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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校: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下的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

李杰琼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有怎样的特征? 如何历史地、审慎

地讨论这些特征产生的语境和发展脉络,以及主导研究范式所共享的研究假设和其中潜藏

的偏差? 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学界围绕“中国新闻史

该如何研究”的主导话语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梳理了近 40 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寻找学

术主体性的基本方向与主要思路,即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 从认识论的角度,
将既有研究成果中业已达成共识的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同时将未

被学术共同体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并置于聚光灯下,尝试揭示研究者们在重建

学术主体性的探索过程中潜藏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政治无意

识”。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几个典型阐释框架———“跨文化交流论” “西方

文明论”“告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给予理论反思,旨在剖析知识结构中未经充

分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对历史认知的遮蔽效果。 从文化去殖民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研

究者如何在重新认识“东方”同时也是重新认识“西方”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

进行重校,即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被压

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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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者一直怀抱着深深的焦虑感,伴随着对既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

检视,试图寻找、塑造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 这股源自学术共同体的内驱力成为 40 年来推动新闻史

研究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何认知、缓解这种学术焦虑,不同时代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中,
既有断裂性,又有连续性,这为重校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一、对旧有范式的持续反思成为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被学界公认为是新闻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1978 年被视为新闻史从“被迫中断”的
状态复苏重生、方兴未艾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史的研究生,新成

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也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员从事新闻史研究,并于 1979 年创办了《新闻

研究资料》。 方汉奇先生曾称赞此刊“在全世界众多的新闻学刊物中,它也是独一份儿”。[1]

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份学刊在其连续出版的 15 年间保持了“以新闻史料

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特色,系统刊载了大量新闻史的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 该刊不仅成为国内

新闻理论、新闻史、近现代文化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读物,在国际上也形成了



一定的影响力,成为海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1]第二,这份学刊有力地促进了新闻

史学研究队伍的发展。 从 1979 年到 1989 年十年间,为《新闻研究资料》撰稿的作者总数在 600 人左

右,“这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有着强大实力的作者队伍。”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官

方网站对该学刊的介绍中也提及,“文革”之后培养出的新一代新闻史研究者,早期多曾以这份刊物

为研究成果发表平台,这些研究者现在已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透过上述历史细节,可管窥此时期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洋溢着乐观自信的情绪,这种

情绪和心态是时代特色与学术氛围的折射,对接下来一个时期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十分重

要的。 奠定中国新闻史学术地位的皇皇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于 1987 年被列为哲学社会科学

“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仅用五年时间就出版第一卷,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陆续出版第二

卷和第三卷。 这部被认为“反映 20 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成果”,卷帙浩繁,时间跨度

2200 余年,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 据报道,参与撰稿的作者有 47 位,分别来自人大、复旦、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暨南大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24 所院校和新闻

单位。[3]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编写过程中,特别要求每一位作者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充分占有材料,
史论结合,言必有征,不发空论。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对新闻史上各个具体的报刊、人物、事
件,力求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 对新闻史上有歧议的一

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作者自己的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或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

读者择善而从。 第三,突出新闻事业史的特点。 写历史上的报刊,不仅介绍它们报道了些什么宣传

了些什么,也介绍它们怎样报道怎样宣传。 写新闻史人物,不要求全面地介绍他们一生的各方面的

活动,而只是着重地介绍他们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活动。 不把新闻史上重大事件,写成单纯的政治事

件。 第四,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所有引文论据都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注明出处。 注释力求翔实,准
确。 引文力求意义完整,避免断章取义。 一些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材料,可以酌量选择一些,置于注释

之中,供读者参考。” [4]

上述“特别要求”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和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

的发展基本上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摆脱“左”的影响、突破新闻史书写旧有的框框套套为主要逻

辑。 这个“旧有的框框套套”,主要指 20 世纪 50 年代受苏共报刊史影响所形成的研究框架和写作模

式。① 丁淦林先生曾指出,1956 年起草印发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标志

着中国新闻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范式转型,其特点是“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

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

内容。” [5]

1981 年,即改革开放初期,方汉奇先生在倡议“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时,对 20 世纪 50 年代

受“左”的思想束缚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有如下描述:“对报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在政治活动中所起的

