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与挑战:
白俄罗斯现代媒体发展及俄罗斯的影响

农雪梅

【内容提要】 　 白俄罗斯独立后ꎬ 其现代媒体领域发展一直较为平稳ꎬ 传统

媒体 (电视、 广播、 报刊) 长期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ꎬ 国家也始终对该

领域保持强力监管ꎮ 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ꎬ 白媒体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传统

媒体日益式微ꎬ 网络媒体异军突起ꎬ 在信息传播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ꎮ 在

当前白俄罗斯媒体领域ꎬ 国家媒体在传统媒体中仍然占绝对统治地位ꎬ 但在网络

媒体中ꎬ 非国家媒体更占优势ꎬ 政府缺少对该领域的管理经验ꎬ 对网络媒体的实

际控制力较弱ꎮ 同时ꎬ 白俄罗斯媒体从根本上说并非完全的民族媒体ꎬ 俄罗斯在

其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ꎬ 无论从媒体数量还是从产品内容看ꎬ 俄罗斯在白媒体市

场中都占有较高的份额ꎮ 近年ꎬ 白提出信息主权概念ꎬ 意欲排除别国对本国信息

领域的影响ꎬ 但落实到具体措施上效力较弱ꎬ 基本不能对俄罗斯媒体构成威胁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白政治危机后ꎬ 加强国家对网络媒体的控制ꎬ 制衡俄罗斯在白信息传

播领域的影响是白政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ꎮ
【关 键 词】 　 白俄罗斯　 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俄罗斯　 信息安全

【作者简介】 　 农雪梅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编审ꎮ

白俄罗斯现代媒体格局形成于 １９９０ 年ꎬ 期间既未对媒体机构进行非国有化

也未实行私有化ꎬ 国家始终对传统媒体保持监管权ꎬ 并试图将其扩大到互联网领

域ꎮ 纵观当今白俄罗斯媒体市场ꎬ 电视仍然是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ꎬ 但国内

目前尚没有一家公共广播公司ꎬ 重要的广播电视公司均由国家控制 (包括最大的

广播电视媒体)ꎬ 这些媒体可获得大量国家预算补贴ꎮ 在媒体消费结构中ꎬ 电视

的占比正在下降ꎬ 电台广播日益式微ꎬ 印刷刊物的发行量持续下滑ꎮ 与此同时ꎬ
互联网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ꎬ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平台和各种程序ꎬ 社交网络

在白俄罗斯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ꎮ 这些因素促进了使用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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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围绕博主、 社会活动家、 媒体人和媒体项目 (与传统媒体无关的) 形成新

的社交圈ꎬ 使新闻和其他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ꎮ 在这一现代媒体领域ꎬ 俄罗斯出

于自身利益积极对白民众施加影响ꎬ 白政府对此虽然有心应对ꎬ 但缺少实际有效

的措施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白政治危机后ꎬ 俄罗斯对白媒体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ꎬ
这成为白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ꎮ

一　 白俄罗斯现代媒体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一) 现代媒体发展概况

１ 广播电视媒体ꎮ 白俄罗斯独立初期ꎬ 全国的广播电视活动由国家广播电

视局统一管理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令ꎬ 在国家广播电视局的基础上

组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ꎬ 开启广播电视新的发展阶段: 先是对广播电台进行结构

改革ꎬ 改进节目设置、 内容创意和意识形态宣传ꎻ １９９５ 年建立电视新闻社ꎬ 尝

试使用新的信息技术和广播模式ꎬ 如直播、 电视辩论和脱口秀等ꎻ ２０００ 年国内

开始形成广播电视市场ꎬ 在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系统内创建了多个电视频道ꎻ ２００３
年白广播电台开始向数字广播过渡ꎻ ２００５ 年国内最大的 “白俄罗斯电台” 所有

频道均可进行网络实时播报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 对广播电视频道进行更名重组ꎬ 基

本形成了当前的广播电视格局ꎻ ２０１５ 年完成从模拟电视广播到数字模式的转变ꎬ
数字广播现已覆盖白俄罗斯全境ꎮ

目前ꎬ 在众多媒介形态中电视仍是传播价值最大的媒体ꎬ 其在白俄罗斯的覆盖

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ꎬ 是白俄罗斯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ꎬ 电视用户占全国人口

的 ７２％ (城市为 ６８ ７％ꎬ 农村为 ８３ ７％)ꎮ 电视观众中最大的群体是 ５０ 岁及 ５０ 岁

以上的人群ꎬ 该群体中有 ８８％的居民认为电视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ꎻ 在 １８ ~
３４ 岁受访者中ꎬ 有超过 ５０％的人看电视①ꎻ 完全不看电视的人群集中在 ８ ~１５ 岁居

民中②ꎮ 同时ꎬ 交互电视在白国内越来越普及ꎬ 到 ２０１９ 年其用户占比已达到 ５０％ꎮ
根据白俄罗斯信息部的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白正式注册的电视频道有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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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зор наи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и сериаловꎬ показанных на белорусских каналах в январ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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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в зеркале социологии: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ꎬ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ꎬ Минс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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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ꎬ 其中 ４４ 个是国有电视频道ꎬ ５４ 个是非国有电视频道①ꎬ 而所有的公共电视

频道实际上都是国家所有ꎮ 在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构成中ꎬ 有 ７ 个国有频

道: “白俄罗斯 １ 台”、 “白俄罗斯 ２ 台” (青年频道)、 “白俄罗斯 ３ 台” (社会文

化频道)、 “白俄罗斯 ４ 台”、 “白俄罗斯 ５ 台” (体育频道)、 “白俄罗斯 ２４ 台”
(国际卫星频道) 和 “白俄罗斯 ＨＴＢ”ꎻ ５ 个地区广播电视公司 (每个州各有一

