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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誌要

 

 

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實踐： 
成舍我的「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 

 

投稿日期：2010 年 1 月 23 日；通過日期：2010 年 9 月 30 日。 
 
∗ 本文於投稿審核期間，成露茜教授已於 2010 年 1 月 27 日辭世。這篇論文是露

茜老師與我們在她人生最後的日子，師生共同討論得出的結果。老師生前囑咐

要儘速投稿，提供給學界先進們參考指導，做為彼此論學衡文的基礎，同時也

期望藉此引發學界對成舍我研究的關注。做為露茜老師的學生，我們期望以此

文，永遠地表達我們對他的懷念與敬重。本文除了要感謝審者給予的寶貴意

見，行政院國科會對此論文源出的計畫案《中國現代化報刊新聞典範的形構：

以《世界報系》為例 1924-1949──社會性框架與知識群體的擴散》（計劃編

號：98-2410-H-270-004）之贊助，在此一併致以謝忱。 
** 作者成露茜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作者唐志宏為建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e-mail: chihung.tang@msa.hinet.net。 
 作者李明哲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理教授，e-mail: mcsilver@cc.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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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說明一個長久被忽視（甚而很少在新聞史被論

及）的意識形態和主張──無政府主義對成舍我報刊實踐的影

響？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往往有被邊緣化的現

象；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亦然。多數無政府主義者對報刊的實踐

方式，都集中在書報形式的雜誌、書冊上。那麼成舍我標舉

「報紙」來做為其「面向大眾」的方法及手段，其特殊性，無

疑是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知識分子群體裡的一個異數。 

 

 

 

 

 

 

 

 

 

 

 

 

 

 

關鍵詞：大眾化、成舍我、無政府主義、新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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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問題的開端 

中國新聞史專家方漢奇（1981, 1992, 2000）曾以數種不同角度來描

繪成舍我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他是近現代中國試圖建立報業集團

（托拉斯）的第一人；他是身體力行參與新聞活動最長久的人；他曾建

立或協助成立最多新聞事業機構，其中包括報紙、期刊、通訊社、廣播

電台等總數超過 20 個新聞相關事業單位；他是在新聞事業發展上承受

過最嚴重逆流的人；他發行過二份享有最大發行量記錄的報紙，一是上

海《立報》，在 1949 年之前最大發行量為每日 20 萬份（上海《立報》

社，1937），一是北京《世界日報》，發行量達 3 萬 5 千份；他致力於

新聞教育，所創立的職業及專業學校涵蓋了完整新聞領域，其中世新大

學至今仍在台灣新聞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他是世界上年紀最大仍然創

辦報紙的人，在 91 歲時創辦了《台灣立報》。儘管有著上述鮮明特

色，就一位 20 世紀獨立報刊發行人兼記者的角色而言，成舍我並沒有

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在中國新聞史上受到應當有的注意和重視。 

大陸地區有關成舍我的研究，主要是以 1998 年中國人民大學港澳

台新聞研究所編輯（1998）的《報海生涯──成舍我百年誔辰紀念文

集》，做為研究的開端。台灣最早介紹則可以追溯到馬之驌（1986）的

《新聞界三老兵》，該書中成舍我是三老兵的主角之一。晚近則於

2004 年世新大學成立「舍我紀念館」附屬「新聞史研究中心」後，才

開始逐步進行系統性相關研究的嘗試。約略而言，直到目前為止，有關

成舍我的相關研究大約呈現出下列特點：（一）主題重覆性質高；

（二）史料深度不足：（三）新穎的學術觀點開創性少；（四）內容討

論縱度不夠；（五）應景式、悼念式、介紹性文章多於嚴謹性的學術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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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及（六）過度集中在報紙內容的文本分析，忽視當時的產製經

驗、社會結構、意識形態等等問題。 

儘管如此，在目前的研究裡，也有不少學者試圖突破此一窘境，以

新發掘的史料配合理論論述，提出不同的學術視野。這當中較為凸出的

可以舉陳平原、周海波以及張育仁這三位來代表三種不同的論述取徑。

此三位分別從報刊實踐、資本主義及自由主義這三種面向來重新審視在

中國新聞史發展過程中，成舍我所呈現的歷史意義。 

陳平原在〈輿論家的態度與修養──作為北大學生的成舍我〉一

文，利用《北京大學日刊》以及早年成舍我以編輯身份發表於報刊的史

料為根本，提出其思想起源與五四風潮的關連性。作者以成舍我源於五

四時期的出版／學校／新聞三者之間的實踐經驗，來推論對其日後媒體

事業發展特色的影響：「五四時期的青年學生，就學識與社會影響而

言，確實無法與陳獨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後的發展，則未可限

期。……這裡有一個現成的例子，那便是 1921 年畢業於北大中國文學

系的成平──即日後成為一代報人的成舍我先生」（陳平原，2006，頁

177）。從學生時期的文化事業參與來看待成舍我日後的發展，陳平原

結論道：「成舍我日後以報人及新聞教育家著稱於世，早年的意氣風

發，以及大學階段的文化運動三大計畫，不大為人所知。重提舊事，一

來便於理解成君日後的發展，二來展現當年北大校園的風采，三來解讀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供一種新的方法──大學生的視角」（陳平原，

2006，頁 184）。 

周海波則從「大眾化」的角度來檢視成舍我先生的報業實踐。正如

同一時期的報人，成舍我相當關心報紙並不能深入市井小民的現象，此

一狀況使得報紙的影響力侷限於知識分子和社會的上層階級。周海波認

為，不同於其他著名的報人，成舍我致力於嘗試報紙大眾化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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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報實踐，從內容、版面、業務、發行、管理等等面向，展現了獨立民

