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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右翼谣言斗争的进步声音：

2021年华促会中文数字(媒体)互动研讨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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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介

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s, 简称华促会或CAA)于2021年3月举行
了第二届年度中文数字互动研讨会。 共有
240多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听取记者、电

影制作人和数字内容创作者的见解，讨论
中文在线平台的实践和潜力，以建立更强
大的进步的华人社区。本次活动为我们在
之后与该领域领导者的这些对话中，产生
了大量宝贵的新想法、灵感和下一步行动
计划。

保守派的活动人士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十分
活跃，尤其是在微信上。微信是许多移民
与朋友联系并获取中文信息的阵地。微信
在美国每天有300万用户活跃量，很多只会

说中文的用户依靠微信寻找其他地方无法
获得的新闻、联系和娱乐等主要信息。

与Facebook上发现的虚假信息类似，微信
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没有依据。华裔保
守派成功地利用并引导了移民的焦虑，

并引导一些华裔在线下参与政治活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促会使用中
文社交媒体平台来分享与美国华裔工薪
阶层的生活相关的资源和信息。社区成
员通过华促会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了与经
济政策和移民政策变化的新闻，并获得
直接与工作和服务人员联系的渠道。

此外，通过获得了数千次浏览的多篇事
实核查文章，华促会让进步的声音在中
文领域中为人所知，并将目光聚焦于虚
假信息泛滥的环境下社交媒体中的种族
平等问题。华促会建立了一个由社区领
袖和活动家组成的线上社区，以支持平
权运动、移民权益和社区安全等问题。
这些社区领袖和活动家们不但帮助了与
用户建立联系，也通过并用文章解释相
关的社会正义问题。 华促会在被虚假信息主导的

社交媒体上倡导进步的叙事
与以种族正义为中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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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因人制宜的考虑到一代移民
的处境，从他们的经历和角度来考虑
适合的传播方法”演讲者慧伦指出，并

引用了她自身作为移民的经历，她在
网上与人们建立联系并传播进步的价
值观。通过访问可靠的信息并与具有
共同价值观的人保持联系可以改变许
多人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想法。 

2.为了有效抗击保守派日益增长的线上
和线下力量，诸多进步和非盈利机构
必须扩大对靠谱的中文数字互动资源

和项目的投资，并需要增加更多进步
的内容创作者和团体。中文数字媒体
中的保守派团体拥有充足的资金，而
且组织的有条不紊。

相比之下，一些进步的中文社交媒体
账户，例如由一些社会活动家自发创

建的账户，都主要由兼职或志愿者来
进行内容创作和运营。慈善组织、非
营利组织和进步团体应该对招聘员工

加大投资，以增加中文数字平台中可
靠信息的比例。

研讨会洞见

用母语能够接触到准确的信息
并能够跟有同样进步价值观的
人抱团，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

2021年3月的研讨会聚集了新闻界和数

字媒体的领袖，我们共同就如何在华裔
美国人社区内提升对进步政策的支持分
享了意见和建议。由于右翼在线上的影
响力过大，许多对话都涉及打击虚假信
息的方法。首先，我们总结了会议中得
出的重要经验教训，然后会深入探讨演
讲者分享的见解。

1.尽管右翼内容在数字平台泛滥，但
对新的中文进步数字平台的积极建
设，可以有效地使华裔整体随着时
间推移变得更加进步。这些进步的

对话在关键社会问题上，会对第一
代华裔带来许多潜在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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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的移民社区非常需要中文事实核查
和媒介素养能力的培训。正如嘉宾断桥
所说，“假新闻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严重，谣言传播得很快。”增加在线事

实核查账户的数量可以改善移民获得准
确信息的机会，而关于如何在线识别虚
假信息的多语言培训可能会产生重大的
积极影响。事实核查机构必须增加中文
内容，并帮助小型、草根的事实核查团
体扩大工作范围和工作能力。

4.组织机构们可以帮助草根的进步的内容
创作者培养更强的社区意识和安全感。
组织机构对草根创作者提供支持和动力
至关重要。对话嘉宾们谈到因为他们的
进步观点而被“网络人肉”，或者内容
被平台审查的经历让他们感到孤独和脆
弱，而拥有更多进步内容的资源，例如
由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团体运营的社交媒
体帐户，将减轻作为草根志愿者创作者

的负担。此外，正如嘉宾陈怡所强调
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寻求社区
归属，“这是一个打动人们的好时机。我
们要成为新移民能够依赖的资源并与他
们建立深厚的关系。

5.中文数字互动帮助人们弥合分歧并携手
对抗数字压迫。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或亚非裔团结等主题的中文内容可以帮
助人们开始关于种族正义的代际对话。
嘉宾Steven Chen对诸如学生和志愿者经

营的微信项目等团体表示了感谢。这些
团体在几代华裔之间架起了文化和语言
的桥梁。嘉宾还建议，进步人士在讨论
社会正义时应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社区
需求以产生共鸣。