个)ꎻ ３ 个公共电视频道: “ＣＴＢ”、 “ＰＴＰ—白俄罗斯”、 “ＯＨＴ”ꎮ 白俄罗斯最受

欢迎的电视频道是 “ＯＨＴ”ꎬ 有 ６０％的受访者表示经常收看该频道的节目ꎮ 在各

类电视节目中ꎬ 白俄罗斯人最喜欢看的是连续剧和娱乐节目ꎬ 这两类节目的收看

时间占白俄罗斯居民收看电视总时长的 ３ / ４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年初的调查ꎬ 只有

１４％的观众收看新闻类和政治类节目ꎮ
近 １０ 年来ꎬ 受互联网的冲击ꎬ 电视内容消费在媒体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逐渐下

降ꎬ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２％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２％ꎮ 为此ꎬ 传统电视频道开始使用新的数字

平台将其内容传递给观众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ＯＨＴ” 电视台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 频道

注册了 ３０ １ 万名用户ꎬ 白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的实际用户数量也接近 ３０ 万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Ｂｅｌｓａｔ” 电视台网站跻身白俄罗斯五个最受欢迎的新闻媒体网站

行列②ꎮ 与此同时ꎬ 白俄罗斯政府也对传统媒体的转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ꎬ 计划

在白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新闻频道ꎮ 白总统卢卡申科在 ２０２０
年年初举行的国有媒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ꎬ “我们必须创建一个类似于 ‘欧洲新

闻’ 那样的移动频道ꎬ 以高速便捷地向用户推送信息”③ꎮ
相比电视ꎬ 广播电台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ꎬ 国内的电台听众正在

流失ꎮ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信息分析中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只有不到 １３％ 的受访者

将电台作为其获取信息的来源 (约有 ２ / ３ 的居民基本不收听电台广播)ꎬ 而 ２００９
年这一比重超过 ４０％ 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ꎬ 在白俄罗斯共注册了 １６３ 套广播

节目ꎬ 其中绝大多数 (１３６ 套ꎬ 占总数的近 ８４％ ) 是国有电台ꎬ 国内最大的

“白俄罗斯广播电台” 覆盖了全国 ９９ ９２％的人口ꎮ 最受欢迎的广播频道是 ＦＭ 频

道ꎬ 覆盖了 ５４％ ~９８％的人口ꎮ 最受欢迎的收听设备是 ＦＭ 收音机 (７７％左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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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ꎬ Сведения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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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机收听广播的占约 ２０％ ꎬ 在线广播则占 １５％ ꎮ
２ 印刷媒体ꎮ 白俄罗斯印刷媒体数量及其总发行量正在持续减少ꎮ 根据白

俄罗斯信息部的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ꎬ 白俄罗斯正式注册了 ７２２ 种报纸

和 ８６４ 种杂志ꎬ 其中 ２７％的已注册媒体归国家所有ꎮ 白俄罗斯印刷媒体优先出版

白俄罗斯语和俄语报刊ꎬ 此外还出版英语、 波兰语、 乌克兰语和德语报刊ꎮ 在印

刷媒体中ꎬ 报纸是白俄罗斯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ꎬ 目前白国内发行量最大且

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是总统办公厅印发的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ꎮ 该报 １９２７ 年创

刊ꎬ 为总统办公厅机关报ꎬ 用俄、 白两种文字出版ꎮ 外国印刷媒体在白俄罗斯也

有发行ꎬ 分属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法

国、 荷兰、 波兰、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ꎬ 其中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发行的 «共青

团真理报» 和 «论据与事实报» 最受欢迎①ꎮ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白俄罗斯报纸种类及总发行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与广播电台一样ꎬ 印刷媒体客户也在逐年减少ꎮ 据白俄罗斯总统分析中心的

数据ꎬ 约 ６４％的白俄罗斯公民认为自己是纸质媒体的定期消费者ꎬ 但其中只有

１ / ３ 的居民每周阅读报纸ꎬ 而每天坚持阅读报纸的居民则不足 １４％ ꎮ 在消费者减

少的背景下ꎬ 报纸发行量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持续下降ꎬ 至 ２０１９ 年降幅接近 ６０％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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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ꎬ 许多印刷媒体开始把业务转移到数字平台ꎬ 并取得不错的业绩ꎮ 根据

“Ｇｅｍｉｕ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统计ꎬ 在最受白俄罗斯居民欢迎的十大媒

体网站中有 ３ 个是发行纸质媒体的网站ꎬ 分别是 «共青团真理报» ( ｋｐ ｂｙ)、
«今日白俄罗斯» (ｓｂ ｂｙ) 和 “Ｉｎｔｅｘ － Ｐｒｅｓｓ － Барановичи” ( ｉｎｔｅｘ － ｐｒｅｓｓ ｂｙ)ꎮ
随着印刷媒体的转型ꎬ 受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阅读其感兴趣的出版物ꎬ 这类

读者的年增长率至少为 ２０％ ~２５％ ꎮ
３ 网络媒体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白俄罗斯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ꎬ 在互联网

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ꎬ 建立起相当发达的电信基础设施ꎬ 可以覆盖包括小城镇

在内的国内任何地方ꎬ 为近年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初ꎬ 白俄罗斯每 １００ 名居民中固定宽带互联网访问的用户数量约为 ３４
人ꎬ 无线宽带访问的用户数量为 ８６ １ 人ꎻ 可以上网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７８％ ꎻ
互联网出口带宽为 １２４０Ｇｂｐｓꎮ 在由世界 ７６ 个国家 (地区) 参与测算的信息通信

技术发展指数排名中ꎬ 白俄罗斯位列第 ３２ 位 (７ ５５ 分)ꎬ 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

国中排名第一①ꎮ 互联网日益成为白俄罗斯居民获取信息的普遍来源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互联网资源产品的普及率接近电视ꎬ 达 ７２％ ꎮ 根据白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在白 ６ ~ ７２ 岁居民中互联网使用者占 ８２ ８％ ꎬ ６８ ５％的人能做到每天上网②ꎮ 这

种信息获取方式带有明显的年龄特点: 在年轻人中占 ９２％ ꎬ ３０ ~ ３９ 岁人群中占

８６％ ꎬ ４０ ~ ４９ 岁的居民为 “过渡群体”ꎬ 他们既使用互联网又看电视ꎮ 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ꎬ 各类网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受关注的场所ꎬ 其中全球互联网资源

