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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言論自由 

2022.3（2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20112 任澤平 

在微信公眾號撰文建議政府每年多印

人民幣 2兆元，用 10年讓社會多生 5000

萬個孩子，遭刪文禁言。 

自由亞洲電臺 

(2022/1/12) 

2 20220120 宋陽標 

為獨立記者、毛派人士，前「時代周報」

北京記者站站長，2013年曾聲援受審中

的薄熙來而被刑事拘留，疑因在網路揭

露成都市錦江區有豪華程度遠超秦

嶺、濟南的違建別墅群而被以「網路尋

釁滋事」為由刑事拘留，48小時後交保

獲釋。 

多維新聞 

(2022/1/20) 

聯合報 

(2022/1/21) 

維權網 

(2022/1/22) 

3 20220123 李田田 

為湖南湘西小學老師，2021年 12月因

聲援上海教師宋庚一有關南京大屠殺

之言論而被官方強制送入精神病院，近

期發文稱為有尊嚴地活著要離開故

鄉，文章遭刪除、帳號遭封鎖。 

明報 

(2022/1/24) 

多維新聞 

(2022/1/24) 

4 20220126 馬光遠 

為經濟學家，現任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北京市政協委員，疑因評論近

期「三孩」、房地產稅等政策，其微博

被禁言。 

大紀元時報 

(2022/1/26) 

5 20220129 勞東燕 

為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曾聲援

許章潤和批評人臉識別過度侵害個

資，在微信公眾號「勞燕東飛」上發布

題為「直面真實的世界」文章批社會監

控和言論自由遭箝制，文章遭刪除。 

中國數字時代 

(2022/1/29) 

禁聞網 

(2022/2/4) 

上報 

(2022/2/5) 

6 20220201 維吾爾人 

喀什、阿克蘇等地至少 23 名維吾爾人

因在微信評論北京冬奧安排維吾爾人

擔任火炬手而被行政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22/2/11) 

7 20220210 吳必虎 

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城市與區

域規劃系教授，在微博要求「全國婦聯

道歉，徐州婦聯解散」，文章遭刪除並

禁言。 

維權網 

(2022/2/17) 

8 20220211 嚴歌苓 為知名作家，在網路節目與旅美的中國 中央社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8%85%E5%8D%8E/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3%95%e5%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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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退休副教授周孝正

對談徐州八孩母案，附和主持人說「習

近平就是人販子」，在微博和百度遭封

殺，著作則尚未被下架。 

(2022/2/13) 

9 20220212 
GXP 官方微

博 

為廣東一間貿易公司，其微博刊登將

「六四」坦克人置換成北京冬奧吉祥物

「冰墩墩」的圖片，遭下架、禁言。 

微博 

(2022/2/12) 

10 20220215 
百名北大校

友 

任教於浙江工業大學的北京大學教育

學博士陳漢聰在網路發表百名北大校

友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公開信，

要求徹查徐州「鎖鏈女」事件，文章遭

刪除。 

美國之音 

(2022/2/19) 

11 20220220 
聲援「鎖鏈

女」的穆斯林 

穆斯林網站「綠色中華」發布「全球穆

斯林為徐州鎖鏈女呼籲書」，參與連署

的甘肅蘭州丁女士、內蒙古哈女士等 10

多名穆斯林遭警方約談、威脅撤簽。 

自由亞洲電臺 

(2022/2/28) 

12 20220220 
杭州一間書

店 

展示聲援「鎖鏈女」的書籍陳列專區與

裝飾，被強迫清除。 

路透社 

(2022/2/21) 

13 20220224 蔣欣 

為知名演員，在微博發文稱「願世界和

平，百姓平安。」附上雙手合十的表情

符號，疑聲援烏克蘭，遭刪文。 

三立新聞 

(2022/2/26) 

大紀元時報 

(2022/3/3) 

14 20020224 蔡釩 

浙江溫州城市大學退休法學副教授，向

中央政法委發出倡議書，要求確立 2022

年為「打拐年」，嚴厲打擊拐賣人口犯

罪，旋即被刪除。 

自由亞洲電臺 

(2022/2/24) 

15 20220225 柯蘭 

原名鍾好好，是共軍上將鍾期光的孫

女，因轉發兩則俄羅斯反戰集會的影片

遭禁言。 

自由亞洲電臺 

(2022/3/2) 

大紀元時報 

(2022/3/3) 

16 20220226 
五名反戰的

歷史學者 

為南京大學孫江、北京大學王立新、香

港大學徐國琦、清華大學仲偉民、復旦

大學陳雁等 5名教授，在微信公眾號「江

門直言」發布「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與我們的態度」一文，批俄侵略、籲和

平談判，文章遭刪除。 

香港 01 

(2022/2/28) 

德國之聲 

(2022/3/2) 

17 20220227 中國人權律 發布對徐州「鎖鏈女」的聲明，質疑官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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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團 方的 DNA 鑑定結果，譴責地方地方政

府、官員、婦聯等單位瀆職，批警方拘

留前往調查的公民、相關部門非法刪

帖，都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文章遭刪

除。 

(2022/2/28) 

18 20220228 唐一水 

為網路帳號，發表「為戰爭叫好都是傻

瓜」一文表示反對俄羅斯侵入烏克蘭，

文章遭刪除。 

紐約時報 

(2022/2/28) 

上報 

(2022/3/3) 

19 20220228 袁立 
為女演員，發布手持烏克蘭國旗、反對

俄羅斯入侵的短片，遭刪除。 

明報 

(2022/3/1) 

20 20220301 金星 
為藝人，在微博發文反對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文章被刪除，帳號遭禁言。 

民視新聞 

(2022/3/2) 

蘋果日報 

(2022/3/2) 

21 20220310 
美國駐中領

事館 

在微博張貼俄羅斯指控美方在烏克蘭

開發生物和化學武器的美國官方回

應，遭刪文。 

美國駐中領事

館推特 

(2022/3/11) 

報導者 

(2022/3/22) 

22 20220317 王吉賢 

為居住烏克蘭奧德薩的居民，在網路上

傳戰火下民生慘況的影片，並接受 CNN

專訪，微信帳號遭刪除。 

法廣 

(2022/3/19) 

CNN 

(2022/3/21) 

23 20220321 胡偉 

為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

理事長，在「中美印象」網站刊登「俄

烏戰爭的可能結果與中國的抉擇」一

文，籲中方必須和俄羅斯總統普亭

（Vladimir Putin）切割，否則將招致西

方圍堵而更形孤立，該文遭刪除、「中

美印象」網站遭屏蔽。 

中央社 

(2022/3/21) 

紐約時報 

(2022/3/21) 

24 20220327 孫健、羅書華 

孫健為魯東大學研究生，在校內舉牌反

對、抵制校園封閉管理和全員核酸檢

測，校方指其自去年起多次發表批評防

疫措施之言論、屢勸不聽，決定開除學

籍；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羅書華籲撤銷開

除學籍處分，文章亦遭刪除。 

明報 

(2022/4/5) 

聯合報 

(2022/4/5) 

美國之音 

(2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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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20330 朱霞 

為官媒遼寧電視台都市頻道女主播，27

日直播稱瀋陽市皇姑區疫情不容樂

觀，被指發表涉疫不當言論，遭暫停主

持、採訪等各項工作，免去頻道播音管

理部負責人職務，暫停新媒體帳號更

新，並就此事進行通報批評。 

中央社 

(2022/4/6) 

明報 

(202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