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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書生辦報」是區別於黨人辦報與商人辦報之外，具有中

國本土意義的辦報樣態。「書生辦報」的精神在中國歷史上可

謂源遠流長，在近代中國也有著特殊的階段性「呈現」。本文

梳理了「書生辦報」的導端、轉折、復興、高潮、尾聲及退場

的歷史軌跡，並闡釋了其何以如此「呈現」的外在及內在動

因。此外，「書生辦報」希冀以言論干政，貴在敢言，並保持

身份超然，以延續體現共性，以演進昭示不同，立體地詮釋著

具有中國獨特內涵的辦報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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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基本概念 

與西方新聞史上主流的「商人辦報」和「黨人辦報」不同，中國新

聞史上還出現過「書生辦報」。1 一方面由於西方人對中國的「書生辦

報」感到無法理解，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書生辦報」的汙名化，這

個概念顯得撲朔迷離。 

就前者而言，上世紀 50 年代移居美國的梁厚甫先生曾說過：「美

國人對大公報的看法，與中國人的看法是兩碼事。……大公報是文人辦

的報紙，在美國是少見，甚至是沒有的。美國人對大公報，雖然敬佩，

但認為，這是你們的呆勁，我們卻不敢苟同」（梁厚甫，1991，頁 328-

329）。西方人對中國的「書生辦報」不能理解，是他們的文化傳統使

然，我們不可強求。如梁厚甫所言：美國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

文化傳統，也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的讀書人群，

有朝一日，如果美國也像中國一般，遭逢國難，美國就不可能有一張像

大公報的報紙（梁厚甫，1991，頁 328-329）。 

就後者而論，1957 年和 1958 年毛澤東兩次對鄧拓和《人民日報》

進行嚴厲批評時，指斥鄧拓是「書生辦報」，並把「書生辦報」與「死

人辦報」等同。由此，「書生辦報」不僅成為插在鄧拓頭上的一根死

標，而且那番話也給「書生辦報」判了死刑。這一歷史情境儼然成為

「書生辦報」誕生的天然語境，以致後人但凡提到「書生辦報」，往往

把發明權授予了毛澤東，並將它作為與毛在同時期提出的「政治家辦

報」相對的概念。毛澤東是個「集中主義」政治家，「集中主義」政治

家的特質使得他大權在握後不僅不贊成以干政為己任的「書生辦報」，

而且討厭「書生辦報」主體的「迂」與「直」（吳廷俊、陽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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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就像毛澤東口中的「政治家辦報」不是新聞史上實際存在的

「政治家辦報」一樣，2 毛澤東斥責的「書生辦報」也不是中國新聞史

上實際存在的「書生辦報」。如何評價毛澤東對「書生辦報」的理解和

態度，不是本文的任務。本文只是試圖從學術研究的角度，對中國新聞

史上的「書生辦報」進行一番歷史考察，為今後的相關研究做點基礎性

的貢獻。 

要客觀看待和正確評價中國新聞史上的「書生辦報」，首先有必要

對「書生」這個概念做一個簡要的界定。書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概

念，在《辭源》裡指舊時的讀書人，並且多指儒生或者傳統文人。書生

的原始形態與「士」有著極大的重合，儒生讀書的最終目的也是要通過

科舉考試進入體制內，來完成社會學意義的「晉升」。這種晉升管道的

「唯一性」在 19 世紀後期被打破，如有學者所陳，「在科舉廢除之

前，日益擴大的科舉規模已經造成了大量過剩的功名人士，而洋務運動

和軍事地方化所帶來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恰恰給這些無法向傳統仕途

發展的讀書人以新的拓展空間」（許紀霖，2011，頁 5）。1905 年科舉

制度廢除後，讀書人的上升性變動取向從根本上改變，士的社會來源被

切斷，新教育制度培養出的已是社會上的「自由浮動」的現代知識份子

（羅志田，2005，頁 128）。必須指出，中國早期知識份子或在本國進

洋務學堂，或出國留學直接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之前已經接受傳統文化的

教育，有些就是傳統的「士」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後直接轉化過來的，所

以，他們是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的雙孕產兒，故此，我們稱之為新

書生。新書生既繼承了傳統儒生所固有的精神傳統，又有著近代知識份

子的追求。當然，身份的轉化並非意味著心態和行為上的徹底改變。就

如羅志田先生（2005，頁 134）所指出，早期知識份子的行為和心態上

時見「士」的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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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生在精神氣質上，與知識份子有相通之處，3 卻並不能簡單將

兩者等同。西方學術界一般肯定知識份子的「公共性」，他們認為知識

份子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評政治社會為職志（余英時，2004，頁

101）。 

本文之所以使用書生而沒有簡單借用知識份子的概念，一方面因為

知識份子界定本身未能統一，4 不同的話語脈絡規定著不同的界定意

涵；5 另一方面，使用書生這個中國獨有的概念，是想以此來顯示「書

生辦報」獨特的中國式意義。筆者所要探討的對象是「書生辦報」，因

此關注點則是與中國報刊的建制化、規模化共同成長的新式書生。下文

中若不特殊交代，所言的書生即指新式書生。而且這裡談的新式書生不

僅僅指涉代際的劃分，更是在一個類型上強調了其獨立於權勢網路的

「性格」。我們所謂的「書生辦報」並非社會分工視野下的職業報人辦

報，辦報於書生而言，可以是主業，也可能是副業，這些書生們或寄身

於報刊出版機構或大學，但辦報的指向都在於發言論事，以言論報國，

而非謀取一人一黨一派之私利。「書生辦報」的發言主體在身份的隸屬

中，非黨，他們儘管關心政治，有著相應的政治理想與政治立場，但是

沒有進入體制內，成為政府一員，也沒有隸屬某一個政黨，而是保持草

根的身份；他們也非商人，辦報也可能會考慮到營業的問題，但僅以此

來維持報紙的正常運作，營業而不營利。發言論事的目的是為了通過輿

論干政，裨益國事，但意又不在革命，意在改革，意在建設。發言論事

的位置處在民間，在體制之外，秉持公心，6 為民眾代言。 

在這個起點之上，我們勢必追問，「書生辦報」在中國近代歷史上

究竟如何呈現？何以如此呈現？分佈於不同階段的「書生辦報」生長在

怎樣的社會空間之中？「書生辦報」的歷史為中國報刊史留下了何種光

輝並且獨特的印記？引發我們追溯這段歷史，探尋這些印記的終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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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 