(Ｇｏｏｇｌｅ、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大型俄罗斯社交网络和门户网站

(ＶＫｏｎｔａｋｔｅ、 Ｏｄｎｏｋｌａｓｓｎｉｋｉ、 Ｙａｎｄｅｘ、 Ｍａｉｌ ｒｕ) 以及白俄罗斯本土网站 (ＴＵＴ ｂｙ、
Ｏｎｌｉｎｅｒ、 Ｋｕｆａｒ ｂｙ 等) 都是非常受白俄罗斯居民欢迎的网站 (见表 １)ꎮ

白俄罗斯访问量最大的新闻资源类网站主要是非国家线上媒体ꎬ 其中也包括

国家信息通讯社 “БелТА”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 地区性非国家媒体的网站排名也很

高ꎬ 如 ｅｘ － ｐｒｅｓｓ ｂｙ (鲍利索夫)、 ｉｎｔｅｘ － ｐｒｅｓｓ ｂｙ (巴拉诺维奇)、 ｇｏｍｅｌ ｔｏｄａｙ
(戈梅利)ꎮ 表 ２ 为白俄罗斯最受欢迎的 １０ 大新闻网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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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Эдуард Мельниковꎬ Россий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угроз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Беларуси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 ｂｙ / 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０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ｓｉｏｎｎｏｅ － ｖｌｉｙａｎｉｅ － ｋａｋ －
ｕｇｒｏｚａ － ｓｕｖｅｒｅｎｉｔｅｔｕ － ｂｅｌａｒｕｓｉ 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ｅｌｓｔａｔ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ｅｌｓｔａｔ － ｐｄｆ / ｏ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ｉｎｆｏｇｒａｆ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２ －
２００９１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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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白俄罗斯网站月均访问量排名

排名 网站名称 排名 网站名称

１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６ Ｍａｉｌ ｒｕ

２ Ｙｏｕｔｏｂｅ ｃｏｍ ７ Ｙａｎｄｅｘ ｂｙ

３ Ｖｋ ｃｏｍ ８ Ｏｎｌｉｎｅｒ ｂｙ

４ Ｔｕｔ ｂｙ ９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５ Ｏｋ ｒｕ １０ Ｋｉｎｏｇｏ ｂｙ

　 　 资料来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０２０: Ｂｅｌａｒｕ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ａｌ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２０２０ － ｂｅｌａｒｕｓ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白俄罗斯访问量最大的 １０ 大新闻网站

网站名称 实际用户数量 (万) 网站名称 实际用户数量 (万)

Ｔｕｔ ｂｙ ２９８ ６２ Ｃｉｔｙｄｏｇ ｂｙ ６１ ９０

Ｎａｖｉｎｙ ｂｙ １４２ ０６ Ｏｂｏｚｒｅｖａｔｅｌ ｃｏｍ ５７ ７２

Ｋｐ ｂｙ １０４ ９８ Ｍａｉｌ ｒｕ ５７ ３３

Ｂｅｌｔａ ｂｙ ７５ ８４ Ｔｈｅ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ｅ ４８ ８３

Ｂｅｌｓａｔ ｅｕ ７５ ２５ Ａｉｆ ｂｙ ４７ ７１

　 　 资料来源: Ｂａｌ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ｓ － ｃｌｕｂ ｂｙ / ｂａｌｔ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ｒｅ

社交网站也广受欢迎ꎬ 目前白俄罗斯约有 ３９０ 万居民使用社交网络ꎮ ２０２０ 年

年初最受白居民欢迎的 ４ 个社交网站分别是: “ВКонтакте” (注册用户约 ３８９ ３
万)、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注册用户约 ２７０ 万)、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 (注册用户约 １６１ １
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注册用户约 ７１ 万)ꎮ 根据大型媒体平台的估算ꎬ 在白俄罗斯 ９２％
的社交网络使用者通过移动设备上网ꎬ 用于社交网络的移动流量占总量的 ７０％ ~
８０％ꎮ 根据市场参与者的说法ꎬ 白俄罗斯约有 ６０％的流量发生在移动设备上ꎮ

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发展ꎬ 特别是第四代 (４Ｇ) 移动通信用于所有大型

居民定居点使白俄罗斯移动通信用户急速增加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白俄罗移动

通信用户数量达到 １ １９３ 万ꎬ 其中超过 ８５％的用户使用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２ ０ 操作系统

的移动设备ꎮ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即时通讯程序在白俄罗斯人中越来越受欢迎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对 ６６２ 名年龄在 １５ ~ ７４ 岁的白俄罗斯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

示ꎬ 在白最受欢迎的程序是 Ｖｉｂｅｒ ２１ꎬ 占受访者的 ７０％ ꎬ 居第二位的是 Ｓｐｙｋｅ
(３８％ )ꎬ 居第三位的是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２５％ )ꎮ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虽然以 ２３％的成绩名列第四

位ꎬ 但它在白俄罗斯的关注度却超越前者ꎬ 以致 ２０１９ 年被称为白俄罗斯媒体领

域的 “电报年”ꎬ 该程序日益成为传统及线上记者和用户的信息来源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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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中经常发布一些尖锐的观点ꎬ 以及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其他领域息息相关

的各种新闻、 分析、 讽刺等内容ꎬ 使其成为吸引媒体、 舆论领袖及国家机构新受

众的重要平台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程序中的 “пул первой” 频道 (与卢

卡申科总统的新闻服务有关) 和 “内政部新闻秘书” 频道在白非常流行ꎮ

(二) 现代媒体市场发展特点

１ 国家对媒体市场进行严格监管ꎬ 国有媒体在传统媒体市场占主导地位ꎮ
白俄罗斯媒体活动须遵循 «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众媒体法»ꎮ 该法颁布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后经多次补充修改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一揽子修正