營報刊企業在面向大眾的創造力。成舍我認為只有健全的財務基礎，民

營報刊才能在競爭激烈的媒體市場中保有言論的獨立性；「大眾化」能

夠帶來發行量的增加，也才能有廣告的收入。周海波重視成舍我的大眾

化 理 念 ， 但 最 後 將 此 一 理 念 歸 諸 於 企 業 經 營 策 略 ， 並 以 赫 斯 特

（William R. Hearst）在美國報刊發展的歷史角色來比附成舍我之於中

國的報業史（周海波，1998）。此種解釋廣泛地被後續的中國新聞史研

究者所援用（余望，2006, 2008；曹鵬，1999a, 1999b；劉佳，2008；

Palmer, 1988）。 

重慶師範學院的張育仁，則在其長篇著作《自由的歷險──中國自

由主義新聞思想史》一書當中，將成舍我的報業實踐視為是中國「自由

主義新聞觀」長遠發展洪流的一部份。作者認為自由主義是從康有為以

來的大同觀，經由傳統轉換而來的一種現代化表現，同時依此論述軸線

認定成舍我的報業實踐是一種來自傳統轉換的自由主義。張育仁認為成

舍我如同史量才、張季鸞等其他著名報人一樣，是自由主義報人，並以

自由主義為線索來貫連成舍我的報刊事業發展，「他從最初投身新聞事

業開始，就是懷抱著一種思想和價值信念的，這種價值信念內核其實就

是自由主義」（張育仁，2002，頁 417）。 

在中國以外的英文著作，關於成舍我研究則散見於期刊論文、專書

章 節 以 及 未 印 行 的 碩 士 論 文 之 中 （ 例 如 Hung, 1994; Mackinnon, 

2005）。美國學者 Stephen R. Mackinnon 則以成舍我的報業托拉斯傾

向，斷言成舍我的報業實踐，乃是一種高度認同資本主義化的結果，遽

此 論 斷 成 舍 我 資 本 家 ， 並 不 是 具 有 理 想 性 的 輿 論 家 （ Mackinnon, 

2005）。 

以上三種論述，各有突破傳統新聞史以時間線性為框架的歷史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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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採取不同的面向來看待報刊之於整體歷史發展的影響，這正符合

James Carey 在 1970 年代對傳統美國新聞史的批評（Carey, 1997）。雖

然對成舍我報業發展有三種不同的視角，但這些視角卻不約而同的聚焦

於成舍我報業實踐裡的「大眾化」面向。然而，正如同本文即將指出

的，上述三種解釋的視角並沒有充分的說明成舍我報業實踐的「大眾

化」面向有何特色？這特色使得成舍我的大眾化實踐與當時成功報人及

報刊相較起來，不管在思想上以及報業的實務發展上，可能存在某些鮮

明差異。換言之，從廣泛性的理論視角切入，上述三種理論可以廣泛性

地合理解釋成舍我，但同時也可以廣泛性地用來解釋當時成功報人、報

刊，無法區別出不同報人的內蘊差異；因之，一旦要聚焦於成舍我並充

分說明其有異於其他報人、以及報刊的特色時，在立論的深度上便有所

不足。 

例如以北大學生時期出版／學校／新聞三者的經驗來論述成舍我日

後的報業發展，將無法令人信服地解讀出他以「世界」為名的報刊，竟

如此的和無政府主義裡「新世紀派」的報刊實踐那麼的相似與若合符

節。以張靜江、李石曾、吳稚暉為首的無政府主義「新世紀派」，在

「旅歐教育運動」期間，以「世界社」、「世界編譯社」建立的學社和

報刊（如《世界畫報》），即可以看出與日後成舍我世界報系的淵源性

（旅歐雜誌社，1996）。再者，純文本的解讀《北京大學日刊》資料，

卻忽視影響北大學生另兩個刊物──《北京大學月刊》、《北京大學學

生周刊》，1 是以無政府主義自任的黃凌霄、朱謙之等人組成編輯群的

刊物。因之以《北京大學日刊》來論斷其日後報業發展的建構僅來自於

北京大學與五四時期批判性意識，是否過度簡化此一時期對成舍我報刊

思想的多元性成因。此外，如果五四風潮源於北大的傳統，北大的傳統

又建構於蔡元培「囊括大典，網羅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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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辦學態度，以此論斷此時期的報刊實踐意識，就是一種「自由主義」

的體現，可能會忽略了蔡元培的思想起源，本身就是以擁抱無政府主

義，並以「世界主義」來實踐的本質。2 另外，盱衡友朋網絡關係，新

世紀派成員以及北大的經驗對成舍我批判意識的養成，應是大於那種來

自「自由主義」的影響。3 換言之，將涉及歷史脈絡層次的「富強企

圖」所引發出的烏托邦式改革思潮全然架構在自由主義式的呈現上，並

藉此來說明成舍我的報刊思想／實踐，這是否具備充分的論述架構？最

後，以「大眾化」報刊的巿場需求，論斷成舍我資本化的傾向，乃是一

種資本家的特質，是否輕忽了成舍我報刊理念中藉由報刊大眾化以啟迪

百姓的「化大眾」理想成份，以及據此而來的辦報實踐策略特色？將擁

抱群眾的目的，皆視之為追求巿場化的外在形式；也就是說，將形式上

表現為資本主義架構的「大眾化」報刊，斷言為就是一種「資本家」的

外化形式，又會不會過於簡略？ 

因此，本文論述的核心，便是要說明一個長久被忽視（甚而很少在

新聞史被論及）的意識形態和主張──無政府主義對成舍我報刊實踐的

影響？Arif Dirlik 強調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往往被邊緣化

的現象（Dirlik, 1991／孫宜學譯，2006，頁 9）；我們認為這一現象同

樣也反映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上。事實上，多數無政府主義者對其報刊

的實踐方式，都集中在書報形式的雜誌、書冊上。4 假設無政府主義思

想是成舍我辦報思想及報業實踐的重要部分，那麼成舍我標舉「報紙」

來做為其「面向大眾」的方法及手段，其特殊性，無疑是深受無政府主

義影響知識分子群體裡的一個異數。無政府主義思想特色在實踐上被運

用於大眾化報刊上，對成舍我的報業思想及報刊實踐而言究竟產生那些

特殊面貌及其獨異性？本文將試圖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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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舍我與無政府主義 

