 织 校 园 活 动 ；为 身 陷 囹 圄 的 学 者 和 学 生 发 声 ；
通过险境中的学者的学术自 由 观 测 项 目（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及工作小组开展研究；
向我们提出您的计划；向险境中的学者进行捐赠，以支
持上述活动。如想进一步了解险境中的学者的活动、入
会信息、或您以及您所在的机构可以如何受益，请访问 
www.scholarsatrisk.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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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境中的学者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法人， 
办公场所由纽约大学提供

网站：www.scholarsatrisk.org
电话：+1-212-998-2179   |   电邮：scholarsatrisk@nyu.edu   
地址：411 Lafayette Street,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03 USA 
推特：@ScholarsAtRisk  话题标签：#Obstacles2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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