案ꎬ 这些修正案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媒体领域的监管及国家对互联网空间的

控制ꎮ
在白俄罗斯媒体市场ꎬ 尤其是传统媒体市场中ꎬ 国有媒体的主导地位是显而

易见的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白正式注册的电子媒体共有 ２６１ 家ꎬ 其中国家媒体

１８０ 家、 非国家媒体 ８１ 家ꎻ 网络出版物 ３１ 种ꎬ 其中国有 ２５ 种、 非国有 ６ 种ꎻ 印

刷媒体共计 １ ６２４ 种ꎬ 其中国家报刊 ４３８ 种、 非国家报刊 １ １８６ 种ꎮ
从媒体数量上看ꎬ 除广播节目和网络出版物外ꎬ 国有媒体并不占优势ꎬ 但关

键在于大多数非国有媒体不关注政治ꎬ 而为数不多的国有媒体则凭借发行量和对

广播电视节目的垄断压制住了非国有媒体ꎮ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对大众传媒的预算

拨款超过 １ ６４ 亿白卢布ꎬ 其中 １ ４３ 亿投向电视和广播领域中的国有媒体ꎬ 相当

于向大众传媒预算拨款总额的 ８７％ ꎮ 在白俄罗斯ꎬ 国有媒体服务于国家政权是

光明正大的事ꎬ 这一点白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高级官员都曾发表过声明ꎬ 并且这

类服务是建立在相应的法律基础之上ꎮ 例如ꎬ 白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不仅是国有

企业ꎬ 而且还是隶属于总统的国家管理机关ꎮ 白 ７２％的居民定期通过电视频道接

收信息ꎬ 他们完全受到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响ꎬ 因为除国有电视频道外ꎬ 在有线电视

的线缆分配中基本没有其他可选择的电视信息频道ꎮ ２０１８ 年在对白俄罗斯电视观众

做的社会调查中ꎬ 最受欢迎的 ３ 个电视频道分别是: “ＯＨＴ”、 “ＰＴＰ—白俄罗斯”
和 “白俄罗斯 １”ꎬ 其中 “白俄罗斯 １” 是国家频道ꎬ “ＯＨＴ” 和 “ＰＴＰ—白俄罗

斯” 是公共频道ꎬ 后两者虽然名义上是封闭型股份公司ꎬ 但其创建者均为国有公司

或国家机构ꎬ 目前分属白俄罗斯第二国家电视台和首都电视台ꎮ
在广播领域ꎬ 进入广播媒体市场的程序更加复杂ꎬ 即在注册为法人 (其被赋

予媒体编辑部职能) 和注册为大众媒体 (广播电视) 后ꎬ 还必须获得广播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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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广播领域开展活动的特别许可 (许可证) (大众传媒法第 ２４ 条)ꎮ 白俄罗斯

信息部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签发 (或拒签) 广播许可证ꎬ 并对其进行修改、 增补、
暂停、 更新、 延期和终止ꎮ 也就是说ꎬ 信息部有权根据该委员会的决定不经过司

法程序撤销广播公司的许可证ꎮ 因此ꎬ 国家广播电台在广播领域占绝对主导地

位ꎬ 社会政治类节目几乎被国有控股公司白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垄断ꎬ 而 ＦＭ 频

道则完全沦为娱乐广播ꎮ 至于外国广播电台ꎬ 如 “自由电台” “白俄罗斯欧洲电

台” “Рацыя 电台” 等ꎬ 它们的节目针对白俄罗斯听众ꎬ 主要由白俄罗斯记者编

写ꎬ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对广播的垄断ꎬ 但冲击力很弱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自由电台” 停播ꎬ 转向在线内容推送①ꎮ “白俄罗斯欧洲广播电台” 仅限在格罗

德诺州和布列斯特州的 ＦＭ 频段播出ꎬ 其他地区则通过互联网和卫星进行广播ꎮ
在印刷媒体领域ꎬ 虽然非国有印刷媒体的数量占比远高于国有媒体ꎬ 但其绝

大多数属于娱乐类和广告类ꎬ 非国有的社会政治类报纸在白不超过 ３０ 家ꎬ 并且

大多数在地区发行ꎮ 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印刷媒体国家注册制度ꎬ 印刷媒体的

出版发行均须通过国家系统———白俄罗斯出版联盟和 “白俄罗斯邮政”ꎮ ２００６ 年

总统选举前夕ꎬ 有至少 １６ 家独立报纸被排除在 “白俄罗斯邮政” 的订阅目录之

外ꎬ 有 １９ 家独立报纸被终止与白俄罗斯出版联盟的合同ꎬ 由于无法分发ꎬ 其中

许多报纸停止出版ꎮ 至 ２０１４ 年又至少有 １１ 家非国有印刷媒体在发行上受到限

制ꎮ ２０１４ 年后非国有媒体参与到国家订阅和零售分配系统中ꎬ 其不平等的经营

环境得到部分改善ꎬ 但在记者活动、 观点表达、 内容审核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国

家监督ꎮ 非国有媒体特别是那些具有社会政治倾向的媒体在大众传媒市场中仍处

于弱势地位ꎮ
在网络媒体领域ꎬ 经过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对大众媒体法的修订ꎬ 该领域的执

法实践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ꎬ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线出版物注册为大众媒体不再是

必须行为ꎻ 互联网资源所有者有权对限制访问其网站的行为提起争议诉讼ꎮ 与此

同时ꎬ 国家也加强了对网络信息空间的监控ꎮ 大众媒体法规定: 互联网媒体的注

册虽属自愿行为ꎬ 但其注册须经过许可ꎬ 且程序复杂、 费用高昂ꎻ 大众媒体法中

规定的职责和义务同样适用于未注册为大众媒体的互联网出版物ꎬ 但其不具有媒

体编辑权ꎻ 国家机构对其拥有制裁权ꎬ 可以不经司法程序对互联网出版物的访问

进行限制ꎻ 对网站和论坛上的评论者实行强制验证制度ꎬ 网站须对发布在其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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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评论进行审核等ꎮ 这些条款加大了互联网媒体的注册难度ꎬ 同时也提高了在