作用,研究和论述得比较充分;对它们在社会、经济、法律、教育、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

等方面所曾经起过的作用,研究不足。 对党报和各时期革命报刊的历史,研究得比较充分;对一些中

间状态和属于反动营垒的报刊,研究不足。 对报刊的政治主张和它宣传的内容,研究得比较充分;对
它们怎样宣传,以及它们在报刊业务上的改进,研究不足。 肯定和强调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必

要的,但不必因此讳言它们在其他方面曾经起过的作用。 把党报和革命报刊的历史放在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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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式,学界有不同的表述。 李彬和杨芳曾提出“三范式”说,即“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民族-国
家范式”;丁淦林曾提出“两范式”说,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一种范式,流行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 1956 年
《(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 (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了又一种范式,盛行于 20 世纪 50—70 年
代,影响至今。”此外,还有学者将“两范式”说概括为“革命史范式”与“本体论范式”。 参见宋三平. “革命史范式”与“本体论范式”
的转换———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路径的思考.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147-151.



在篇幅上占有较大比重,是应该的,今后也还要这样做;但不应因此排除对其他类型报刊的研究。
‘宣传要研究敌我友’。 加强对中间乃至反面报刊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在宣传上知己知彼,
克敌制胜。 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新闻事业涉及的方面较广,既要很好地研究党报和各时期革命报刊的

历史,也要研究其他类型报纸的历史。” [6]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一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的新闻史研究设定了方向与框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肯定旧有范式的历史性功能和成绩的基础上,主要以“纠偏”加“补
白”的方式致力充填上文中提到的各种不足。 及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大批代表性的通史、专门史、
断代史、地区史成果纷纷面世,集中体现了此时期研究者积极拓展研究思路、研究视野、研究范围、研
究对象、研究资料的努力。

20 世纪 90 年代新闻史学界举办的两次重要会议,对我们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接下来一个阶

段所表现出的症候有所帮助。
1992 年 6 月 11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这是经民政部批准登记的全国一级学会。 在中国新闻

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党报史研究中如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问题,引起了与

会者的热烈讨论。 根据会议报道可以了解,会上《新闻研究资料》的编辑以该刊用稿情况为例发表了

意见,认为首先应当从思想上破除“左”的禁锢,活跃研究气氛。 “研究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如清政府、
北洋政府、国民党乃至日伪的新闻活动,有助于完整地解释历史,这不仅不应视为禁区,相反还是需

要填补的空白。”会议组织者在 6 月 13 日的大会总结中肯定了上述看法。[7] 中国新闻史学会将全国

的研究者聚集在同一平台上对话、交流,通过学术年会以组织化、机制化的方式将对以往新闻史研究

范式的反思和批判扩散开来,有效凝聚了学术共同体对相关问题的共识。
1998 年 5 月中旬,“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暨 1998 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宁树藩先生在

闭幕式上以“新闻史研究的前瞻”为题,就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做

了发言。 宁先生将学界对“革命史范式”的反思与纠偏推进一步,呼吁研究者要“强化本体意识,探
求自身规律”,提出新闻史研究要“两条腿走路”。

关于“两条腿”的比喻,宁先生这样解释道:“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一章(绪论)里,说到了报

刊史研究要注意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对
文化与社会进步方面的影响等;另一方面是报刊自身成长的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发展、运动变化

的历史,其中包括新闻业务和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也包括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等等。 过去,由于受

‘左’思想干扰,我们的研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只有一条腿,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 近年来有了

明显的变化,很多新闻史论注意反映新闻事业自身成长的历史了。 但经常或断或续,时有时无,这也

是新闻史主体意识不强的表现,只有真正树立‘两条腿走路’的观念,新闻史才能健康成长。” [8]

综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界一直努力医治此前 30 年里“跛足前行”的学术发展路

径,由点及面、逐步系统地研究“报刊自身的历史”。 方汉奇先生在评价 1992 年版《中国新闻事业通

史》时,一方面高度评价它已完成历史使命,一方面指出它还存在很多很多的时代局限,同时建议应

该集全国之力编写第二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9] 如果真的要再编写一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

话,该运用怎样的体例,拥有怎样的视野呢?