貳、「書生辦報」階段性呈現 

「書生辦報」的精神在中國歷史上可謂是源遠流長。御史和諫官作

為制度化的批判者，是中國傳統政治制度構建中的一部分（余英時，

2004，頁 14）。作為「言官」的他們採用「建言」的方式，為國家維

持政治的良性運轉（Lin, 1936／劉小磊譯，2008，頁 63）。區別於官方

的「言路」，「清議」是非居權力中樞的士人干預朝廷政治的言論形

式，作為一種由士人（已仕與未仕之士）議論構成的言論場，被界定為

士人經由言論實施政治參與、干預的傳統形式（趙園，1999，頁 209-

210）。這種悠久的議政精神，在適當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便會再度

開花結果（Lin, 1936／劉小磊譯，2008，頁 79）。 

可以說「書生辦報」便是這種精神在近代中國產生的果實。「書生

辦報」的階段性呈現，是中國書生的儒家情懷與不同的時代「語境」互

動的結果。就時間脈絡而言，從 1874 年 1 月《循環日報》的創辦到

1948 年 12 月《觀察》週刊被查封，「書生辦報」的歷史延綿了 75

年，大致上分為四個時期。 

一、導端—「日報立言‧建言資政」 

清廷滅亡之前的 60 年中，在列強的武力威逼和不平等條約的勒索

之下，中國一步一步地走入了災難的深淵。與這種危機同時出現的，恰

恰是「西方對華的改造和影響的新發展」（Fairbank, 1980／中國社會科

學院研究所譯，1985，頁 272）。在西學東漸的過程當中，如桑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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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最先接觸和接納西方文化的，並不是主觀上對西學西藝有所認識

的開明士紳，而是外國商人教士足跡所至的沿海口岸地區的凡夫俗子

（桑兵，2007，頁 23-24）。 

這其中，王韜可被視為最典型的代表。 

「他可能是現代第一個既受過中國經典訓練，又在西方度過一段有

意義時光的中國學者」（Cohen, 1974／雷頤、羅檢秋譯，1998，頁

65），柯文（Cohen）如是說。作為一個轉型人物，王韜從小浸淫儒家

的薰陶，立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儒家的經世之用為己任。早

年於上海墨海書館任職期間，對時局極為關注的王韜就曾多次上書清政

府地方當局，獻「禦戎」、「和戎」、「平賊」等策，可以說是身處洋

場，目注魏闕，每見大吏，即行獻策（朱維錚，1996，頁 99）。但是

因為其名微位低，這些建議並未得到當局的重視。後因上書太平天國而

獲罪清廷，遂避走香港。居港後，協助英籍傳教士理雅格將中國的經書

譯成英文，並隨理雅格遊歷歐洲，對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政治制度有了較

為充分的瞭解。在英國時，王韜多次去下議院旁聽其開會議政，對英國

的「士庶」可以和「宰輔公侯」齊聚一堂，公開研討大政重務，而且

「參酌可否，剖析是非」，不勝羡慕（張育仁，2002，頁 74）。 

有研究指出，這對他新的職業準備起了重要作用，就在此時，王韜

決定以寫作為生，決定以辦報為業（Cohen, 1974／雷頤、羅檢秋譯，

1998，頁 70）。而事實上王韜參與傳播事業，很大部分是出於現實因

素的考慮。賴光臨先生就將王韜的辦報動機定為「維生計」、「求自

見」與「謀自強」（賴光臨，1980，頁 118-120）。彼時，理雅格退休

回國，他的經濟來源無法保障。而王韜在以下這段話中也表達了當時的

心態：「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北闕，每思熟刺外事，宣揚國威。日報

立言，義切尊王，記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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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素志，如是而已」（王韜，1959，頁 206）。王韜的志向始終是向上

建言，期以建立功業。在王韜眼中，新報「指陳時事，舉其利弊，不過

欲當局者採擇而已。」（王韜，1999b，頁 15）。在《循環日報》中，

王韜評論時政，宣傳變法自強，這其中很多文章都有著與諫言類似的

「表達」。有論者評價：「王韜是一位上書論政的政論家，刊登在報紙

上的政論文章可視作他上書論政的副產品，因此也可把他的報刊政論文

稱為『上書體政論』。」（邵志擇，2012，頁 103） 

在《循環日報》創辦之前，中國近代中文報業經歷了從宗教月刊時

期到「新報」萌芽與成長期的過渡（卓南生，2002，頁 205）。傳教士

創辦的報刊重在闡明宗教教義，宣揚西方文明，提供新聞與貿易行情。

這些傳播管道在許多方面仍有許多開創性的影響力，而受其影響的對象

往往是社會階層中的邊緣人（李仁淵，2005，頁 38）。在香港和上海

創辦的新報則以報導商情為主，其實際影響力亦局限在一個比較小的範

圍內。在《循環日報》中，王韜將上書建言這種傳統參與政治的方式轉

化為與現代報刊上的政論文章，開創了儒家知識份子與現代報刊結合的

嘗試（邵志擇，2012，頁 86-87）。 

「在兩千年漫長的歷史中，儒家文化一直承擔著意識形態在社會行

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人類歷史上最古老而完備的意識形態。」（金

觀濤、劉青峰，2011b，頁 13）。以倫理道德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有

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強烈的政治色彩，可以被稱為以政治為本位的淑

世精神。這種淑世精神主要來自傳統儒家的經世思想，認為讀書人更應

該有一份顧炎武所謂的「救世」情懷，投身政治，以改造污濁沉淪的世

界。所以，書生比其他階層的人更有一種深沉的歷史責任感和政治使命

感。 

與傳統儒生相比，新書生在知識結構、活動空間以及身份職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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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大改變，表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他們不再以「入仕」作為實現人