1907 年至 1920 年代，所有傳入中國思想界彼此衝突的激進主義哲

學中，無政府主義得到了廣泛的介紹。主要是 1910 年代後，無政府主

義的大多數經典作品，都已有了中譯本，導致 1925 年到 1930 年間，無

政府主義成了中國革命思想的一個源頭。5 無政府主義者站在革命運動

的前沿，或者說鞏固了革命思想中的重要元素，這些元素不必然是無政

府主義的，但它們卻與其思想一致。 

許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領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都經歷

過無政府主義的階段。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特點，在於它從一開始就使得

中國與現代世界新思潮進行碰撞、衝突（企圖富強的過程）。無政府主

義者所設定的理想（要求極端的個人自由、反對任何權威的形式、以互

助做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原動、將教育視為一種喚起良善認知的工具、並

使用激烈手段達成推翻既有政體的想像），是否具有可行性，其實並不

重要，重要是它提供了一種批判當時中國彼此衝突的兩種意識形態──

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與歐美式的民主革命，另一種可資借取的視角，以

及使用新的視野做為設想未來的方式（Dirlik, 1991／孫宜學譯，2006，

頁 9-11）。 

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是被歸類為社會主義改良的一支。關於其影

響的深遠性，可從北大 25（1924 年）周年慶時，曾做過一個民意調查

得知。測驗的人數總計 1007 人，學界有 752 人，記者 11 人，軍界 9

人，工界 7 人，政界 11 人，警界 2 人，商界 8 人，未註明職業別有

208 人。調查的主題由內政到人物，由「喜好的刊物」到「主張的主

義」等等問題，其中於當時中國最受歡迎的刊物，報紙類依排名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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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上海《申報》、上海《時事新

報》、《北京大學日刊》、《京報》；雜誌類依排名計有《嚮導週

刊》、《努力週報》、《中國青年》、《民生週刊》、《創造週刊》。

其調查結果如下表一（此處所謂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工團主

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及馬克思共產主義等而言）（〈本校二十五週年紀

念日之「民意測驗」〉，1924 年 3 月 5 日；〈本校二十五週年紀念日

之「民意測驗」〉，1924 年 3 月 6 日）。 

表一：北京大學 25 週年紀念日之民意測量 

最常閱看報紙 最常閱看雜誌 最相信的主義 
《北京晨報》 《嚮導週刊》 社會主義 
上海《民國日報》 《努力週報》 孫文三民主義 
上海《申報》 《中國青年》 民主主義 
上海《時事新報》 《民生週刊》 聯省自治 
《北京大學日刊》 《創造週刊》 好政府主義 

學界（男） 

 《工人週刊》 革命的民族主義 
最常閱看報紙 最常閱看雜誌 最相信的主義 
上海《民國日報》 《嚮導週刊》 社會主義 
《北京晨報》 《民生週刊》 孫文三民主義 
《天津婦女日報》 《中國青年》 民主主義 

學界（女） 

 《創造週刊》 革命的民族主義 
最常閱看報紙 最常閱看雜誌 最相信的主義 
上海《民國日報》 《嚮導週刊》 社會主義 
《北京大學日刊》 《努力週報》 孫文三民主義 

未註明職業

項者 
上海《申報》 《民生週刊》 聯省自治 
最常閱看報紙 最常閱看雜誌 最相信的主義 
上海《民國日報》 《嚮導週刊》 社會主義 
上海《時事新報》 《經濟週刊》 民主主義 

其他 

上海《申報》 《努力週報》 孫文三民主義 



‧新聞學研究‧  第一○六期  2011 年 1 月 

‧228‧ 

表一說明當時人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方法和手段，是改良國家最佳

的選項，而非學界在傳統上一直認為五四時期遺留下來，最具廣泛影響

性的自由主義。不僅如此，我們端看此表時，在改革手段上的選擇，多

數都是偏重社會主義的形式和報刊，自由主義的報刊反而闕如。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大體分為兩個派別，以法國巴黎為核心，張靜

江、李石曾、吳稚暉、禇民誼、蔡元培為代表人物的新世紀派；以日本

東京為核心，張繼、劉師培、何震、汪公權為代表人物的「天義派」。

兩大派別最大的差異：在於前者未曾提及馬克思主義，也不像後者充滿

復古思想，前者並且認為民主共和革命，是無政府主義的過渡時期，而

後者於民國肇建後，其影響力就較為式微，甚至有些人轉向了「新世紀

派」（嵯峨隆，1994，頁 229-230）。與成舍我的無政府主義理念直接

發生關係的便是「新世紀派」。 

「新世紀派」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視

無政府主義為科學的真理，革命的終極目標；（二）民主革命的共和體

制，為實行無政府主義的過渡階段。從進化的觀點來看，中國實行無政

府主義，其間必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階段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

（三）主張以各種手段實現其目標。重視平民起義效果，「革命主動，

首推平民」，因此重視報刊宣傳手段。要普及革命思想除了報刊的宣傳

功能性之外，教育為另一種積極的方法（新世紀社，1947，頁 42）；

主張「尊今薄古」，「行孔丘之革命」。「中國之所以不能隨世運而

進，好落人後者，以尊古薄今是也」（新世紀社，1947，頁 24）；以

及（四）主張互助合作的工讀互助主義（在五四以前，互助論對中國的

思想界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人們當時普遍接受的是以《天演論》為

代表的進化論思想）。工讀主義主張「工」、「讀」結合，造成一種工

人即學者、學者即工人的正當社會。「工與學合為一途，工人即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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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亦工人」，完成「各儘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會（徐廣善、柳劍

平，1989，頁 166）。 

另外，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的元素裡，互助論、工讀主義、新村主

義，是廣為流行的新思潮，而以新村主義因為形式具體最易為人模仿和

稱道，不少人主張從辦新村入手來改造社會。但因為土地問題不好解決

和贊成新村主義者都以城巿生活為設想根據等因素，各地辦的新村計劃

均未能實現（徐廣善、柳廣平，1989，頁 168）。在上述的背景底下，

我們可以再從幾個面向來討論成舍我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起源。 

一、思想脈絡與友朋網絡 

成舍我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應是源起於當時的《北京大學日刊》

與《北京大學周刊》。這兩份刊物都是在當時北大校長蔡元培支持下得

以創辦。因此，首先對成舍我思想造成衝擊，乃是時任北京大學校長蔡

元培，爾後才受到李石曾、吳稚暉的影響。根據他好友吳範寰的回憶：

他在北大時，深受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影響，有很強

的獨立性，從不願依附他人。事實上，他很早就在陳獨秀、李大釗的帶

領下，接觸了「馬克思主義」，參加了「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開會。

會後他卻「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悉的同學說：『中國的布爾什維克今

天開成立會了。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

義」，從此他再也沒參加過（吳範寰，1982，頁 15）。 

1918 年 10 月 18 日蔡元培於《北京大學日刊》發表題為〈歐戰與

哲學〉一文，認為協約國的勝利，就是克魯泡特金所倡導的互助主義的

勝利明證：「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聯合眾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不