二、也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政治无意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的 20 多年时间里,在对 20 世纪 50 年代新闻史研究范式批判性思考

的主流话语之外,还有一些应者寥寥的“杂音”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这些“杂音”,揭示了新

闻研究史学界在关注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的过程中存在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
王维佳曾用政治无意识的文本阐释方法,概略地解读了当代新闻史研究如何呈现“50 至 70 年

代”中国新闻业的状况,通过考察研究者在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视野”与“处境”,分析其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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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识形态的生发原理。 他提出,对历史的认识论进行辨析要同时关注研究者的“视野”和“处境”。
客观性的“处境”标志着知识生产的文化政治处境,它与主观性的“视野”相互影响,共同说明了历史

叙述的不完整性;反过来,不完全的历史叙述又时刻建构着他人的“处境”与“视野”。[10]

将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为我们深入讨论“50 至 70 年代”这个时间段以

外的中国新闻史叙事在视野、框架、理论参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开启了必要的认识论角度。 简言

之,有助于我们检视现有新闻史研究成果中亟须给予理论反思的“跨文化交流论” “西方文明论” “告
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

马克思在 19 世纪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理论,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从世界历史的维

度思考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定位提供了启示。 但现有成果往往过度强调该理论其中一个层次的含义,
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从而使民族和国

家间的交往逐渐具有了越来越直接、普遍的形式即‘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 [11] ,旨在为从跨文化

交流或东西方交流的维度解读传教士报刊提供支撑,回避使用被认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侵略”
这一术语。

这种“阐释视角”与“书写方式”忽略了该理论还有第二层次的含义。 叶显明指出,在马克思那

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即资本主义

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过程。 第二层含义,是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马克思虽然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逐渐具有“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但他同时指

出,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并非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只能为人的彻底解放逐渐地创造出前

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11]马克思敏锐地辨识出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中包含的

压抑性,指出“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

立起来。” [12]

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一方面历史地阐明了西方殖民扩张客观具

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一方面对东方各民族的悲惨命运寄予了巨大同情,揭示了东方民族在“历史向

世界历史的转变”中所包含的历史与伦理的严重冲突。 刘敬东、王淑娟提醒学界同侪注意,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始终存在着两个维度的内在紧张: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现代世界史是“未开化和半开化

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必然趋势;另一

方面,马克思始终对这一进程中西方列强海盗式的极端不义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行为,做了深刻

而又鲜明的道德揭露和伦理批判。[13]同文在此基础上强调,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

转变,是在西方列强威逼落后民族屈辱退守的腥风血雨中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马克思以深刻的世界

历史眼光,整理、透视、剖析了大量活生生的证据材料,有理有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中历史与伦理之

二律背反的巨大的悲剧性冲突。[13]

从“跨文化交流”角度阐释、书写近代报刊“西力东渐”的过程,其盲点在于片面、机械地解读了

“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内涵,没有唯物、辩证地处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始终存在的张力。 这导致

相关的历史叙述有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的危险:只强调“西方文明”———这种“西方文明”带有

鲜明的“东方主义”色彩,即包含着将“东方”他者化、以突显“西方”的主体性和优越性、服务于维护

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各种知识———对世界的贡献,而忽视为“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保驾护航

的暴力机制与暴力形式,从而巧妙掩盖了内在于“西方文明”中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
2011 年,李彬曾提醒,应注意新闻史研究中的一种愈演愈烈的倾向,即对传教士和外报的评价逐

渐迥异于以往。 他指出:“在范文澜、胡绳那一代学者笔下,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传教士、外报的总体

评价很低,这可能受到了极左思维的影响,或许有偏颇。 现在感觉又出现另外一个极端,似乎传教

士、外报美若天仙,天使下凡一般。 比如有一篇博士论文这样写道:‘应该说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从米

怜到郭士立再到林乐知,都堪称优秀的报人,他们首倡新闻自由,最早将近代化报刊模式移植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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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了报刊指导思想文化界的新时代。 固然,传教士所办报刊完全服务于宗教的、政治的功利,因此

削弱了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价值和特征,但其突破封建限禁的行为以及言论自主的倾向,却显

示出迥异于封建报刊的独立的报业品格和追求,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文化的崭新内涵,愈发

增加了其近代的品质与内涵。’” [14]