生價值的唯一途徑。即使在野，他們仍然以「弘道」為職責，這種

「道」是一種所謂的知識份子的良心（余英時，1997，頁 123-124）。

帶有明顯儒家色彩的書生們在社會危機的時代總是要用他們的「道」來

「撥亂反正」，來「綱紀世界」（余英時，1997，頁 126）。 

儒家傳統「學而優則仕」的功利觀在王韜身上同樣有著很強烈的印

跡，他給太平軍的上書就是想給自己以後的政治生涯尋求一次機會。他

到上海以後，還回鄉參加過科舉考試。由此可見他的儒學功名之心一直

未泯。而後來西學的衝擊，使他感到中西文明的強烈反差。西遊歐洲的

經歷，使王韜的世界觀有了相當大的轉變，但是「淑世」情懷一直沒有

減弱，他創辦報刊，撰寫政論推進改革，其旨依然在於對當政者的建

議。 

晚年公開的《韜園老民自傳》，王韜自己對後人重視的西學傳播事

業以及與西人的交往則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在王韜心目中，辦報可能

僅僅是他人生追求中的一個「插曲」。儘管這個「插曲」最終被證明是

中國近代國人自辦報業的拓荒之舉，王韜本人也在—定程度上從這個

「插曲」中受惠，但他對於自己辦報活動的認同度並不高（樊亞平，

2011，頁 40-62）。然而，在晚清朝野人士「自改革」（朱維錚，

1993）的籲求中，他畢竟以報刊政論開闢了一條「發言新途徑」，這種

「途徑」完全不同於上書對於官員的「依附」，終成為「書生辦報」的

導端。 

二、轉折—「嚮導國民‧批評監督」 

剛剛步入發展道路的「書生辦報」，在各種機緣中即面臨著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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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的轉折，蘊含於兩個方面，其一指剛剛萌芽的「書生辦報」從主體

上向「黨人辦報」轉型，另一個方面是指「書生辦報」內在理路中由建

言轉向監督。 

先來談談前者。呂思勉曾經回憶道：「餘年十一，歲在甲午，而中

日之戰起，國蹙師熸，刨深痛巨；海內士夫，始群起而謀改革。於是新

書新報，日增月盛。」（呂思勉，1995，頁 373）據統計，1895 年中國

報刊共有 15 家，1895-1898 三年間，數目增加到 60 家，1913 年是 487

家（張顥，2006，頁 135）。以 1895 年為始，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

敗，國人憤而覺醒，導致一大批鼓吹激進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報刊出

現。聚集了當時最為進步的維新人士的《時務報》「是一份始終堅持以

『變法自強』為宗旨，而在組織上又不隸屬於任何政治派別的民辦政論

報刊」（閭小波，1995，頁 57）。與之遙相呼應的在天津創辦的《國

聞報》，乃至在湖南出版的《湘報》，都可以視為在野的維新人士宣揚

變法的陣地。他們在求「上下通」、「中外通」的主張中詮釋著政治變

革的要義，以期裨益國家。在辦報取向上，這個時期的維新報人依然屬

於向上建言性質，是在既有的權力框架之內謀求報館之有益於國事。然

而，轟轟烈烈的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建言當道」已經不再可能，

梁啟超等人流亡海外，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開始新事業。

由於形勢發生變化，這些報刊宗旨也隨之發生變化。前者被梁公界定為

從「黨報」到「國報」的過渡（梁啟超，1999，頁 45），《新民叢

報》開始真正擔任起類似黨報的職責，《新民叢報》與《民報》的論

戰，正式拉開了「黨人辦報」的序幕。剛剛萌芽的「書生辦報」即在主

體上開始向「黨人辦報」轉型。 

何以如此？ 

有學者談到：康梁們「以報先通耳目，而後可以舉會」的辦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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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是中國新聞史上把辦報和組黨結合起來的第一聲（馬光仁，1996，

頁 112）。恰如李仁淵先生（2005，頁 112）所注意到，這種學會與媒

體結合的「機關報」模式，在形式上顯然模仿了傳教士機構廣學會與

《萬國公報》之間的關係。廣學會對中國的社會精英的影響程度是 19

世紀 60 年代大規模傳教活動在中國開始以來所未曾有過的。首先，作

為一個兼有知識和政治目標的自願聯合機構，對有意於改革的許多文人

來說，廣學會提供了一種組織的樣板。其次，廣學會的知識影響體現在

它的數量很大、內容多樣的論述西學和世界新近形勢的譯著中。在廣學

會的出版物中，最流行的是《萬國公報》，它為 19 世紀 90 年代後期將

要出現的、新型的社會政治性的中國報業樹立了榜樣（Fairbank, 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譯，1985，頁 276）。 

由廣學會傳播的西政、西學，康梁等人在政治流亡中所接觸到的民

主思想、政黨理念，以及清廷於 1906 年後開始的立憲活動，都為晚清

朋黨類的「會」、「學會」逐漸轉向嚴格意義上的政黨提供了可能的條

件，而曾經的學會加報刊的「機關報」形式，也逐漸轉變為「黨人報

刊」。 

接下來，再來言及「書生辦報」內在理路的轉折。在「書生辦報」

主體轉變之時，依然有一份堅守「書生辦報」理念的報紙鵲起中國，此

即英斂之 1902 年創辦的《大公報》。英斂之主持下的《大公報》，其

立場之鮮明，言辭之銳利，在當時報界獨樹一幟，不僅為創刊之初的

《大公報》贏得了聲譽，也為其以後的發展做出了表率。英斂之本是滿

洲正紅旗人，卻出身微寒。早年習武，因感「此等伎倆，見遺於社會，

無補於身家，遂棄之。弱冠後知耽文學」（英斂之，1907），青年時代

開始信天主教。雖然他的出身「非漢非儒」，儒家學說對於他來說雖不

是「先驗的文化沉澱」，卻由「自學而成」，因此「不論文章信劄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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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老子、莊子的思想觀點隨手拈來」，表現出對儒學的認同