能凌弱的，不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了。現今歐戰結果就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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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義，增了最大的證據」。在蔡元培聲望的影響之下，該日刊曾從各

個方面宣傳過克魯泡特金的「互助論」，「一時間，形成一股熱潮」

（〈歐戰與哲學〉，1918 年 10 月 21 日）。 

這股熱潮蔓延到 1920 年的《北京大學學生周刊》，由著名的無政

府主義者黃凌霜任編輯，後由朱謙之接任。同時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奮

鬥社」，也於該年成立於北京大學。該周刊強調互助主義、工學主義，

兩種主義的完成都必須建立在民眾運動的基礎上，也就是要找「平民為

伍，教育他們，使他們信你」，藉以掃除專制政治的覊絆（〈我們的旨

趣〉，1920 年 1 月 4 日）。 

1929 年成舍我曾發表對於世界主義的看法：「民族自決，即民族

主義。民族主義，固弱小民族自救圖存之唯一法寶。然民族主義之極

權，本有兩途可循：一為世界主義，即大同主義；一即帝國主義，或國

家主義。其目的主和平、尚自由。由各民族之親愛和睦，以至於天下為

公，此世界主義之精也；其目的在主侵略行專制，恃一人之威權兵力，

以至於統一宇內，此帝國主義之精義也」，「吾人回環百誦，則知民族

主義之極權，應為世界主義，不應為帝國主義，或國家主義。彰然明

白，不容疑異」（成舍我，1929 年 1 月 15 日）。這種直接將民族主義

的發展，貫穿到世界主義的軸線思維上，等於是蔡元培於五四期間看法

的複製。同時他也高舉村治主義的大旗，認為閻鍚山於山西推行村治之

建議「一方可根本消弭兵禍」、「一方可促成分縣自治」、「此為清黨

以來最有價值之建議，吾人不當以『老生常談』視之」（成舍我，1928

年 5 月 30 日）。顯然地，成舍我對村治主義的認知，就像他的報業實

踐一樣，採用實用傾向為主，理論的建構和主張的內容上，往往並沒有

很嚴謹的劃分與深入的探究。例如閻鍚山的村治主義，是藉以自治為名

保存實力，並不同於早期中國村治主義，呈現出一種由西方無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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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東方老莊思想、大同思想及桃花源理想的綜合

體（周昌龍，1995，頁 238）。1935 年成舍我更進一步對所謂的「安其

那主義」，提出具體看法： 

安其那主義又名無政府主義，以主張廢除社會上之一切威

權─尤其是政府─而建設放任個人自由行動之新社會為主旨。

信此主義者以為不廢政府，即無真自由；惟人自己之理性與感

情，可以有權力支配自己；故廢除國家、政府、法律、宗教，

使人人各依其理性與感情自由行動時，即可以現出自由平等之

理想社會。（成舍我，1935 年 11 月 15 日） 

此外，成舍我反對「布爾什維克主義」的因素，可能是來自於吳稚

暉的影響。當時吳提倡的是「無政府主義」，反對以暴力的方式，進行

社會變革。主張以道德教化，以較溫和的手段來扭轉社會（而且新世紀

派也從未介紹過馬克思主義） （張育仁，2002，頁 418）。吳稚暉倡

導的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分支，就是世界主義。成舍我之所以將他的報紙

和學校，都冠之以「世界」的名詞，可能由來在此。6 在檢視晚清「旅

歐教育運動」時，在其用以輔助推進運動的若干學社裡，「世界社」、

「世界編譯社」的組織架構，與後來的《世界報系》也十分雷同；比方

皆有刊佈名的《世界畫報》（旅歐雜誌社編，1996，頁 99-103）。只

不過成舍我將畫報加以靈活運用，成為該報系贈閱行銷手法的一種刊

物。 

在成舍我的友朋網絡裡，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人物，其中如張靜江

與李石曾在 1902 年裡隨孫寶琦（時接任駐法公使）赴法，在孫寶琦的

鼓動之下，才有了「旅歐教育運動」，幾年後孫寶琦又成為成舍我於張

宗昌案時的解救者（成露茜、唐志宏，2007，頁 118-138）。此種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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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關連，也說明成舍我與新世紀派的淵源。 

1926 年以來，李石曾就希望拉攏成舍我，使北平《世界日報》成

為其個人的機關報。在 1927 年元旦，李石曾為《民生報》寫的新年祝

辭裡，就明確表明此意。兩年後，1929 年的元旦，李石曾又為《世界

日報》撰寫新年祝辭：「《世界日報》記者（意指成舍我），前以不克

於魯系軍閥，辟地南京，與吾人共創《民生報》。《民生》與《世界》

南北輝映，互為表裡，此實即世界之真義，亦即民生之真義也」（張友

鸞、吳範寰、賀逸文、陳雲閣，1982，頁 72）。此外，1928 年南京政

府通過李石曾等人擬定的試行大學區計劃，正式公布，設立北平大學

區。北平大學區規模相當龐大，包括北京、天津兩巿與河北、熱河兩省

的各級教育行政機關、大專院校以至中小學校。李石曾任校長，李書華

任副校長，成舍我被任命為秘書長（〈北平大學區組織大綱〉，1928

年 8 月 17 日）。這些事件，都充分的表達兩人的密切關係，以及李石

曾介入《世界報系》事務運作之深，及其對成舍我的影響力。在 1970

年代，當時在台北的李石曾陷入財務危機，出手解危者就是成舍我。成

舍我購下了李石曾的台北「世界書局」，並成為董事長。 

二、《世界報系》與無政府主義 

同時，無政府主義顯現在《世界報系》有具體的幾個面向：（一）

以世界為名的報刊名稱，構成了世界日、晚、畫三大報的主軸；（二）

報系副刊直接以無政府主義標舉的主張命名，最特出的是北平《世界日

報》的《世界語》副刊，由清華大學「世界語學會」主編。南京《民生

報》則直接以《村治》為其副刊名，並且附有談論虛無主義的《靈府周

刊》；（三）北平《世界報系》在名稱上隱示著無政府主義的痕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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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民生報》則直接與其主張相聯繫，上海《立報》則是無政府主義主