对传教士和外报跑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叙事,其主要盲点在于,一方面将“西方化”等同于

“现代化”,一方面抹除了形成这一认知的前提,即“殖民化”的印迹。 由此暴露出知识结构中潜藏

的、未经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
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曾提出“东方主义”的概念,揭示西方人建构东方知识的问题。 所谓

“东方学”并非真的是关于“东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将“东方”作为“西方”的参照,
发展出一系列“落后对进步”“野蛮对文明”的二元对立,以此作为西方人理解自我的基础,并为维护

“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建构了合理性。 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角度来理解,这套“知识”的
生产有利于特定的“权力”运作。

汪琪在思考亚洲新闻传播研究为何停滞不前时,提到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借鉴别人的理论

框架,套入自己的数据资料,按照西方的做法接下来应该是质疑并推进理论,但很多时候我们过于谦

卑,不停地自我检讨———不是理论有问题,而是我们不够理性,或者我们的社会仍然落后,或者体制

不完善,等等。” [15]

她使用“西方主义”这个被重新定义的术语,强调我们对西方的认知是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特定

的历史情境下建构而成的———当时中国人在非常仓促、窘迫乃至狼狈的情况下被迫去了解西方,因
此对西方的认识必然在本质上有特殊之处。[15] 她指出,我们存在过度肯定西方的倾向,甚至于我们

对西方的认识其实是间接地对我们自己的否定。①

这种内在于认识论中的“西方主义”心态消融了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以致研究者将带有“东方主

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认知视角内化为观察自我的视角,将西方知识视为“普世”真理,并将自身当

作需要改造(且以“西方”为标尺和模板)的对象。 历史研究者如果不对知识结构或知识范式中的

“西方主义”心态加以辨识和检视,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风险———落入成为殖民主义知识遗产的复制

者、传播者却还不自知的窘境。
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中指出:“在 15 世纪末以降的五百多年之

中,世界文明等级之确立,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明等级论———简

称文明论———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究其主因,还是因为它在许多学科里充当着‘政治无意

识’的角色。 ……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刻性体现在文明论与现代学科的历史同构之中。 人们所熟悉的

现代学科———以文科和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领域,还有诸多科学分支,如进化论生物学、体质人类

学、优生学等———与文明论的产生和发展分享同一个历史进程,两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和相

互渗透。 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指的从欧洲开始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以及与其

同步发展的各现代学科。” [16]

“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刘禾提

出的这个疑问,对新闻史研究者深化研究的问题意识颇有启发。 她指出,这个问题经常被近代史的

研究者所忽视,可是至关重要。 因为,“历史证明,当这种文明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时,尤其危

险,值得全人类深刻警惕。”“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在今天变得十分必要,甚至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当代人文学者来说,反省过去几百年的知识结构,探索新的历史意识,当是责无旁贷。” [16]

赵月枝曾介绍,印度后殖民学者查克里巴蒂 ( Chakrabarty) 在 《行省化欧洲》 ( 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倡导把欧洲知识地方化,以此挑战西方现代性知识的基础,并将书写历史放到知识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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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和去冷战化的宏大工程中给予定位。[17] 这为研究者从反思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反抗“文
化帝国主义”等更加宏大的视阈思考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生产性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借镜。

回到如何评价传教士和外报这个问题上。 针对同一个史实,使用几乎相同的史料,为何会呈现

出两极化的历史叙事? 究其本质,并非范式和方法的问题,而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如何“书写”历史其实涉及价值观和人生观。 卓南生多次强调,不能因为价值观不同,就任意歪

曲事实或史实。 他指出,价值观让研究者对黑白是非有个判断的基准。 “对于我们研究亚洲近现代

史的人来说,在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肯定是有正面和不能正面评价的

‘人’与‘事’”。[18]所谓“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要以大量占有可证实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在明确是

非判断的史观的指引下结合历史大背景开展研究和叙述。 论及传教士和外报进入中国的历史,他提

醒研究者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史实,即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与西方列强对华扩张的步伐紧密挂

钩,相互呼应。 无视这一基本史实,只谈早期传教士报刊对传播“新知”和“跨文化交流”的巨大贡

献,显然失之公允。 基于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长期交流与对话,他同时提醒研究者要避免掉入“黑白