和其在傳統文化方面很好的素養（杜新艷，2009，頁 172-173）。在

1899 年以後的英君的日記中，多處可見其購買、閱讀、散發各種「新

政」書籍的記錄。這其中，英斂之對於好友何啓、胡禮垣的《新政真

詮》（何啓、胡禮垣，1994）接觸最多，不僅幫助他們多次校對書樣，

還協助其在內地刊印。可以想見新派思想家所論及的西方的國民參政觀

念，提倡的議會制會對英斂之產生不同程度的影響。 

英斂之談到《大公報》創辦宗旨時說：報之宗旨在於「開風氣，牖

民智，抱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希冀「風移俗易，國富民強，

物無災苦，人有樂康」（英斂之，1902 年 6 月 17 日）。在〈原報〉一

文中，他悉數列舉它國報館之發達，一方面藉以突出中國報館之少，另

一方面則勾連報館多寡與人民智愚，以及國家之強盛之間的關係（英斂

之，1902 年 6 月 22 日）。不難看出，辦報—開風氣—富強國家，在英

斂之的思維中構成了一個非常清晰的邏輯鏈條。 

英君這樣自認：「夫報紙也，國民之耳目，社會之同聲也。善者則

政府監督，國民嚮導，為人群豪傑」（英斂之，1910，頁 172-173）。

由此，報館對於國家「忠告之，利導之」的職責最終指向國富民強。而

所循之「泰西公例」，即不單純指辦報的方式，更不單純指增智識的歐

美學術，而是及於報館與國家之前的關係，乃至西方的民主思想。英斂

之雖然堅守書生辦報的理念，但英斂之時期的《大公報》，不再在建言

的向度上發論，其旨要轉為批判，矛頭直指清政府的當權者（慈禧太

后）以及當時黑暗的官場和官僚體系，致使「書生辦報」自身的理路由

此開始有了轉折，向上建言的取向中斷，批評監督的取向開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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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興—「書生議政‧監督政黨」 

隨著清王朝的崩潰，英氏的君主立憲的理想和「普遍王權」同時覆

滅。「書生辦報」中已生成的「監督」取向也逐漸走向沉寂，直至新文

化運動到來以後，開始復興。 

雖然辛亥革命結束了統治中國長達兩千年之久的封建帝制，建立起

中華民國，然而民主新秩序並沒有建立起來。白魯恂（Lucian Pye）曾

用「共和幻想」（phantom republic）描繪革命光輝的式微，揭示出中華

民國不僅未能重建社會秩序，反倒加速了社會整合的危機（Pye, 1968；

轉引自章清，2007）。面對封建復辟和軍閥混戰的局面，新文化精英在

思考深層次問題。恰如有研究者所觀察：「1915 年以後，中國出現了

一股很奇怪的潮流，那些原本熱衷於政治的領袖人物紛紛放下原有工

作，專心去從事文化的思考」（金觀濤、劉青峰，2011a，頁 181）。在

這樣的背景下，一批以改造國民性為鵠的「啟蒙報刊」創辦起來。新文

化運動的精英們原本有志於政治，他們返歸思想界，只是想為政治革命

做點「補課」的事情。陳獨秀說，「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

稍減……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倫理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不黑幕

層張，垢汙深積……」（陳獨秀，1922，頁 137-139）。他認為，「欲

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需辦雜誌」（任建

樹，1991，頁 103）。陳獨秀、李大釗、胡適等創辦的「啟蒙報刊」秉

持公心，探索著那個時代的主題，成為全國的輿論中心，預示「書生辦

報」的復興。 

雖然啟蒙報刊多關注思想領域的變革，強調與實際政治的無涉，但

「救亡圖存」的形勢使這類報刊很快出現了分化，一部分又一次向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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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的轉化，一部分沿著「書生辦報」路徑發展，並把它推向一個新層

面，胡適創辦《努力週報》（1922.5-1923.10，共 75 期）便是其中最傑

出的代表。 

作為新學與中學的混血兒胡適，可以稱得上中國現代知識份子的開

山元老。他既在幼時誦讀過「四書」、「五經」，又同時有飄洋過海留

學域外的經歷。他在理念層次上有西方學者那種「為學問而學問」的境

界，在心態層次上卻與絕大多數近代中國知識份子一樣，鐫刻著儒家實

用理性的深刻印痕。儒家經世致用的心理，不僅與價值觀念系統中「為

學問而學問」的治學宗旨發生了矛盾，而且也使他曾經下定的「二十年

不談政治」的人生態度在 20 世紀 20 年代改變了方向。 

1917 年 7 月，胡適從美國留學歸國，目睹了「出版界的孤陋」、

「教育界的沉寂」，於是「打定二十年不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

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在此影響下，無論是加入《新

青年》還是替《每周評論》寫稿，胡適始終保持對政治的低調。直到

1919 年 6 月，陳獨秀被捕，1919 年 8 月，《每周評論》被北洋政府封

禁，民主共和成為泡影，通向建立社會秩序的法治道路被否定。在腐朽

的現實政治和虛妄的輿論界的刺激之下，胡適忍不住談政治的產物《努

力週報》於 1922 年 5 月 7 日問世，自此拉開了他書生議政大幕，「書

生辦報」的復興也真正開始。 

胡適將政論家分為「服從政黨」、「表率政黨」、「監督政黨」三

類，在其中，他最為推崇是「監督政黨的政論家」，認為「他們是『超

然』的，獨立的，他們只認社會國家，不認黨派」。在胡適看來，社會

上必須要有一派超然的政論。「不但立於一黨一派之上，並且立於各黨

各派之上，做他們的調解、評判與監督。這種獨立的政論家，越多越有

益，越發達越好」，因為「若沒有一派超然的政論家做評判調解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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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內便只有水火的黨見」。由此，這種超然政論家的責任： 

還不止於評判與調整，他們是全國的觀察台、斥侯隊。他們研

究事實，觀察時勢，提出重要的主張，造成輿論的要求，使國中的

政黨起初不采他，最後不能不採用他。他們身在政黨之外，而眼光

注射全國的福利，而影響常在各政黨的政策（胡適，1922 年 6 月 4

日）。 

這不僅是胡適個人的心聲，也是聚集於《努力週報》同人們的心

聲。在軍閥混戰的政治格局中，《努力週報》同人的政治要求在於重建

社會秩序。在他們心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

關，於是「干預政治和主持正義的責任必定落在知識階層的肩膀上」

（胡適，1923 年 1 月 21 日）。胡適與他的同道正是在一個毫無秩序可

言的社會裡，提倡「好人政府」，期望通過輿論呼籲來干預政治，監督

並引導政治走出泥潭。 

「書生辦報」在這一時期復興並發展，一方面因應於啟蒙思想大潮

中的「雜誌熱」；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一時期新書生的主體由新學堂培養

而出，多有海外留學經歷，他們對西方文明有著比英斂之們更深刻的了

解。更寬闊的視野和胸襟使得這些書生們突破地緣、學緣、省界，開始

了基於「思想認同」的聚集（章清，2004，頁 32-33）。除此之外，言

論界自由度的擴大，也是其重要原因。儘管北洋時期的政治環境不良，

「與其他時期比較，新聞界仍是享有較多自由」（張玉法，1994，頁

329）。論者給出了以下的闡釋：第一、上海、天津、漢口等地有租

界，在租界內所辦的報刊，其言論雖為政府所不喜，因為法權不及，很

難禁止，僅能在郵寄方面加以檢查。其二、各派軍人各有地盤，在甲地

盤之報刊，對乙地盤的政治加以批評，乙地盤的當道無從干涉。其三、

當時軍人當政，忽視文化思想問題，傳佈思想、學說的文章，只要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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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批評（自己地盤的）政治，很少受到禁止（張玉法，1994，頁