线媒体的工作要求ꎬ 导致在 ２０２０ 年年初只有 ６ 个非国有网站敢于注册为在线出

版物ꎮ
２ 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渐强大ꎬ 非国有媒体优势明显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为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ꎬ 发展高科技产业ꎬ 白总统卢卡申科签署了建立明斯克

“高科技园区” 的总统令ꎮ 园区服务于白俄罗斯信息技术领域ꎬ 入驻企业以软件

开发、 用户数据处理、 相关基础与应用研究以及在自然与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实验

性研究为主ꎬ 国家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包括免缴利润税、 增值税等在内的税收优

惠ꎮ 以此为契机ꎬ 白俄罗斯信息通信产业进入稳健发展阶段ꎬ 其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占比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３％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 ３％ ꎬ 仅次于农林渔业的 ６ ８％ ꎬ 位

列各经济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排名第三位ꎮ 与此同时ꎬ 国家把发展电信基础

设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ꎬ 大规模接入宽带数据网ꎬ 发展移动通信ꎮ 这些都为网络

媒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物质支撑ꎮ
近 １０ 年ꎬ 白俄罗斯网络媒体用户数量大大增加ꎬ 包括社交媒体、 即时通讯

程序和推荐服务等在内的内容分发渠道也日益多元化ꎬ 新闻网站、 社交网站和全

球各大门户网站都吸引了大量用户ꎬ 越来越受到白俄罗斯居民的欢迎ꎮ 作为信息

传播的媒介ꎬ 电视、 广播、 印刷媒体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调查

显示ꎬ ２００９ 年有 ９１％的受访者将电视作为其获取国内外信息的主要来源ꎬ 其次

是印刷媒体 (６２ ９％ )ꎬ 广播占 ４２ ４％ ꎬ 居第三位ꎬ 最后才是互联网ꎬ 只有

２４ ２％ ꎮ 之后ꎬ 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逐年增强ꎬ 而其他三种媒介的作用都

不同程度地减弱ꎮ ２０１８ 年有 ６０ ４％ 的受访者将互联网列为主要的信息来源ꎬ 成

为继电视 (７２％ ) 之后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二大来源ꎻ 印刷媒体和广播已降至

２８ ８％和 １２ ８５ (见图 ２)ꎮ ２０１９ 年互联网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ꎬ 其产品普及率

接近电视ꎬ 达 ７２％ ꎮ 从广告市场的角度看ꎬ ２０１９ 年白俄罗斯广告市场总额约为

１ １５ 亿美元ꎬ 其中在线广告支出为 ４ ５００ 万美元ꎬ 电视广告支出为 ４ ２００ 万美元ꎬ
互联网已超过电视ꎬ 成为广告投放的主要 “战场”ꎮ

随着互联网影响力的扩大ꎬ 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人使用移动平台和各种程

序ꎬ 从而促进了使用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的发展ꎬ 围绕博主、 社会活动家、 媒体人

和媒体项目 (与传统媒体无关的) 形成新的社交圈ꎬ 使新闻和其他信息发布渠

道多样化ꎮ 而新媒体信息发布渠道的多样化及其与受众的强互动性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用户ꎮ 根据 “Ｇｅｍｉｕ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公司所做的调查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白俄罗斯最受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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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新闻网站 Ｔｕｔ ｂｙ 的实际用户约为 ３００ 万ꎻ ２０２０ 年年初最受欢迎的社交网

站 “ВКонтакте” 的注册用户近 ３９０ 万ꎬ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上一个名为 “ＮＥＸＴＡ” 的订阅

频道成为白第一个用户超过 ２０ 万的频道①ꎮ 在最受白俄罗斯民众欢迎的新媒体

中ꎬ 无论是门户网站、 新闻资源类网站、 社交网站ꎬ 还是各种订阅频道ꎬ 占优势

的大部分是非国有媒体ꎬ 如上述的 Ｔｕｔ ｂｙ、 ВКонтакте 和 “ＮＥＸＴＡ” 订阅频道皆

为非国有媒体ꎬ 而在排名前 ５ 位的门户网站和新闻资源类网站中ꎬ 只有 １ 家国有

网站ꎬ 即白俄罗斯国家信息通讯社 “БелТА” (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各类媒介在白俄罗斯居民获取信息中的占比 (％)
资料来源: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в зеркале социологии: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ꎬ ｈｔｔｐ: / / ｅｓｃｈｏｏｌ ｂｙ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卢卡申科在与白大型媒体领导人的会议上指出: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博

客、 社交网络在影响力方面至少与传统媒体相同ꎬ 年轻人大多在那里ꎮ 从儿童

到老人ꎬ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可上网的手机ꎮ 这些材料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提

供给他们ꎮ”② 应该说ꎬ 白俄罗斯政府已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体对信息领域的影响

力ꎬ 但国有媒体要遵循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工作程序ꎬ 报道内容须经过严格审

查ꎬ 再加上国有部门长期遗留下的懒散的工作作风ꎬ 使得他们工作效率较低ꎬ 尽

管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ꎬ 但未能充分发挥出网络媒体的潜力ꎬ 使国有媒体在新媒

体发展领域处于下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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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Статистика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 каналовꎬ Беларусь ｈｔｔｐｓ: / / ｂｙ ｔｇｓｔａｔ ｃｏｍ
Совещание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ведущ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МИ ｈｔｔｐ: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ｂｙ / ｂｙ / ｎｅｗｓ＿ｂ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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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媒体领域的影响及白俄罗斯的应对

(一) 俄罗斯在白媒体领域的影响

首先ꎬ 从数量上看ꎬ 根据白官方消息ꎬ 目前白国内最受欢迎的印刷媒体包括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１７ ３％ )、 «共青团真理报» (１６ ８％ ) 和 «论据与事实

报» (１４ ６％ )ꎬ 其中 «共青团真理报» 和 «论据与事实报» 是俄罗斯大型报社

在白俄罗斯发行的报纸ꎬ 而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则属于白俄罗斯官办报纸ꎮ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ꎬ 尽管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得到政府巨大的财政和行政支