是非不存在论”“史实无法捉摸论”“历史任意解构论”“西学客观专业神话论”四大陷阱。[19]

“西学客观专业神话论”与刚才提及的知识结构中隐藏的“西方主义”心态密切相关,“黑白是非

不存在论”“史实无法捉摸论”“历史任意解构论”则带有“后冷战”时期在语言学转向和形形色色后

现代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新史学”观念的特点。 这种观念的流行,不仅是西方史学研究在 20 世纪逐

渐放弃整体史研究,转入微观史研究;放弃“客观主义”的认识论,转入“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从思辨

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等一系列范式转型的延续,同时也与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终结论”
和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分享同一个历史过程。

王晴佳在总结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为标志,历史研究

出现了新旧“范式”的争斗与递嬗。① 一方面,仍有许多历史学家没有放弃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批

判,以求在此基础上重构过去。 一方面,在历史认识论层面,许多当代史学家充分认识到历史认识的

相对和无限。 与此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扬弃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省,渐成风气。[20]

由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撰写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一书,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后较有代表性

的学术著作之一。 杜赞奇本人也被视为在中国和东亚研究中实践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
杜氏在该书中对“民族国家”线性历史的挑战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受到部分中国新

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丰富现有新闻史研究视阈的一种可能途径。[21-22]

在西方历史观念的发展历程中,民族史学的涌现始于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运动最本质的特

征是人的解放,或者说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基于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摒弃和批判。 王晴

佳指出,就历史观念的发展而言,在文艺复兴时代,大部分人文主义者将历史视为人性自由意志的体

现。 与中世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较,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世俗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地方

的、民族的。 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法国、英国和德意志都出现了记述本地区历史的著作,共同特征

是逐渐运用本土文字,突出本土文化的悠久,追溯本民族的成长渊源,表现出逐步形成的民族主义

意识。[20]

民族史学的涌现伴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在张力。 一方

面,民族史学对西方近代国家的形成有其进步意义,但放到自 19 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殖民

统治这一历史语境中,“民族史学”(以及基于“民族-国家”框架的历史叙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

了特定政治功用,成为“民族-国家”的“西方”侵略、殖民、统治“非民族-国家”的“东方”的理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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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晴佳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末,西方史学的发展体现出一个趋向,即从各个方面质疑和修正近现代史学对历史
演化的总结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念,与此同时,又对历史学家如何重构和展现历史,在方法论上提出怀疑。



方面,必须注意到,随着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的改变,被殖民、被压迫的民族也利用这一框架,使之成

为争取独立和摆脱殖民控制的有力工具和武器。 因此,“民族史学”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
释放出了进步和解放的能量。[23]因此,西方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省有其进步性和批判性,但
有必要放到知识生产的“处境”中给予具体剖析,才能评价各种对民族-国家史学的理论反省是真的

进步,还是“以进为退”?
王维佳通过大量的理论辨析和实际案例阐释了后冷战时期新的全球传播环境与新型强权支配

结构的关系,并指出将“国家”从适当的历史分析中抽象出来,从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被

割裂出来,是各种基于新技术迷思的“历史终结论” “世界是平的”等“新鲜”理论登台亮相的前提。
传播研究领域洋溢着政治浪漫主义,大谈关于媒介技术的中立性、开放性和自生性,关于赛博空间重

构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并达成“全球公民社会”的可能,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带来文化繁荣和自由选择

权;与此同时,有关民族国家独立和社会革命的话语渐行渐远,“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也被问

题化。[24]

结合上述背景,反思中国新闻史学界对“复线历史”框架的积极借鉴,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作

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复线历史”的概念有助于研究者发现线性历史的认知盲区。 这一概念同

时也模糊了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从结果论的角度讲,“复线历史”概念

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主体性的瓦解作用,必须放入当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角力中加以认识。[23]

通过对近 40 年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观点与逻辑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意在对其中带有普遍性的

研究框架进行理论性的探讨,由此发现我们“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我们“没有看到什

么”。 综上可知,后殖民理论的视野和挑战西方对现代性知识垄断的学术敏感在今后的中国新闻史

研究中亟待加强。 学术主体性的建构不只在于恢复“报刊自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新闻史置