327）。 

儘管《努力週報》在走完一年半的歷程之後，宣佈停刊，但「書生

辦報」非但沒有就此沉寂，而且很快步入了高潮。 

四、高潮—「文人干政‧援助政府」 

1926 年至 1945 年為「書生辦報」的高潮期。這一時期，「書生辦

報」的高潮在兩個緯度上體現：一個是胡適等人創辦的自由報刊，一個

是胡政之、張季鸞及其新記《大公報》。 

雖然《努力週報》失敗了，但是胡適的干政理想並沒有破滅，只要

有機會，他都希望能盡一已之力。於是，《新月》月刊（1928-1932，

共四卷 7 期）、《獨立評論》（1932-1937，共 244 期）等一個一個創

辦起來。借助於這些刊物，胡適延續了上個時期「書生辦報」的精神，

成為這個時期自由知識份子論政中心。 

《新月》月刊編輯人員由五人共同負責，胡適儘管不列名，但事實

上是雜誌的領銜人物。聚集於《新月》旗下的同人，面對的是一個統一

的新政權。當政權建立不再成為首要問題，他們對於如何建立一個完善

的國家，尤為關切。同時還承襲了以往對「秩序」與「好人」的重視，

思慮在建立秩序的情形下，知識份子如何在這個政權裡發揮相應的作用

（章清，2004，頁 150-152）。 

在這個時期，建立民主政治，實現思想言論出版自由，成為《新

月》同人對新政權最基本的願望。用他們的話說就是：「一是要想盡我

們的微薄能力，以中國國民的資格，對於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

和積極的討論，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點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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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引起國內的學者注意國家社會的問題，大家起來做政府和政黨的指

導監督。」（章清，2004，頁 153）作為《努力》時「好人政治」的翻

版，《新月》同樣著力鼓吹專家政治。他們的態度依然在於「修正」：

「我們不問誰在臺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

救得一弊是一弊」（胡適，2001，頁 448-449）。這一時期，有刊登於

上海《民報》的文章稱「中國目前三個思想鼎足而立：（1）共產；

（2）《新月》派；（3）三民主義（羅隆基，1979，頁 64）。這種說

法是否言過其實，不宜妄下結論。但從上海《民國日報》連篇累牘對胡

適等人的言論進行的反擊，以及國民黨各級黨部也迅速作出的要懲辦胡

適、查禁《新月》的反應來看，《新月》在當時的思想界必定產生了不

可低估的作用（章清，2004，頁 167-168）。 

「九‧一八」以後，中國朝野陷入「國難時期」。《獨立評論》的

創辦，是胡適等自詡為「亂世飯桶」的書生們，在那不知如何的局勢

裡，「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力的一件工作」（胡適，1932 年 5

月 22 日）。如果說《努力週報》和《新月》的創刊，意味著自由知識

份子對於建立基本秩序，以及對於如何將一個建立基本秩序的社會納入

有序軌道，表示了特別的關注，那麼，《獨立評論》則是在一個更為特

殊的時空格局—國難來臨之時，重新聚集起來的自由知識份子關注時

局，思考如何度過國家的危機（章清，2004，頁 170）。 

胡適對於《獨立評論》中的「獨立」二字有著這樣的闡釋：「我們

叫這個刊物為《獨立評論》，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立的精

神。不依傍任何黨派，不迷信任何成見，用負責的言論來發表我們各人

思考的結果：這是獨立的精神」（胡適，1932 年 5 月 22 日）。 

有論者將這種對「獨立精神」的追求，視作這些自由知識份子準備

從「邊緣」走向「中心」時所打出的旗幟（張太原，2006，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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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論他們是否真正走到了「中心」，《獨立評論》社會影響力之存在

即是個不爭的事實。《獨立評論》創刊到四周年時，發行量已增至每期

一萬三千份。讀者從地域上分佈全國各地，範圍上也涵蓋社會上的各個

階層（張太原，2008，頁 128-132）。美國學者費正清（Fairbank）甚至

「把它當作教科書來鑽研」（Fairbank, 1982／陸惠勤譯，1992，頁

47）。對於《獨立評論》來說，其最主要的努力自然是通過宣揚自己的

意見，來影響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儘管，它多次遭到地方當局的查禁，

但畢竟對於國民黨中央政府也產生了不少正面的影響。比如在教育方

面，不但影響了國民黨一些政策的制定，而且修正了具體政策實施過程

中的一些偏頗（張太原，2008，頁 136-141）。 

在自由報刊之外，胡政之、張季鸞及其新記《大公報》是「書生辦

報」在另一個緯度上成功的典範。新記《大公報》繼承了英斂之「書生

辦報」的傳統，並且發展至新的高度，其主要標誌是該報 1926 年 9 月

1 日續刊之時，所提出的「不黨、不賣、不私、不盲」。此八字方針一

方面繼承了英斂之先生「大公」精神；另一方面也蘊含了他們在數次辦

報挫折後，對於報紙獨立發言更深層次的理解（王詠梅，2009）。1939

年，《大公報》自豪地寫道：「本報是民營事業，不受公家津貼，同人

等皆願終生為報人，不兼公職，不受外給，故本報雖有相當長之歷史，

而始終為書生事業。但願此報能與國家同休戚，威利不足以動本報的精

神，艱險窮困不足擾同人之心志」（〈報人宣誓〉，1939 年 4 月 15

日）。作為一份政治類的報紙，《大公報》與現實政治發生著密切的關

聯，尤其在抗日戰爭打響以後，聲明作為「全國新聞言論界之老兵弱

卒，願為民族生存之大問題而隨同奮鬥」（張季鸞，1947c，附錄頁

6）。故此，新記《大公報》不為黨派所利用，不以報紙謀私利，不屈

權貴，不媚世俗，用自己的腦袋想問題，用自己的嘴巴說話，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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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寫文章，在每個關鍵時刻，對每個重大問題都敢發表意見，其中不乏