持 (直接预算拨款和强制订阅)ꎬ 但与后两者相比其受欢迎程度并没有多少优

势ꎮ 就广播电台的每月收听率而言ꎬ 白最受欢迎的 ４ 个广播电台分别是 “半径

ＦＭ” 频道 ( Радиус ＦＭꎬ １２ ２％ )、 第一国家频道 ( ８ ８％ )、 “ Радио Рокс ”
(６ ２％ ) 和 “俄罗斯电台” (４ ７％ )ꎬ 其中后两者依然是俄罗斯媒体ꎮ 在最大众

化媒体———电视和网络上俄罗斯的影响力更明显ꎮ 根据白总统信息分析中心的数

据ꎬ 最受观众喜欢的电视节目大多数是俄罗斯电视产品ꎬ 如脱口秀及分析和娱乐

类节目ꎮ 这主要源于白俄罗斯节目制作能力大大弱于俄罗斯ꎬ 白俄罗斯广播电视

公司的所有频道无一例外都大量购买俄罗斯系列节目ꎬ 从而导致电视媒体中俄罗

斯内容的份额至少占 ６５％ ꎮ 另外ꎬ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底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协

会①公布的一项专业监测结果ꎬ 在白俄罗斯电视空间存在着大量来源于俄罗斯的

信息ꎮ 在白各主要频道的黄金时间段ꎬ 俄罗斯节目播放时间占 ４９％ ~６７％ ꎬ 在有

些频道甚至达到 ７０％ ( “РТР － Беларусь”) 和 ８２％ ( “НТВ － Беларусь”)ꎮ 另据

“Ｓａｔｉｏ” 公司的长期观察ꎬ 有 ６５ ５８％ 的白俄罗斯人观看 “ОНТ” 频道的节目

(该频道通过俄罗斯 “第一频道” 的频段播出)ꎬ 而观看 “白俄罗斯 － １” 频道的

只占 ５０ ６３％ (该频道为白俄罗斯电视频道)ꎮ 互联网领域的情况也大致相同ꎮ
根据 “Ｇｅｍｉｕ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公司的数据ꎬ 有 １ / ４ 的白俄罗斯人基本不会访问白俄罗

斯网站ꎬ 而其中 １ / ３ 的人是通过俄罗斯网络媒体了解最新消息ꎮ 造成这种情况的

主要原因是白俄罗斯的部分受众不是直接进入新闻站点ꎬ 而是通过大型互联网公

司ꎬ 如美国 Ｇｏｏｇｌｅ、 微软、 俄罗斯的 Ｙａｎｄｅｘ 和 Ｍａｉｌ ｒｕ 的网站获取新闻资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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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协会为白俄罗斯一家权威社会组织ꎬ 曾获得世界报纸协会、 欧洲议会、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等的
奖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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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从内容上看ꎬ 白俄罗斯电视频道通过一种 “混合” 方式在自己的节

目中加入俄罗斯产品ꎬ 从而在观众心中集中创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 按照统一

模板制作的世界图片ꎮ 白俄罗斯信息空间中 “俄罗斯世界” 思想的存在是多层

面的ꎬ 既存在于全球和区域政治内容中ꎬ 也存在于娱乐节目中ꎮ 亲俄的宣传内容

是白俄罗斯观众熟知的言论ꎬ 如 “我们斯拉夫人有共同的历史”、 “俄罗斯与白

俄罗斯之间除合作外没有选择”、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在西方的前哨”、 “欧盟正

在衰败和崩溃” 以及 “美国对世界造成威胁” 和 “乌克兰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
等ꎮ 这些宣传内容会很巧妙的插入大量电视和互联网娱乐节目中ꎮ 通过电视及互联

网播出的绝大多数电视连续剧都被冠以 “爱国主题”ꎬ 但其中主要是苏联或俄罗斯

国家的爱国主义ꎮ 俄国历史上重大事件被搬上银幕也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立

场ꎬ 这些立场使人们对邻近国家 (包括白俄罗斯) 的国家组织原则产生怀疑ꎮ
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协会在 ２０１８ 年①和 ２０１９ 年②对白俄罗斯广播电视中亲俄

罗斯的宣传和深度一体化言论进行了追踪ꎬ 证实在研究期间ꎬ 白俄罗斯 ８ 个进入

义务性公共节目体系的电视频道中ꎬ 有 ４ 个电视频道在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ꎬ 超

过 ６０％是俄罗斯出品 ( “白俄罗斯 ５” 台体育频道不在研究之列)ꎬ 如果再加上

俄罗斯电影和电视连续剧ꎬ 则白电视屏幕上俄罗斯节目的播出时间会更多ꎮ 既非

俄罗斯也非白俄罗斯出品的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很少ꎬ 主要是转播节目和文艺类电

影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 随着俄白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紧张关系日益增强ꎬ 白方主权

言论明显强硬起来ꎬ 但 “俄罗斯世界” 在白电视屏幕上依旧占主导地位ꎬ 从以

俄罗斯为中心的全球概况到占上风的俄罗斯娱乐内容ꎮ 结果ꎬ 俄罗斯媒体在白俄

罗斯居民心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世界图景ꎬ 其中俄罗斯政府倡导的生活价值观占

主导地位ꎮ 这些意识形态标准被纳入俄罗斯最大众化的电视频道的节目政策中ꎬ
不仅形成了俄罗斯民众的公众意识ꎬ 而且在近邻和远邻国家的俄语观众中也形成

了公众意识ꎮ
在互联网领域则出现一种新现象ꎬ 即来自俄罗斯的、 有关白俄罗斯的虚假信

息和宣传数量有所增加ꎮ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分析中心对反白俄罗斯宣传进行了为期 ３ 年的追踪调查ꎬ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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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Продвижение "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 идет через белорусские ТВ － каналы － БАЖ презентовал
мониторинг про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ｊ ｂｙ / ｂｅ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Мониторинг БАЖ "Про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освещение " углублен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белорусском телевиден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ｊ ｂｙ / ｂｅ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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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大型信息类网站仅部分关注白俄罗斯ꎬ 而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