于世界史的视野之内,重新认识自我,同时重新认识西方,由此才能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生产性的学术

对话。

三、关于重校中国新闻史的几点浅见

“重写”一词容易造成歧义,仿佛要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推倒重来。 本文无意于此,也并不认同轻

易否定前人研究的学风。 在前一部分论述的延长线上,提出重校( recalibration)①中国新闻史,意在

将被“跨文化交流论”“西方文明论”“告别革命论” “告别民族国家论”遮蔽的历史拯救出来,在研究

视野、框架和路径等方面进行校准。
在近代以来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进程中,中国的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有着紧密联系。 吕新雨指出,孙中山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想象是,中国有一天崛

起之后要协助弱小民族共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时代特别重视第三世界的政治视野。 “在
他们的视野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彼此割裂,而且都是奠基在反对帝

国主义强权,争取全球正义的基础上的。 这个全球正义的诉求,是不应该被遗忘和抛弃的。” [25]

重校中国新闻史,也是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希望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

史与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对传教士报刊的历史书写是中国新闻史需要给予重校的第一个问题。
西方的现代主义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借助“文明”传教活动的名义,得以在殖民地传播帝国

主义的文学和文化中确立起来,并成为维护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和中立化的一部

分。 传教士将近代报刊模式引入中国,其最主要的目的并非传播“新学” “新知”,与中国古代报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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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传教士报刊也并不客观中立。
卓南生基于翔实的一手资料严谨地论证了,在西方“政、教、商”三者一体,倾其全力维护欧美在

华共同利益的背景下,由热心“播道”的传教士率先引介至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舶来品———“近代报

纸”———从创办的第一天开始,就将讲“道理”作为其办报的首要宗旨。 不论是以“神理”为重中之重

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是在鸦片战争前夕公然扬言旨在改变中国人对西洋人“偏见”的《东西洋

考每月统记传》,或者是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在通商口岸“播道”的欧美传教士们所办的

近代报刊,都不忘其根本任务是“载道”与“说教”。 这是与传教士编者旨在引进西洋人世界观的总

体战略目标分不开的。[26]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虽肯定了外报对打破国人守旧思想,研究新学的激励作用,以及为中

西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机会。 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外报外刊,几乎一致为其国家出力,在外交问题上,
往往推波助澜,为害于中国甚大。[27]

促使近代报刊概念传入中国的,是帝国主义;促使中国古代报纸转型成为近代报纸的,也是帝国

主义。 中国近代报纸的出现与发展同以通商口岸体系、不平等条约为主要政治工具的“非正式帝国”
的建立,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各种传教士报刊是其中的一种文化形式)在中国境内的扩张和渗透紧密

相连。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历史,并不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效仿,或者以“西方文明”
“西方现代化”为标尺将自己变成改造对象的历史;而是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外资控制下的传媒受到

诸多言论限制,基于一种文化自觉(同时也是民族意识的萌生),企图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干预与

牵制,争取言论自由,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26]

19 世纪“华人出资、华人操权”办报理念的萌生以及报刊实践的政治意义,说明中国近代新闻业

在发展的起点上就同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主义买办的抗争有着紧密联系。 从这个

角度来看,衡量报纸是否“现代”的标准,就不单纯是业务层面上的诸如“新闻与言论分离” “从政论

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或者技术层面上的改良,抑或是组织管理层面上的商业化,而应是基于“人的解

放”和“全球正义”这一深刻命题之下的文化自觉、精神独立和政治意识的觉醒。
对私营商业报纸的历史书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给予重校的第二个问题。
近代私营商业报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彼时便士报作为平等主义时代美国新闻

革命的标志,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形态。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将这场“革命”的结果概括为

“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指出便士报在经济构成(以广告和销售收入取代政党津贴)和
政治立场(大部分便士报标榜不受政党影响)上首创先例,在内容上也另辟蹊径,发明了现代的“新
闻”概念,使之变成市场化的产品。[28]

这种面向市场、“自由民主”(在舒德森的著作中,“民主”的内涵大体等同于“市场”原则的确立)
的商业报刊的兴起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也有不能回避的阴暗面。 哈克特(Robert A. Hackett)和赵月