張裡的終極目標──面向群眾，以大眾化報刊教育大眾；以及（四）將

工讀主義轉化為新聞教育的一環，達成「以工代學，以學代工」的目

的。 

以無政府主義做為實踐報刊的底蘊，成舍我在眾多無政府主義者之

間，算是十分特立獨行，並且有其個人獨具眼光。其實踐方式是率先使

用報紙這樣刊物，來取代多數無政府主義者以雜誌、學社等這種類似以

舊式精英階層為主，無法普及大眾的宣傳方式。成舍我的報業發展，表

面上看似資本主義運作格局，內容卻是以無政府主義的準則，做為面向

大眾的要件，如表二。 

表二：成舍我報系與無政府主義相關副刊 

報刊名 代表性副刊 內容概要 

《世界日報》 世界語周刊 清華世界語學會專有刊物，以推行世界

語運動為主 

《世界畫報》 西方美術介紹 美學教育 

《民生報》 村治 合作主義、互助論的介紹 

《民生報》 靈府周刊 虛無主義的介紹 

 

為了達到報紙大眾化的目的，擁有一批經過訓練的生力軍，以完成

大眾化新穎的採編方式，同時也能節省成本。因此，成立「報童工讀學

校」，以擺脫當時北平報販的壟斷情況。這種工讀學校，等於是新世紀

派勤工儉學的翻版，「以工代學，以學代工」。他計畫成立 20 所這樣

的學校，每校設兩班，定額 60 人，兩班交替在上午學習，下午工作，

預計收 2400 人。因為缺乏開辦費，計劃沒有實現（〈世界報社附設報

童工讀學校章程〉，1926 年 10 月 4 日）。但是以興學手段培養新聞工



‧新聞學研究‧  第一○六期  2011 年 1 月 

‧234‧ 

作者，成為他日後新聞事業體系裡一個十分重要的項次。 

成舍我於 1930 年離開北平由上海出國，考察歐美學術文化和新聞

事業，1931 年歸國後，對如何將新聞教育納入新聞事業體系之中，有

了更深入的理解（中國人民大學港澳台新聞研究所編，1998，頁 12-

13）。1932 年、1942 年成舍我便各自在北平（北京）、桂林創辦了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以培養自己的報業骨幹。這些學校創辦的目

的，在成舍我的想法中，另有更高遠的目的：「辦北平世界新聞專科學

校，是鑑於當時的新聞記者素質欠佳，不夠專業，新聞道德素養又缺

乏」，「希望靠著學校的設立，培養一幫夠水準的記者，好提高報紙的

水平」（成嘉玲，1998，頁 165）。然而在重視新聞專業與新聞道德教

育兩個層面之外，另一強調的重點即是將學校當成是實務訓練場地，即

是學校同時也是報館。學生學習兩個月後，即為報社服務，達到「以工

代學，以學代工」的目的。日後成舍我轉至台灣，在 1956 年又於台北

建立了世界新聞專科職業學校，該校的校訓正如同成舍我早期所開辦的

其他學校一樣仍是「德智兼修、手腦並用」。1988 年報禁解除後，成

舍我又創辦了和上海《立報》同名的《台灣立報》。此時，他已高齡

91。 

參、無政府主義的報業實踐：「非資本主義大眾化」 

一、與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的差異 

對成舍我的報業實踐中產生頗大影響的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是訴

諸科學邏輯論證為主。換言之，新世紀派輕易地將統治自然科學的自然

法則（laws of nature），與被認為是描述了有秩序的、可分析的人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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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自然法（natural law）之間劃上等號，也就是一方面對變革概念的

隨機解釋，另方面卻又使用科學的嚴格性來武裝自己（郭穎頤，1989，

頁 10）。胡適（1977，頁 1-2）就曾概括此種科學受到混用的特點： 

這三十年來，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了無上尊嚴的地

位；無論懂或不懂的人、無論守舊和維新的人，都不敢公然對

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度。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

全國一致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

說，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來，沒有一個自命維新人物的人敢

公然毀謗「科學」。 

其次，把社會進步的原因簡化為人性的改良。因此，認定人性的進化推

動了社會的進化，改造社會的唯一任務，便是推動人性的進化。而推動

人性進化手段，首要方法便在教育（蔣俊、李興芝，1991，頁 91）。

「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更無所謂革命之

預備，即以教育為革命而已。其實則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吳稚

暉，1984，頁 209），教育並不是革命的手段，教育是與改革循環交替

進而將個人人性與社會進步同時推向繁華的高峰（Dirlik, 1991／孫宜學

譯，2006，頁 99）。 

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對教育內容的聚焦在於增進科學知識和宣揚無

政府思想兩個方面。然其最後的論述結果是將無政府思想轉化為一種道

德要求，而科學亦等同道德。道德又簡化為等同人道主義，人道主義則

是通往世界主義的必經之路，因為人道主義是「不受他種社會之囿域而

合於『世界主義』者」（蔡元培，1996b，頁 2）。教育改革的主張一

旦被規範為一種著眼於人性的道德規範之形上哲學時，便容易形成「教

育學術化」（鄒振環，1990，頁 12-16；劉曉，2008，頁 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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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就淺化了其做為變革社會的動力。因之在理論上深化了的改革話