则出现了十多个针对白俄罗斯的散布虚假信息和敌视言论的活跃网站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底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听证会指出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ꎬ 十几个从前关注乌克

兰和叙利亚问题的俄罗斯网站将白俄罗斯列为主要目标ꎬ 经常发布有关白俄罗斯

的虚假信息ꎬ 宣传固有观念和仇恨言论的互联网资源数量增加了几倍 (多达约

４０ 个)ꎮ

(二) 白俄罗斯在媒体领域对俄罗斯影响的应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白俄罗斯主要的独立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专家共同签署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独立媒体部门战略»ꎬ 其中指出ꎬ 在俄白关系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媒体的统治地位可以被视为对白俄罗斯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和民族自我认同

的威胁ꎮ 与此同时ꎬ 白俄罗斯政府也更加重视对国家信息空间的保护ꎮ ２０１８ 年

白俄罗斯对大众传媒法进行了部分修改ꎬ ２０１９ 年年初建立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ꎬ
一个月后通过了 «白俄罗斯信息安全构想»ꎮ

２０１８ 年版大众传媒法规定ꎬ 在白境内发布形式或内容发生变化的产品的外

国媒体需进行强制性注册ꎻ 在产品内容和形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ꎬ 外国媒体产

品在白境内发布需获得许可 (包括外国电视频道通过网络电视的转播)ꎻ 禁止外

资向媒体提供资金 (媒体法定基金中外资占股在 ２０％以下的除外)ꎻ 每月电视媒

体播放的节目中至少有 ３０％ 的内容是白本国制作的节目ꎮ 但是ꎬ 外国对媒体提

供资金的规则不适用于在法律修正案生效之前注册的那些媒体 (即大多数情况下

对那些最受欢迎的、 基于俄罗斯产品和俄罗斯专营权的媒体)ꎮ 而针对目前白本

国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播放量明显不足的情况ꎬ 法律规定了两年时间以达到上述

３０％的最低播放标准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批准的 «白俄罗斯共和国信息安全构

想» 中ꎬ “国家信息主权” 被确定为保护信息安全的最重要目标ꎮ 构想认为ꎬ 对

白俄罗斯来说信息领域的威胁主要来自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信息对抗ꎬ 以及

在白境内外有意形成的危害国家内外政策的信息素材ꎮ “为了确保本国的信息主

权ꎬ 白俄罗斯声明其保持中立和不参与其他国家及其集团信息对抗的立场ꎮ 因

此ꎬ 明斯克不再承担莫斯科施加的支持俄罗斯官方媒体和克里姆林宫 ‘反西方’
言论的义务ꎮ” 另外ꎬ 不能在白疆域内利用白基础设施开展可能对第三国造成损

害的行动ꎮ 构想指出: “应优先维护传统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ꎬ 对国家政策进行

公开的、 全面的信息保护以及依法阻止发布那些非法、 不可靠的信息ꎮ” 其中甚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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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提到了白俄罗斯语在保护国家人文安全中应起到的作用ꎮ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ꎬ 在白俄罗斯的信息主权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ꎬ 该国

政府能够采取措施 (大多是禁止性的) 来保护本国民众免受有害 (破坏性) 信

息的侵害ꎮ 一个典型案例是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因俄罗斯 “第一频道” 两名记者对白政

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实报道ꎬ 白方取消了这两位记者的采访权利并将之驱逐

出境ꎮ 同时ꎬ 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专家也指出ꎬ 白俄罗斯政府为保护本国

信息空间而采取的措施似乎不足以应对真正的威胁ꎮ 白俄罗斯受众仍在系统性地

定期收到俄罗斯主要媒体的内容产品和克里姆林宫对世界重大事件的看法 (包括

来自白俄罗斯预算资助的国有媒体的报道)ꎮ 由于白俄罗斯未参加相关的国际协

定ꎬ 因此国内没有使用欧洲反跨境和外国媒体传播不准确信息的机制ꎮ
在应对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媒体领域的渗透过程中ꎬ 白国有媒体的作用相当微

弱ꎬ 国家对宣传的全面把控以及缺少可替代信息降低了民众对任何信息来源的信

任度ꎬ 使国家更容易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压力ꎮ 白俄罗斯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

危险ꎬ 但无法找到适当的应对方法ꎬ 而是继续按照通常的方式采取禁止和限制性

措施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 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了一次大型国有媒体机构负责人会

议ꎬ 会上卢卡申科警告说ꎬ 国家可能遭受严重的外部信息攻击ꎮ 作为回应措施ꎬ
白国有媒体部门应在广播电视频道播放的节目中增加国家内容的份额ꎻ 在现实内

容的加工处理上加强敏锐度和效率ꎻ 强化国家报纸上的分析内容ꎬ 并加强国家媒

体在互联网上的活跃度ꎻ 建立类似于 “欧洲新闻社” 那样的国家信息通讯社ꎮ
实际上ꎬ 白俄罗斯媒体形式上的法律地位与其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的对立是问题

的根源ꎮ 正如 «白俄罗斯信息安全构想» 所述ꎬ “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信息主权是

国家独立确定信息资源所有、 使用和处置规则ꎬ 实施独立的内部和外部信息政

策ꎬ 建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确保信息安全的不可剥夺的排他性国家权利ꎮ”
在这样的表述中ꎬ 国家机构对信息资源进行主权控制的权利毫无疑问ꎬ “信息安

全” 仅在国家安全的意义上被理解ꎬ 只有穿军装的人才可以守卫ꎮ 但是ꎬ 在当今

的政治地理环境中ꎬ 白俄罗斯政府所解释的 “主权” 概念越来越被全球化和社

会生活各领域的信息化挑战所模糊ꎮ 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ꎬ 它或许会导致一种在