枝提醒到,只有通过考察 19 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

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媒体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双重特性。[29] 两位作者在肯定了便士

报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精辟论述了其未被给予充分批判的阴暗面:“它们巨大的成功导致同时期

激进的劳工报纸的衰落与边缘化……于意识形态而言,商业报纸将劳工们(必须承认相当含糊)对重

大社会变革的激进呼唤转化成了一种温和的通俗话语,这种通俗话语对现存社会体制含有较少的敌

意。 尽管它们为推进社会改革而努力,并表示了对工人事业的同情,新型的通俗日报逐渐开始商业

冒险。 它们追逐的是利润而不是成为激进情感的中心。 它们的初衷绝不仅仅是为表达工人阶级的

意志,而是为拓展大众市场进行的精明的算计。 民主话语和煽情主义商业联姻为一体,这就使报纸

操纵了传统上的激进新闻,对社会弊病在结构上的寻根探源因而被忽略了。 ……激进主义本身变成

了‘招徕顾客的商品’,而正因为是一种商品,当它不再能吸引到有利可图的顾客时就可能被

丢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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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参照会发现中国私营商业报刊的局限性(进步性在现有研究中已得到了较为丰富的讨

论)。 20 世纪 20 年代,“由政论本位而为新闻本位”和“由津贴本位而为营业本位”的“营业化转型”
成为中国新闻业改革的号召,企图摆脱政治势力对新闻活动的介入与干预。 但在历史的、具体的实

践中,私营商业报刊往往无法坚守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旨归的自我标榜,在不同历史时期屡屡以牺

牲“报格”(即对大是大非、民族利益、历史正义底线的坚持以及对社会弊病在结构上的寻根探源)来
换取企业生存的安全。[30]

如果仅以“在夹缝中偷生存”理解乃至同情私营商业报刊的生存状况和经营策略,那么就从历史

和理论两个维度,错失了对作为一种新闻实践模式的商业报刊及基于这种模式形成的现代西方新闻

理论给予全面反思的机会,同时也错失了对无产阶级报刊的革命性和现代性以及基于这种新闻实践

模式形成的党报理论给予充分讨论的机会。 由此引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给予重校的第三个

问题。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封建

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
使了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变。

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倡导下,进步学生走出校

园,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 1920 年,北京大学以邓中夏为总务干事的平民教育讲

演团,在当地铁路工人中建立了开展宣传活动的固定场所,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

群众结合的一个起点。[31] 1920 年下半年,《劳动界》《劳动音》 《劳动者》等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对象

的通俗报刊创刊。 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报道,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

形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工人阶级解放路径的理解,并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
无产阶级报刊在办报宗旨和模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报刊迥然有别,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以实现民族解放为目的等。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群众利益、相信群众的伟大创造力、诚心诚意地

依靠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在无产阶级报刊问世初期就表现了出来。 群众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对

象,同时是新闻实践的主体。 宁树藩认为,20 世纪 20 年代工人报刊“具有我国过去任何刊物所不曾

有过的特色———密切联系工人群众”。 这些刊物除在内容上经常反映工人群众的切身问题外,稿件

来源很大一部分也由工人提供,还有很多工人成为这些刊物的推销员。[32]

无产阶级报刊在组织工农群众、教育工农群众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前人研究中已有呈现(还有进

一步丰富、拓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其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导

和动员人民群众方面的逻辑与影响,有必要给予更充分的研究。
在轰轰烈烈的现代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华外报如何借由话

语的建构维护了帝国统治的权力地位,以及私营商业报刊的妥协性与动摇性(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
《申报》《商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私营商业报刊采取消极甚至媚外的态度,不敢

如实报道事实真相,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同时认识到加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
《热血日报》(在五卅运动中创刊)主编瞿秋白,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指出,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这就必须发动和领导苏维埃的文

化革命,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必须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必须和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联

系。[33]他意识到实现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是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条现实路径,指出无产阶级

文艺应当采用民族的、与群众口头文学接近的形式,在思想上武装群众。[34] 这是瞿秋白基于对“中国

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 [35]的观察得出的深刻结论。
李华、徐友龙指出,自 20 世纪始,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 中国共