真知灼見，成為名重一時的輿論重鎮。在出版一萬號紀念刊上，胡適讚

揚《大公報》是「中國最好的報紙」，並希望其爭取在「世界最好的報

紙之中占一個榮譽的地位」（胡適，1930 年 5 月 22 日）。這種期待在

十年之後成為現實，1941 年《大公報》收到來自美國的密蘇里新聞獎

章，不僅僅成就了《大公報》的榮光，也成為中國新聞界乃至整個中國

民族的驕傲。 

這一時期「書生辦報」之所以達到高潮，究其緣由大致可以從以下

幾個方面尋找線索：首先，這幾份刊物共同面對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

「弱勢獨裁」政權（王奇生，2010，頁 408-409）。其有獨裁之心，無

獨裁之力。儘管制定過諸多報刊出版條例及專門的《出版法》，卻從未

徹底全面地掌控過報界。尤其是在其政權不夠穩固時，國民政府還不得

不對報紙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做以「俯就輿論」的姿態（蔡銘

澤，1996）。這就為「書生辦報」在這個時期邁向高潮提供了可能的生

存空間。 

其次，上述幾家報紙的創辦與發展，都對應了特殊的時間節點。

《新月》創刊之時，正是南京國民政府建立之初。1928 年 10 月，國民

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通過《訓政綱領》，同時公佈了《國民政府組織

法》，宣佈政府由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各種有利

於經濟、文化發展的新政也陸續出臺。這些舉措進一步激發了胡適同人

通過言論干預政治的衝動。區別於《新月》，《獨立評論》創辦於「國

難」之時，彼時中國知識份子普遍滋生「我輩不出當如蒼生何」的參政

意識，出現了中國現代歷史上前所未有的參政、議政熱潮。新記《大公

報》的發展過程則同時涵蓋了這兩個有意義的時間節點，在此期間，既

寄予了《大公報》同人對位於「國家中心」的新政權的期待，也在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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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報館的「顛沛流離」中書寫著感人的篇章。 

此外，聚集於《新月》的上海自由知識份子，以留學歐美的學者為

主幹，基本是上海各著名大學的教授；而《獨立評論》彙聚的高級知識

份子，先是在國內清華或北大等著名學府接受教育，然後留學歐美獲得

博士、碩士學位，歸國後則在中國學術重鎮佔據重要位置，其聲名之顯

赫往往表現在他們對為數不多的基金會的掌控上（章清，2004，頁 89-

92）。7 不同於胡適書生議政的報刊，張季鸞等人不僅把新記《大公

報》作為事業來經營，並開始向職業報轉型。張季鸞早年受劉古愚先生

的薰陶，又熟讀顧炎武、王夫之的著述，早就立志要以文章救國。與王

韜、胡適等人不同的是，他的「責任」概念中，已有了職業記者職責一

席之地。而且新記《大公報》背後有著一批著名的報人群，他們堅守著

相同的志向、章程和綱領，明確提出「文人辦報」的理念，以書生議

政，同時又有著職業報人的理想。因此新記《大公報》成為「書生辦

報」歷史中堅持時限最長，並且最為輝煌的一章。 

五、尾聲—「秉筆直書‧公開批評」 

中國書生辦報 1945 年後進入尾聲。這個尾聲的狀態是：在迴光返

照中走向終結。 

抗日戰爭後期，隨著世界局勢的轉變，勝利的曙光開始呈露，「中

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橫亙在國人面前。持續八年的抗日戰爭使得社

會各階層和各利益群體得到了高度的社會動員，在這歷史抉擇的緊要關

頭，他們的政治熱忱如同火山一般噴發出來，形成空前絕後的「參與爆

炸」浪潮（許紀霖，1991）。這一時期，西方民主國家新聞代表團紛紛

訪問中國，發表演講，宣導新聞自由，國際新聞自由運動推進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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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運動的發展，「國民黨政府不得不承認新聞自由並允諾改善或撤銷

新聞檢查制度」（李統興，2009，頁 18）。在 1945 年秋到 1946 年春

之間，國共之間暫時的實力均衡形成了千載難逢的和平瞬間。民主政治

的空氣彌漫全國。民主統一、和平建國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和中間黨派的

一致願望；民主政治運動在戰後得到了進一步的發展，中間黨派和無黨

人士積極活動，促成國共和平談判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會議形成了

《和平建國綱領》，聲稱「政府應保障國內人民享受一切民主國家在平

時應享受之思想、信仰、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

徙、營業、罷工、遊行、示威及免於貧苦，免於恐怖等自由」（中央檔

案館編，1987，頁 288）。1945 年 10 月 1 日，國民黨政府宣佈，「除

收復區、軍事戒嚴區外，全國各地撤銷戰時新聞檢查。戰時書刊審查規

則及戰時出版品檢查辦法及禁載標準，亦同時廢止」（王文彬，1981，

頁 279）。在這種情境下，自由知識份子的言說獲得了前所未有的廣闊

空間。於是，一批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為自由知識份子提供干政參政管

道的自由主義時政週刊如《客觀》、《觀察》、《時與文》、《世紀評

論》、《週論》、《新路》和《大學評論》應運而生，成為這一時期

「書生辦報」的生力軍。他們立言論事，闡述自己對國事的看法，希望

國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路，唱響了「辦報干政」的

「歧路短歌」（李統興，2009）。與繼續著「書生辦報」路子的新記

《大公報》一道，形成了「書生辦報」的一股耀眼回光。 

在這批自由主義時政週刊中最為人矚目的是儲安平創辦的《觀察》

週刊。 

儲安平在 30 年代初即創辦過《文學時代》，後來做過《中央日

報》副刊的主筆，抗戰時在湖南主持《中國晨報》筆政，一生的事業與

報刊結下不解之緣。抗戰勝利後，擔任《客觀》週刊的主編，邁開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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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政的第一步。儲安平後來曾回憶道：「那時正是抗戰剛告勝利，政