外部因素影响下日益加剧的纯粹的内部威胁ꎮ 这对白俄罗斯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

根本性挑战ꎬ 它不仅要求国有媒体的高效运作ꎬ 还需要其他各类非国有媒体的配

合ꎬ 而一味对非国有媒体和其他外国独立媒体进行打压反而会失去对俄罗斯媒体

影响力的制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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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挑战: 白俄罗斯现代媒体发展及俄罗斯的影响　

结　 语

白俄罗斯的媒体领域存在着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ꎬ 通信系统的技术发展水平

很高ꎬ 其技术基础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完全呈现 “欧洲式” 发展ꎻ 另一方面ꎬ 由

于国家对媒体领域的全面控制ꎬ 先进信息技术的使用效率非常低ꎮ 白俄罗斯的媒

体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精神文化角度都不能被称为民族媒体ꎮ 民族成分的普遍

削弱使得白俄罗斯媒体领域极易受到外部影响ꎮ 白俄罗斯缺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

会ꎬ 这导致政府不能利用本国公民合法的抗议活动对抗来自外部的扩张ꎮ 此外ꎬ
白俄罗斯国有媒体对大部分白民众的长期影响培植出与兄弟人民紧密结合的心理

模式ꎮ 而白俄罗斯社会中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人群 (主要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呼声很微弱ꎬ 因为他们在国家信息空间中没有多少代表性ꎮ

由于使用俄语进行交流ꎬ 白俄罗斯人不仅拥有自己的本地信息空间ꎬ 而且与

俄罗斯的融合度也相当深ꎬ 因此俄罗斯媒体在白很受欢迎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ꎮ
俄罗斯媒体在白俄罗斯媒体领域占据了至少 ６５％ 的份额ꎬ 并且正在迅速提高其

影响力 (主要是在新媒体中)ꎮ 同时ꎬ 由于以下四个主要原因ꎬ 白俄罗斯国家机

构为防止俄罗斯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而进行的尝试作用及其有限ꎮ 第一ꎬ 管理决

策效率低下ꎬ 国家与居民利益之间存在巨大差距ꎻ 第二ꎬ 俄罗斯的影响力日益增

强ꎬ 其技术和经济能力是白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ꎻ 第三ꎬ 民主的、 民族的力量数

量少且团结力不强ꎻ 第四ꎬ 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行政资源 (官员、 执法机构、 企

业) 的代表性群体对这一问题持妥协立场ꎮ 在关键时刻ꎬ 这个阶层还有可能成为

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从内部采取行动的 “第五纵队”ꎮ 白俄罗斯国家机构为控

制俄罗斯虚假信息在本国领土上传播而采取的任何禁止性措施将会受到俄罗斯媒

体的压制ꎬ 他们利用 “民主、 言论自由和自我表达” 的原则向白政府施加压力ꎮ
同时ꎬ 在白国内ꎬ 任何民众为阻止外界的信息侵略而自行组织的行动也会被

压制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 ９ 月的事件证实了上述许多观点ꎮ 首先ꎬ 在网络时代ꎬ 新媒体在

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ꎬ 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２０２０ 年

白俄罗斯政治危机的一大特点是巨大的媒体化ꎮ 在该国历史上ꎬ 从未发生过如此

长时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ꎬ 而这个抗议组织者完全是虚拟的领导人ꎬ 即身在国外

的博客作者ꎮ 在所有可能领导抗议活动的潜在领导人都被切断了对人群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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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ꎬ 这名身处波兰的博主史蒂芬普提洛 (Степан Путило) 担任起抗议

活动的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ꎬ 在网络上组织协调抗议活动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９
日总统大选前ꎬ 他在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上的订阅频道就拥有上百万的注册用户ꎻ 在抗议活

动顶峰时期ꎬ 该订阅频道的订户数量达到 ２００ 万以上ꎬ 成为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俄语地区最

受欢迎的政治社区ꎮ 为此ꎬ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事件被称为第一次 “电报革命”ꎮ 其

次ꎬ 国有媒体效率低下ꎮ 实际上ꎬ 国家手中掌握着相当重要的媒体工具———电

视、 报纸以及许多互联网门户网站和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等频道ꎬ 但是与新媒体互动性强、
报道语言通俗简练及现场报道速度快的特点相比ꎬ 它们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持有的

保守立场、 报道内容的片面及工作效率低下使其潜力没能完全发挥出来ꎮ 虽然国

有媒体在传统媒体市场占据统治地位ꎬ 但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地位则完全让位

于非国有媒体ꎮ ２０１９ 年非国有信息门户网站ꎬ 如 Ｔｕｔ ｂｙ、 Ｏｎｌｉｎｅｒ、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等覆

盖了白互联网用户的 ６２％ ꎮ 随着政治危机的爆发ꎬ 这些门户网站的受欢迎程度

进一步提高ꎬ 受众快速增长ꎬ 显示出强大的信息动员能力ꎮ 最后ꎬ 俄罗斯对白媒

体领域的影响非但没有弱化ꎬ 还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ꎮ 在事件初期ꎬ 白俄罗斯政

府封锁了能够为本国人民提供有关事件实际发展信息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ꎬ
想借此 “清除” 俄罗斯及其他国有媒体对白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ꎮ 然而随着事

态的发展ꎬ 白官方别无选择地通过与莫斯科的 “协商” 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安置了一大批来自俄罗斯国有媒体和亲政府媒体的新闻工作者 (这些人被称为克

里姆林宫的 “空降部队”)ꎬ 并根据两国融合的战略和战术任务ꎬ 直接形成了最

重要的专题报道领域和影响白俄罗斯民众意识形态的模式ꎮ 可以说ꎬ 在媒体宣传

领域ꎬ 卢卡申科最后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度过了 ２０２０ 年的政治危机ꎮ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ꎬ 白俄罗斯现代媒体格局正在成为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生态

系统: 传统媒体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ꎬ 新媒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ꎬ 国家需

要并势必会加强对这一系统的控制ꎮ 同时ꎬ 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ꎬ 俄罗斯

对白媒体领域的影响仍将持续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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