6.在针对亚太裔的暴力和仇恨增加的
当下，应该使用中文数字空间来增加

有关有色人种社区的人性化故事。

正如嘉宾崔贞文说的那样，“语言很重
要。” 叙事的方式塑造了人们对不同群

体的看法，这些群体包括亚裔和其他
有色人种社区。保守派利用对反亚裔
仇恨的关注来推动反非裔的表达方
式，并为自己的理论铺路。进步团体
和机构应该使用中文平台来分享各种
有色人种社区反对白人至上的复杂历

史和持续斗争。

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进步团体
组织应投资于人员招聘，以增加中
文数字空间中的真实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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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研讨会第一天以2020年大选为研究案

例，侧重于提高华裔在关键政治问题上
的参与度的策略探讨。

主旨演讲 程益中

演讲嘉宾程益中是著名记者，他的工

作在中国大陆受到审查，现在领导着一
家美国纽约的中文数字自媒体公司。程
分享了大陆政府的宣传和美国右翼分享

的虚假信息之间看到的相似之处。共同
点包括让个人或团体在政治问题上成为
替罪羊，将爱国主义武器化以对抗异议
以及诋毁传统媒体。虚假信息导致人们
对诸多社会活动和机构产生怀疑，例如
在美国大选和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上

发生的讨论。

小组讨论：如何在重要政治议
题上改善和提高中文数字媒体
互动

嘉宾:

• 陈怡 - 纪录片导演兼《第一次投票》
导演

• 彭一玲- 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执行
长，加州华裔美国人拜登哈里斯后援
团主席

• 慧伦- 美国华裔选民联盟（ Chinese
American Voter Alliance）创始人

• 王皓岚- 政治作家、头条传媒、凤凰周
刊专栏作家，“岚目”微信公号创始人

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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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坛的特色是嘉宾们皆为了解新移

民文化背景的草根领袖。他们在分享中

传授了很多技巧，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
与和政治脱节的一代华裔进行沟通。由
于在中文网络空间中经常可以看到极端
的观点，很多人因此不愿参与政治。嘉
宾指出，网络上的参与可以有效地在一
些政治问题上逐步建立组织，教育社
区，但前提是寻求了解更多信息的用户
需要建立有种社区意识。嘉宾们敦促进
步团体和机构专注于与帮人们建立有效
社区，帮助人们克服社交媒体上的“回
音室”效应。

第二天 

研讨会的第二天强调了进步人士需要扩
大他们在中文数字空间中的影响力，以
抵制虚假信息并加强种族团结。进步的
草根领袖恳求非营利组织和慈善领袖在
中国数字空间逐步加强自身的影响力。 

如何在重要政治议题上改善和提高中文数字媒体互动

• 意识到一代移民参与政治的障碍，如对政治问题的恐惧和过去在中国对政治
参与的不鼓励带来的影响。

• 通过多个平台接触美国华人，例如微信、脸书，推特，油管，微博和中文传
统媒体的新闻网站。

• 分享有关个人投票或参与政治问题的想法和做法，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故事。

• 传达进步观点的内容可以来源于草根大众。可以积极联系社区成员，请他们
贡献文字或相关内容。

• 招募志愿者来撰写和传播进步的内容。 

小组讨论：中文数字互动如何打击假
新闻

嘉宾 

• 莫莱斯 - “正义补丁”微信公众号
主笔，曾撰写多篇事实核查文章

• Nick Nguyen - 网站“Viet Fact Check”越
南社区事实核查中心联合创始人和研
究负责人

• 断桥- WeChat微信公众号“海外反谣言
中心”创始人，该号是微信平台上的第
一个事实核查公众号

• 钭江明 - 新闻网站“纽约华人资讯
网”和“纽约时间”微信公众号总编
辑

嘉宾们谈到了数字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右
翼影响和民族主义观点。在中文数字领
域，保守派们正在将英文右翼网站的文
章翻译成中文。无法访问主流英语媒体
的新移民们面临着从文章中辨别真假信
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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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们还提出了如何应对微信之外虚假
信息的挑战这一问题，因为在YouTube平
台上，最大的中文帐户是由法轮功(一个
有争议的右翼宗教团体)创建的。此外，
科技公司并没有主动筛查虚假信息，因
为这与其吸引和增加点击量的经济动机
背道而驰。

小组讨论：如何通过中文数字互动推
动关于平权法案、BLM运动、以及其
他种族正义话题的进步叙事？

嘉宾:

• Steven Chen - CRW Strategy联合创始
人，“图解美国”微信公众号
和“美国华人”网站编辑

• 黄艾琳 - “心声项目”联合创始人

• 彭纳 - 自由撰稿人、YouTub中文政
治评论员

嘉宾们谈到了在中文数字空间中谈
论种族平等问题所面临的种种困
难。嘉宾们在接触到中文社交媒体
上的种族主义和煽动性内容后感到
震惊，于是开设了自己的媒体账户
并开始做出改变。嘉宾指出，在19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抵达的中国移民
可能不了解其他有色人种社区面临
的障碍。 