治醞釀改變的時候，多年以來，在『抗戰第一』的大帽子下遮蓋著的許

多積鬱，我們這時秉筆直書，亦確能言所欲言」（儲安平，1998b，頁

77）。1946 年春天，儲安平匆匆擱下在重慶辦了約半年的《客觀》週

刊，奔赴上海籌畫《觀察》的出版。對於離開《客觀》，儲安平有過如

下的解釋：「當時的《客觀》只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

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儲安平，1998b，頁 77）。1946 年

9 月 1 日，《觀察》在上海創刊。儲安平坦陳《觀察》與《客觀》之間

存在著連續性：「精神上，我們未嘗不可說，《客觀》就是《觀察》的

前身」（儲安平，1998b，頁 77）。 

對於創辦《觀察》的初衷，儲安平有過這樣的表白：「希望在國內

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論，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

使楊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個共同說話的地方」（儲安平，1998e，頁

324）。作為最後一代典型自由主義知識份子代表，儲安平純粹地追求

言論干政，不計功利，盡心盡力替國家做一些自己認為有意義的工作。

馮英子先生曾用「書生論政」四個字，來概括儲安平的辦報理想。因為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辦一份類似英國《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靠言論來

影響政府的決策（馮英子，1998，頁 12）。而這個夢想在《客觀》中

得到極好的詮釋。作為「一個獨立而無任何黨派關係的民營刊物」，

《觀察》既無政治集團在後指使，亦無經濟集團從旁支援，秉持著公

平、獨立、建設與客觀的態度，踐行著以輿論「干政」的實踐。 

《觀察》週刊聚集了一批著名的學者教授，如張東蓀、傅斯年、梁

漱溟、蕭公權、馬寅初等 78 位撰稿人。由於該刊以獨立、客觀、公

允、智慧的筆調，要求政治民主、要求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呼籲各方以

寬容理性之態度解決政治紛爭。在戰後的幾年中發揮著強大的輿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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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1946 年 7 月內戰全面爆發，國共雙方的軍事力量在 1947 年下半年

發生逆轉。轉為劣勢的國民黨當局為了鉗制輿論，逐漸加強新聞出版管

制。1947 年 10 月國民黨政府重修修正「出版法」，其中禁止報刊登載

及限制事項越加越多（王文彬，1981，頁 295）。比如其中第二十六

條，規定「戰時或遇有變亂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令之所

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三十

四條名令：「情節重大者，內政部得定期或永久停止其新聞紙或雜誌之

發行」（王文彬，1981，頁 296-297）。1948 年下半年，隨著國共軍事

進入決戰期，面臨軍事、經濟和政治種種困境的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主

義報刊的打壓進一步加劇。與此同時，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的中共，

調整政策，對自由主義及「中間報刊」由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的合作為

主，轉變為批判為主。在國共雙邊施壓的情況下，「書生辦報」的空間

越來越狹窄。《觀察》出至第 5 卷第 18 期時，終被蔣介石國民黨政府

查封，同人被捕，社務解體。《時與文》、《新路》也都在屢遭受處分

之後，被迫停刊。與此同時，在中共恩威並用政策下，新記《大公報》

在大陸的各版相繼終結。 

有學者總結道：40 年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在其本質上以自由知識

份子為中堅，試圖重建中國文化價值，進而改塑中國的政治、經濟、乃

至整個社會，關注焦點是民主政治或憲政，其基本立足點同國民黨的權

威主義與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是不相容的（胡偉希、高瑞泉、張利民，

1981，頁 212-223）。政治自由主義思潮下延續的「書生辦報」，在夾

縫中逐漸失去生存的空間，到 1949 年中共掌握政權時，中國新聞史上

「書生辦報」全部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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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書生辦報」的歷史遺產 

通過以上的再檢索可知，中國新聞史上「書生辦報」不是毛澤東口

中的「書生辦報」，更不是「死人辦報」，而是「諍友辦報」；「書生

辦報」有利於國家，有利於人民，有利於政府。「書生辦報」的形體雖

然滅絕半個多世紀了，但是它的精神為中國新聞業留下的一筆寶貴遺

產，並且隨著時代進步和社會轉型，越來越顯示其難得的光輝。 

一、言論干政 

在中國，「言」本是士的存在、並藉以自我確認的方式。士的角色

意識，其「立言」衝動與議政傳統，均在士的建言行為中發生作用（趙

園，1999，頁 196）。在精神義理的層面上，儒家的正統是從理想主義

的高度干預政治，改良政治。一方面，新式書生繼承了傳統士人的清議

傳統，以盡言責自許，另一方面，他們具有西學背景，崇尚民主國家中

輿論對政府、權勢集團的批評，他們憑藉新式的傳播媒介報紙雜誌，批

判現實政治，營造輿論空間，積極干預政事，要求理想社會。相對於之

前的清議，他們影響政治的立足點，不在政治圈內，而在社會之中，在

日益建制化的傳媒之中。「書生辦報」的歷史也即是一部中國書生以言

論干政的歷史。 

在王韜生活的年代中，輿論實際上還只是士大夫的意見和知識界的

意見。王韜不是直接給國家管理者及其幕僚致書陳詞—他常常如此—就

是對更廣泛的知識界撰文宣傳，希望他們一旦有所領悟，那麼即便不積

極推動變革，至少也可以減少變革的阻力（Cohen, 1974／雷頤、羅檢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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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1998，頁 143）。他就是這樣試圖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

上架起橋樑，辦法是給少數統治者逐漸灌輸更廣闊的幻想和更勇敢的勸

告（Grieder, 1981／單正平譯，2010，頁 126）。因為「自晚清報刊雜

誌逐漸流行後,中國讀書人的書寫方式較之以往便有了革命性的改變，

主要文字均依託報刊發表」（章清，2007，頁 12）。王韜便是利用報

刊「建言」的先行者。王韜的發論依然囿於「清議」的框架之內。在他

看來，開設新報館的出發點在於庶民之清議，新報之設類似古代的「鄉

校以議執政」，「陳古諷今，考鏡得失」（王韜，1999b，頁 14）。由

於處在政治中心的邊緣地帶，王韜的政論並沒在很大意義上對當權者產

生影響。維新時期，維新報人由邊緣走近權力中心，他們強化了王韜的

建言理想，希望利用報紙這個管道受到政治秩序之頂端的重視，完成其

理想抱負。8 

到 20 世紀初，英斂之創辦《大公報》，其政論明顯走出了王韜

「建言資政」的套路，開始建構以批判、監督為底色的輿論，實現了干

政路線的轉折。伴隨著新聞史上的兩次辦報高潮，輿論之說譁然。輿論

的凝聚力在特定的歷史時期被極度放大，但這一時期的輿論中充滿政

見，宣傳意識在這個歷史過程中產生，並為朝野政黨所利用。 

從胡適等人歷次聚集一起辦報的實踐來看，現實政治的風暴只是促

使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機緣。用胡適的話來說，他們是「中國的智識階級

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組織起來的，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