产党依靠对群众的充分动员和有效领导,践行群众路线,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背景,也是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前提。[36] 两位作者在对“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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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给予具体阐述的基础上,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革命逻辑下,在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理念中,“人民群众”不是西方意义上天然平等的上帝子民,而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由先进分

子组成的共产党员具有灌输和唤醒普通民众的责任。 这种“灌输”和“唤醒”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权利

赋予和代议,而是党的“领导”和“动员”。[36]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理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在根据地确立的

通讯员制度、开展的读报活动是如何推动了“群众办报”机制的实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报纸报

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如何成为实现群众路线的一种可能机制[37] ;以及党报在促进党的政治文化的

形成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对基于“本土”新闻实践经验与规律的党报理论的丰富内涵做出更有

学术想象力(借用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表达)的阐释。 与此同时,还应将中国革命和抗日

战争放到同时代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给予考察,从而理解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

世界范围内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李斌在分析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时指出,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凭

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

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国家。 革命完成阶段,政治动员又继续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国
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等主题上,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和深化做出了不

可忽视的贡献。[38]这为我们思考如何重校新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书写打开了思路。
对于这个问题,在此不打算展开讨论,因为已有学者对此开展了积极的研究。 笔者只想提示有

关研究视野方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
以往研究过多强调了两个阶段的断裂性,对连续性尚未给予充分认识。 吕新雨关于新中国社会主义

改造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我们从连续性的角度,从“前三十年”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中挖掘社会主义

的、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的发展逻辑和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历史内涵。 她认为:“1949 年之前我们

走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个道路的失败才使得中国爆发了革命。 是中国革命

锻造了今天中国的国家主权,才使得民族工业得以实现。 今天我们市场化的条件,正是建立在新中

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 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完成了基本的工业体系

和农业建设,才给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后三十年的

繁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前三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却被视而不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民族国

家的锻造过程,是以社会主义为诉求的,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不能只属于某些精英和特定的利益群体,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运动中都可以听到是这样的口号:国家属于人民! 这是不同于西方社会运动的地

方,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国家是社会诉求合法性的来源。” [25]

第二个问题,关于新中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对内在于新闻改革的市场逻辑

(及其后果)和技术迷思的辩证讨论尚未引起学界的全面关注。 与此同时,尚未能从基于全球信息秩

序的历史性反思,对“国家”在信息传播领域扮演的基础性角色给予丰富的讨论。
在本文的结尾,笔者想重申此前曾表达过的观点,以澄清重校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时

代价值。 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者,我们对“西方” “文明” “国家” “政治”这些术语的理解不应是单向

度的、去历史化的和迷思化的。 如何从殖民地时期与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深度来重新审视现在与未

来? 当研究者意识到学术研究不能回避上述问题,意识到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将指引研究的方向(支
撑着研究者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时,新闻史学界(甚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界)或许可以用一种更开放的

态度来理解“政治”与本学科的关系。[39]在找回学术主体性之后,还须跳脱出对“报刊自身历史”的过

度迷恋,努力去重新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努力去重新发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紧密

联系及相互建构,努力做到真正“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加有效地避免新闻史研究陷入内卷化的窘境,
恢复新闻史研究的活力,找到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与时代对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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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ib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The Dynam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Journalism from

Marxist Views of History

Li Jieqiong(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Abstract:What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ding paradigm o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since 1978? This question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scussion on the aca-
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the leading paradigm has gradually prevailed, and the hypothesis and precondi-
tion shared with researchers in which the unperceived deviation has simultaneously exis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dominant discourse concerning how to study Chinese journalism has been analyzed symptomati-
call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which based on a review of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on the purpose 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pursu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uring the recent 40 year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overlooked theoretical criticism has been intentionally
discuss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blind area and paradox of the strong accent on the methodology of " history of
the journalism on its own" , and to bring light to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Moreover, some representative frames of interpretation, for instance, 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ultures, de-revolution or post-revolution, and " rescuing his-
tory from the nation" , has been analyzed to reveal the Eurocentric within one’s knowledge structure which
has hided historical cognition from view. All these symptoms are tip of the iceberg of sequelae of colonization
hidden in one’s mind. According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calibr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perspective in
future study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decolonization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In
conclusi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has deeply linked with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concep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and global justice is essential to the r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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