語，只能迴返於精英階層從事專業化的學術論述。7 這就是為何無政府

主義者，在宣揚理念時，多數的刊物只能停留在深度理論論述的雜誌、

書冊樣態上，幾乎很少以近代形式的報紙，做為面向改革社會、教育大

眾的原因。 

對於教育的看法，成舍我在此點上表現顯然相當不同，他不滿當時

無政府主義者只能對知識分子或上層社會高談教育的限制，一開始便以

報刊當作教育大眾的實踐方式。雖然表面上他的報紙是以資本主義及科

學管理方法來組織和管理，但其核心的教育精神則是深受早期無政府主

義對教育看法的影響：面向大眾的教育，而不是精英教育。此種非精英

的教育理念更是明顯表現於他的新聞教育事業上：世界新專標舉的「德

智兼修、手腦並用」、「入太廟，每事問」等原則，顯然是將實務內化

於理論之中，要求學生應採訪、校對、編輯三者技能俱全；這種將報館

視同學校的做法，充分說明他反而更能將早期無政府主義主張的「以工

代學，以學代工」理念，完全運用在報業實務上。 

另外，面向大眾的信念更是他所揭櫫的辦報原則，認為「蓋任何報

紙，無論其主張如何？苟其動機，發於公眾福利之點，則必有若干國

民，為其後援」（成舍我，1930 年 11 月 12 日）。換言之，報紙以群

眾的福利為根本，就不用擔憂政治上的壓迫：「而所謂『中立』、『不

黨』之報紙，在英國反幾至無人問津，社會並不以報紙之盛談政治為可

憎，在總選舉或政治上有某重大問題發生，任何報紙，例須標示其鮮明

確切之見解，初不似吾國報紙，一方面環境壓迫，不能為自由之表白；

一方面報紙自身，亦樂以模棱遊移之說，博『中立』、『不黨』之美

名」（成舍我，1930 年 11 月 21 日）。這說明他認為輿論的建構是必

須面向群眾的，是必須和群眾的真正生活感受相結合；辦報是影響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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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而不是一種大談諸如「中立」、「不黨」等純理論式的知識分

子遊戲而已。 

二、報業的教育實踐與經營策略 

五四時期北大提倡並領導新文化運動的崇高地位，以及蔡元培親自

發起組織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北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1918 年 10 月 14 日成立），北大文科教授徐寶璜出版國人自著的第

一部新聞學著作《新聞學》，無疑都使得成舍我深具改造中國報業的責

任與信心。同時，蔡元培強調新聞事業的巨大意義、論證新聞從業人員

必須具備「特別之經驗」與「廣博的知識」，以及徐寶璜之主張新聞

「在文化運動中，占甚重要的地位」，故應「立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

之輿論」應「謹慎據實直書」，應代表國民輿論而不是黨派利益等

（〈新聞學會成立紀──蔡元培、徐寶璜演講詞〉，1918 年 7 月 6

日），這些對成舍我都產生巨大影響。8 像所有畢業北大的文化人一

樣，成舍我也對大學的意義有極高的估價，認定「大學校是一個文化運

動的中心點」（陳平原，1998，頁 91）。他之設想建立大學，有兩點

值得注意，一是強調「有健全的人才，就是大學校」；一是主張「我以

為國內應該有一個規模宏大的私人大學」（頁 95-96）。對教育事業的

重視，後來反映到他一系列的新聞教育事業的實踐與推動。 

在世界主義的框架底下，成舍我又將李石曾的「互助合作主義」加

以運用。他認為全世界的記者只要能通力合作，注重民眾的需求，那麼

世界和平就距離不遠了。此一世界主義的思想是促使其報業日漸的走向

「大眾化」路線的核心概念──「資本家出錢，專門家辦報，老百姓講

話」（王文彬編，1996，頁 150）。他認為「『報紙大眾化』，這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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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來，近百年間，世界新聞事業，最共同普遍的一個原則」，「報

紙大眾化的潮流，實已彌漫了全世界新聞王國的任何角落。只有我們孤

立自詡的貴國，到現今，所謂『精神食糧』也者，還只在極少數的高等

華人中打圈子，也只有這極少的高等華人，才可以有福享受這種高貴的

食糧。占最大多數的勞苦大眾不但不能瞭解報紙的使命，甚至見著新聞

記者，還要莫名奇妙的問：『恭喜貴行，究竟做的是什麼買賣』」。他

認定的「大眾化」報紙，並非是歐美以獲利為主要目的「資本主義國家

報紙的大眾化」，而是一個「一塊錢看三份報」（《世界日、晚、畫

報》）、「以日銷百萬為目的」，「一元錢看三個月」（《上海立

報》），人人看得起的大眾化的報紙，使「讀報像看戲一樣有趣」（成

舍我，1935 年 9 月 20 日）。 

這種以「大眾化」報紙做為化大眾的工具，說明成舍我堅定的信守

蘊含世界主義價值觀。他認為「中國革命後最重要的最偉大的一件精神

建設，是要儘量多辦人人買得起、看得懂的大眾化報紙」（成舍我，

1938 年 11 月 24 日）。並常對其編輯和記者們說：「只要保證真實，

對社會沒有危害，什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了什麼事，你們不負責

任，打官司、坐牢，歸我去」（張友鸞，1982，頁 3）。因此，他強調

報館的形式，是「一個不具形式的大眾樂園，和大眾學校」，要「準備

為大眾福利而奮鬥」，終極價值是「大眾利益，總應超過任何個人利益

之上」（成舍我，1935 年 9 月 20 日）。同時，對重視報業實踐的成舍

我而言，所謂的大眾並不是抽象理論個別式的大眾，而是在現實生活中

具有不同觀點和興趣的群眾集合。這從成舍我報刊版面的形式設計變化

及副刊的多樣題材選擇，都可以看出報紙要來追求最大多數讀者的企

圖、實踐及手段。這些面向大眾的嘗試正是《世界報系》追求改變與變

化的發展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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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報紙「大眾化」的要求，在成舍我的觀點看來是往大眾走去，