在有效打击假信息方面，嘉宾提出的部分建议

• 提供媒体素养培训，学习如何识别准确的新闻来源，辨别内容是新闻报
道还是观点类文章。

• 建立媒体联盟，加强网上准确信息的数量，并增强事实核查文章的传播
度。

• 改进文章标题，提高内容质量和可读性来吸引更多用户。

• 使用PolitiFact等可靠的英语媒体事实核查网站资源作为英文信息来源。

• 建立进步组织联盟，要求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对非英文语言账户发布的虚
假信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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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积极地参与中文数字互动，进步团
体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分享他们
的资源，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信息教

育。

小组讨论：改善中文数字互动以解
决反亚裔仇恨并建立跨有色人种社
区的团结

嘉宾：

• 陈峰 - 中文媒体专家、“加美必
读”微信公众号主编

• Angie Jin - “反吃瓜联盟"微信和微博账
号联合创始人，Clubhouse“不亚于
人”聊天室联合创始人

• 吴皓 - 武汉抗疫纪录片《76天》导演

在讨论中大家指出，虽然第二代华裔通
常不使用中文社交媒体，但他们在微信
中传播的声音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
和进步的中文数字空间来说，是十分重
要的。

进步人士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来提
供内容和支持，因为撰写比如有关平权
法案等有争议性主题的文章可能会触发
针对创作团队的网络攻击与骚扰。参与

讨论的嘉宾认为创作者们需要来自非营
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更多支持。尽管微信
对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有着广泛的影
响，但很少有非营利组织和进步的倡导
团体使用或了解这个平台。

通过积极地参与中文数字互动，进步团
体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分享他们的
资源，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社区教育。

第三天

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展示了当下对有色
人种社区的误解如何影响了我们每个
人的社区安全。嘉宾们分享了非人性
化的叙述如何给人一种暴力是可以接
受的错误印象。

通过在中文数字空间积极发声，
进步和准确的声音可以扩大其影
响力，寻找和建立更大的联盟

进步的数字参与和内容可以帮助人
们在美国有色人种社区所面临的历
史压迫和今天发生的现实歧视之间
建立联系，创造联系点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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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不仅可以成为人们反对暴力的工
具，进步的数字互动和内容还可以帮助人
们将美国有色人种社区在历史上面临的压
迫与当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引起共鸣
并激发同理心。这种背景将使华裔有能力
为社区的需求以及整体的种族团结而奋
斗。就当前反亚裔暴力事件数量不断上
升，嘉宾们指出了社交媒体上存在着严重
的极端主义，同时因为“模范少数族裔”神

话而隐藏了亚裔社区内部差异。这个神话
还阻碍了不同少数族裔群体之间的团结。

小组讨论：与Stop AAPI Hate 创始
人对话

本次讨论的重点是自Covid-19疫情开始

以来不断增加的反亚裔仇恨和暴力。讨
论发生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导致六名亚裔
女性丧命后。

嘉宾：

• 崔贞文 - 华人权益促进会联合行政主

任，Stop AAPI Hate联合创始人

• 张华耀 - 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

主任，Stop AAPI Hate联合创始人

嘉宾在讨论中分享了他们个人在遭遇种
族主义方面的经历，并呼吁进步的华裔
利用线上平台就政治和种族主义发声。
他们同时强调了利用数字平台与华裔社
区接触并组织活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
一名纪录片导演，嘉宾吴皓讲述了如何
用数字媒体成功的讲述社区内的真实故
事，打破人们之间的误解。

自Covid-19疫情开始以来，Stop AAPI Hate收

到了9000多份关于骚扰、刻意回避、人
身攻击和以其他形式歧视亚裔的报告。
老年人、青年和女性相比较而言更容易
受到的仇恨事件的影响。导致偏见不断
上升的因素包括：将亚洲人视为易携带
疾病的“永久外国人”种族主义刻板印象，

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言论，使得
主流社会把中国政府与华人混为一谈。
为了防止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我们必须
针对所有形式的歧视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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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在中文数字平台上扩大进步的声

音，不仅可以打击虚假信息，还可以
创建值得信赖的社区网络，将跨代际
的华人们团结起来，并最终动员人们
推动种族正义，携手共建更为公平的
社会。这些确实需要大量投资和时

间，但正如华促会的工作所证明的，
中文数字互动是打击保守派叙事与谣
言，发展进步运动和声音的重要战

略。

中文数字互动是打击虚假信
息和保守叙事的重要战略

在建立种族团结和打击反亚裔仇恨方面，数字媒体可以
被用来：

• 谴责暴力和歧视。
• 组织群众，争取资源，帮助终结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 分享有关反亚裔仇恨事件的事实，数据和资源。
• 为幸存者和遭遇事件的受害者们分享信息，包括健康和经济资

源。
• 传播亚太裔在美国的历史。
• 讲述美籍华人和亚裔社区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展示跨种族团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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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asf.org
www.justicepatch.org
请关注我们的中文网站“正义补丁”并
点击“邮件订阅”

扫描关注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