而不是成為資產階級特有的獲利文化產品。正因如此，他以為中國的報

紙有兩點極應改革的缺點：（一）應由特殊階級的讀物，變為全民大眾

的讀物，報紙要向民間去；以及（二）為消除勞資對立，應使報館成為

合作集團（成舍我，1933 年 12 月 14 日）。為達成這目的，首先也就

是要先使自己的報業體系能夠完整建立，成為標杆。 

建立大規模又有影響力的報業體系，又要達成「資本家出錢，專門

家辦報，老百姓講話」的目標，進而又不受資本家左右輿論的干擾，報

業的實踐應採用何種法子？他首先承認沒有辦報資本空有理想，是無法

實踐報刊理念的。但是「報紙的主張和言論，應該完全聽從『民意』，

不能由一二資本家，任意操縱」（成舍我，1931）。關於此點他提出：

「將資本權，言論權劃分」，亦即「資本與主張分離的方法」（成舍

我，1944，頁 21）。先設立董事會，由國家立法，組織一編輯委員

會，資本家得自由延聘委員三分之一外，餘由學術機關、法定民眾團

體，讀者代表選派三分之二。凡主筆編輯之任免，言論方針的制定，皆

由此委員會決定，資方無權干涉。 

接著他又把報刊實踐與建國的目標，兩者結合一體，做為反資本主

義的另一原則（成舍我，1944，頁 21）。報刊實踐與建國的目標，他

以「啟民智」這一舊傳統做為開端，以報紙救國做為手段。認為報紙足

以開發中國最大多數國民的知識，等於是國民教育的工具。而要成為國

民教育的工具，就不得不辦理大眾化的報刊，使人人得以閱讀，得以受

到此一國民教育的陶冶。因此唯有禱祝「大眾化報紙的興起」（成舍

我，1935），那才是國家的根本救星。而對抗資本家操緃的大眾報刊的

另一利器，便是「平價報紙」，人人都看得起的報紙（成舍我，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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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舍我的大眾化報刊實踐，在國民教育與平價報的兩項要素

裡，有其非資本主義的報業實踐理想。他雖然在某種程度承認報業資本

存在的必要，卻認為這種存在只要是在政府（這個政府是民眾認可的政

府）監督認可底下運作，資本家就不至於滲入報業的編輯、采訪、報導

對象，輿論的方向自然會由理想性較高的知識分子所掌握。猶如他初起

對於新文化運動的主張，是必須以書局、大學校、報社三者，做為促成

文化運動的手段。這些手段要獲得實行，必須先取得政府的合作。這種

看似矛盾的主張，就好比新世紀派那種緩進革命的做法，要完成激烈的

變革，一開始不必然要與政府澈底決裂。反而在他的無政府主義觀點

裡，政府此一角色，是可以取之用於解決一些問題。他後來對於國民政

府於 1930 年代的統制新聞，以及抗日時期的報刊主張，仍寄望於由國

民政府領導來完成平價報紙、以及於西北後方廣設報社的主張，都足以

說明他對於政府此一角色，與新世紀派看法的雷同。 

肆、結論 

做為趨向大眾的報刊，在中國的發展有其一定的軌跡。晚清以來

「富強」需求取得合理化的思想位階後，報刊的實踐方式，一直以來便

滲入富強思想的觀點，進而影響其實踐的方式。 

晚清報業環境是以官報系統為主流，報刊此種新式傳播工具透過舊

知識階層與官方的合作整合，承擔著啟民智、宣政令、貫徹富強的企

圖。因此，它的特色仍保有統治階層為主體的要素存在。即便民間報刊

《申報》的創刊詞，嚴正地要區別這種商業化和官方報刊的差異，但是

整體時代的主體性，在富強的位階上、政令的宣示上，其合法性仍是以

官報體系為主流。這就是為何官報的高潮是在 1902 年《北洋官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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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後，能一時蔚為官方風尚，各省爭相辦理官報的主要因素。9 

當結合官方的富強企圖遭遇到潰敗時，知識分子尋求富強企圖的方

向，便是轉向大眾去。轉向大眾是近現代中國異於西方朝向無產階級很

不同的歷史特色。當社會中沒有一支雷同於西方工業化發展方向下的無

產階級，新知識階層本身無力發揮摧毀或對抗舊世界的作用，大眾便成

一支潛在的革命力量。無論是在思想道德批判領域，還是在現實政治的

洪流裡，要形成與舊傳統強大的對立面，大眾幾乎成為唯一的出路（鄭

也夫，2004，頁 24）。二十世紀的大眾化報刊，這種表面以資本主義

形塑報刊，內部卻依然迤邐著富強意涵而展現出來的報刊面貌，自然也

含蘊著富強意圖的基因──「庶政公之輿論」（〈論警部頒發應禁報

律〉，1906 年 10 月 14 日）、啟迪民智等要項。只不過這時的公論訴

求方向，背反於晚清以來由上而下的系統，而是以下層的需求來做為抗

衡上層意志的合性化基礎，也因之近代意義的「輿論」建構被逐漸凸顯

而出。在此一過程裡，做為標舉以巿場為導向、以閱聽眾口味為主體的

報刊，從資本化的角度來檢視時，卻總會發現在其背後滲入了舊有的富

強意涵，及其所深化出來背反於資本市場原則的理想性。10 因之，中國

報刊的大眾化不管呈現的面貌為何，實踐的方法有何差異，都著根於此

一富強的歷史脈絡中，成舍我亦然。但是成舍我的大眾化實踐的不同之

處，即在於以無政府主義做為其思維的底蘊脈絡。 

因此，以建構大眾化報刊的實業家自任，在實踐的過程裡，成舍我

首先架構出以《世界》為名的報刊體系，做為通往平民報紙的橋樑。整

個《世界報系》的實踐框架，我們可以說是一種無政府主義理想的反

射：（一）就整個報系來審視：《世界日、晚、畫報》訴諸於「世界」

之名，做為他擁護無政府主義裡分化支脈世界主義理想的映射。當中的

《世界語》副刊，更是明顯在推動他理念裡民族主義的終極標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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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義；南京《民生報》則在政治高度影響下，轉而高舉《村治》的理

想，標示在副刊刊頭裡，反應出成舍我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延續性；上海

《立報》則以群眾做為主體閱聽眾，認定變革社會的力量，來自於民

間；（二）新聞教育的構想：首創「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入太

廟，每事問」創校校訓，顯然是實務重於理論的實踐方式，類似於「以

工代學，以學代工」的教育策略，這點無疑是承襲自工讀主義而來；以

及（三）大眾化報刊裡的反資本主義特質：以平價報刊做為報紙策略，

是整體《世界報系》的一貫特色（成舍我，1943）。 

成舍我雖然承認報業有其資本的需求，但那只是部份需求，這種需

求是需要被監督的，由誰來監督？要由國民認可的政府來監督，達到輿

論權與所有權的分權目標，真正的輿論才能得以建構。為能達到真正輿

論的建構，推動平民百姓教育是必要的過程，因之一種人人都能買得起

的平價報紙，便成為成舍我推動百姓教育的手段，也是他構建大眾化報

刊的終極目的。成舍我深受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民初「新世紀

派」無政府主義強調信任個人道德良知，同時又主張教育是喚醒良知的

最重要手段。成舍我的報刊思想及報業實踐，可說是新世紀派無政府主

義思想在當時既存的現實環境下最具實踐性格的展現。 

註釋 

1 關於這兩份刊物，《北京大學日刊》主要是以報導校方活動為主，創刊於 1918
年；同年 11 月創辦《北京大學月刊》。該刊的創辦依蔡元培說法是肇因於《日

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校內通告所占，不能載長篇學說，於是有《月刊》之計

畫（北京大學編，1918）；《北京大學學生周刊》則以無政府主義團體「共進

社」為基礎，主要是面向學生的刊物，由北京大學學生會主辦，創刊於 1920 年

（北京大學學生會編，1920）。黃凌霜與朱謙之關於討論無政府主義的文章，

另結集於《無政府主義在中國》一書，目前收錄有 7 號、9 號、10 號（高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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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1984）。 
2 1922 年 10 月蔡元培辭去北大學長一職後，於隔年便轉任「北京世界語專門學

校」校長，校董事有吳稚暉、李石曾等「新世紀派」成員。該校分為兩學制：

專門部和師範部，所附課表裡，兩部學生皆將「世界語」訂為必修學科（《北

京大學日刊》，1923 年 7 月 21 日）。 
3 對有關無政府主義裡世界主義的目標，蔡元培早於 1912 年曾於巴黎「世界社」

定位問題，提出了〈世界觀與人生觀〉兩者之間基本的哲學論說（蔡元培，

1996a，頁 14-18）。 
4 據徐善廣和柳劍平的統計，自 1902 年到 1927 年中國由無政府主義者所創辦的

刊物裡，總數約有 232 種裡：其中雜誌類有 157 種；書冊類有 70 種，報刊類僅

有 5 種，分別為 1912 年漢口的《大江報》，1919 年菲律賓的《平民日報》，

1923 年成都的《十二新聞》，四川的《國民新聞》，緬甸的《仰光日報》。見

〈中國無政府主義書刊一覽表〉（徐廣善、柳劍平，1989，頁 318-338）。 
5 有關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史料部份：可參見中國現代哲學史資料選編委員

會（編）（1984），《無政府主義思想資料選輯》（上、下冊）；高軍（等

編）（1984），《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通史部份：徐善廣、柳劍平（1989），

《中國無政府主義史》；路哲（1990），《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稿》；蔣俊、李

興芝（1991），《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理論論述：嵯峨隆（1994），

《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Dirlik（1991／孫宜學譯，2006），《中國革

命中的無政府主義》。 
6 《世界報系》「世界」一名的由來，由於《世界晚報》和《世界日報》創刊

號，在詳查北京國家圖書館館藏、上海圖書館報刊館藏，以及南京第二檔案館

的報刊，皆無所獲。因此，無法從其創刊號宣言文件裡去詳查核實。 
7 此一「教育學術化」反應在李石曾和蔡元培後期的見解上，兩人同時都邁入學

術深化的領域，蔡所主持的北方中央研究院，李則主持北平研究院，兩者分庭

抗禮。事實上，新世紀派這種學術化傾向，在其主張專業化的內容上，早已埋

下伏筆。例如推動「世界語運動」，以及「世界學典運動」（百科全書運

動）。 
8 成舍我在北大時期曾提出將「書局、報館、大學校」做為實踐文化運動的三個

重要支柱的想法，此點與徐寶璜的主張類似，乃將報業視為是一種文化運動的

手段。他認為文化運動要推展成功，「必須有大規模的組織，必須設書局、報

館、大學校」（成舍我，1920 年 8 月 3 日）。 
9 1872 年《申報》曾刊載了〈邸報別於新報論〉，對比了「邸報」、「新報」兩

種媒介的特徵，並指出「邸報」只錄朝廷政事，而「新報」則要兼及閭里瑣

聞，要為農工商賈們喜愛，「邸報之作成於上，而新報之作成於下」（〈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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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新報論〉，1872 年 7 月 23 日）。 
10 這種理想性，反映於報刊實踐上，我們可以看出民國多數的報刊，在巿場化機

制運作底下，並不全然拋棄原初的理想性原則。換言之，許多報刊在求生存的

巿場化背後，仍保有救國理想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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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he-wo and Chinese Anarchism 
 

Lu-cie Cheng, Chih-Hung Tang, & Ming-Che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an ideological tradition 

long neglected in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Chinese anarchism.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Cheng She-wo’s social network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 normally led us to suspect the New Era anarchists may have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him than the liberalism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t has 

been noticed that most anarchists’ journalism practices concentrated in the 

forms of monographs, magazines, journals, and pamphlets; however, Cheng 

She-wo chose newspapers as the vehicle to reach the public. Cheng’s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interests as the foundation for newspapers 

hastened his adoption of ‘massification’ as his newspapers’ direction, and his 

demand for massification was to engage the masses in newspapers, not to 

create a product solel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bourgeoisie. It is claimed 

in this paper that Chinese anarchism was not a small part to form Cheng’s 

journalism views and practices, especially his ideas and practices of 

newspapers’ ‘massification’. 

Keywords: Cheng She-wo, Chinese anarchism, journalism history, m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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