助政府的干政團體」（章清，2004，頁 225）。多有留美經歷的他們，

除秉承傳統書生為政治盡力的儒家情懷之外，在辦報過程還承載了他們

對於自由與民主的理解。「胡適留美期間最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

後更積極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積極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李金

銓，2011）。以胡適為代表的議政書生們賦予自己「監督輿論的政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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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角色定位，試圖重建社會重心，而構建合理健全的輿論，就是通

往他們所想像的「社會重心」的重要道路。 

以張季鸞為代表的新記《大公報》的筆陣既是書生論政，又開始向

職業報人轉型（李金銓，2008，頁 5）。張季鸞認為報紙如果只是「無

成見於忠實紀載」現實，只能算「無負社會」，必須充發揮報紙評論的

重要作用，勇於對國家大事表達獨立的見解，才能盡到報紙「對於國家

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張季鸞，1947b，附錄頁 4）。在

他看來，報人從事的即是「做輿論的工作」（張季鸞，1947d，附錄頁

15）。在他主持新記「大公報」的幾年間他用自己手中的筆，為中國報

界樹立了負責任的、議論國是的最高標杆。 

以儲安平為代表的四十年代書生們介入報紙，記載了「書生辦報」

最後的心路歷程。儲安平借用了張東蓀對於「士的使命」的判斷（張東

蓀，1936 年 11 月 23 日），表達他的干政理想：「『干政』就是一種

『輿論』的做法，……我們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

『國家』做的，不是為了『我們』做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

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儲安平，1998b，頁 88）。與胡適同人以及

張季鸞等人相比，離權力中心較遠的儲安平，秉持著更為「純粹」的干

政理想，他已將前者的監督與批評，演化為不遺餘力的抨擊。 

「書生辦報」一路走來，在他們干政理想中，有傳統「士志於道」

的責任，也有著西方民主國家中，報紙作為「第四權利」的希冀。當

然，他們只是干政者，不是革命者，他們只想通過輿論改善、完善現存

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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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在敢言 

「言論干政」貴在「敢言」，尤其是「對政治，貴敢言」（張季

鸞，1947a，頁 151）。「敢言」貫穿了中國式「書生辦報」的整部歷

史，一個「敢」字寄予了書生們不畏權貴，敢於發表自己觀點，敢於直

面政治說真話的錚錚銳氣。 

王韜羨慕歐洲各國的報紙能自由報導國內外的消息，對國家大事

「辯論其是非，折衷其曲直」，因此受到當局的重視。在王韜看來，

「指陳時事，無所忌諱」（王韜，1999b，頁 15）應該是新報的意義所

在。在《循環日報》創辦後的十年間，王韜評議時政，提倡洋務，為改

革變法大聲疾呼。對於王韜來說，敢言更多的體現在其以謀求改革為核

心的意見闡述。 

「敢言」曾被視為百年《大公報》的傳統（吳廷俊、范龍，

2002）。《大公報》創刊第二天，即 1902 年 6 月 18 日，英斂之發表了

《大公報出版弁言》，亮出了「敢言」旗幟：「本報但循泰東西報館公

例，知無不言。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論；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

挾私挾嫌為事；知我罪我，在所不計。」《大公報》在其實踐中很大程

度上履行了自己的這番承諾，揭露權貴，為民請命。在英斂之看來：

「不敢將官界學界軍界實業界之情形，據實直陳，使若輩天良發現，其

濟時艱，不亦負報界之天職乎？」（英斂之，1910，頁 11）英斂之及

其《大公報》以愛國之心，發救國之論，其中所表現出的不畏強權，不

避艱險，迎難而上，秉公直書的作風足以為後人「敢言」的榜樣。 

新記《大公報》不僅很好地繼承了英斂之《大公報》的「敢言」傳

統，而且把它發揚光大。張季鸞告訴同人，辦報須抱著「隨時準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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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信念，「必須坦白主張，縱使與政府見解或社會空氣發生衝突而

不辭」（張季鸞，1941 年 9 月 16 日）。要公，要誠，要勇的「言論界

本身之努力」被張季鸞胡政之等大公報人視為言論自由獲取的重中之重

（張季鸞，1937 年 2 月 18 日）。 

《努力週報》是胡適等人開始「談政治」的開始。在所有的欄目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這一周》。這一政治評論欄目雖非從創刊第一期

就有，但後來它的地位十分突出，從第七期起除零星兩三次中斷外一直

堅持到休刊。《這一周》從一開始就標明自己「批評時政」的指向（馬

少華，2006）。1953 年，臺北遠東圖書公司印行《胡適文存》四集合

印本，《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一周》等《努力週報》時期的政論皆

被刪去。有論者認為，這些文章被刪，可能主要還是因其當日頗具鋒芒

的批評，三十餘年後國民黨當局對此仍不能釋懷（吳麟，2010，頁

24）。在繼《努力週報》之後，《新月》成為討論政治的著名論壇，胡

適等人在 1929 年和 1930 年間，掀起了一場生如閃電的「人權運動」—

那些酣暢淋漓的雄文，直指向國民黨一黨專制的中心（吳麟，2010，頁

39）。誕生於戰爭時代的《獨立評論》，在其五年零兩個月的生命歷程

中，雖然數次因言論犯忌而屢屢遭受查扣，甚至是長達四個多月的停刊

查禁，卻依然令人欽佩地在當時黑暗焦灼的氣氛中保持了創刊時的特徵

（吳麟，2010，頁 51）。胡適同人正是基於民主憲政的框架內，爭取

言論自由，對於當權者進行著適時的批判，以求建立民主、建全輿論。 

儲安平在整個辦報過程中表現出對當權者批評無所畏懼的精神。從

《客觀》到《觀察》，這兩份儲安平主辦的雜誌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與勸

告，對於共產黨的深入分析，對於言論自由價值的維護，從無「懼」

態。即使是在面臨著政治危機之時，依然申明：「編者的根本原則是：

生死之權操之於人，說話之權操之於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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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亂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

就是無畏的言論，就是有決心肯為言論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儲安

平，1998d，頁 221） 

三、身份超然 

就「書生辦報」的發言位置來看，他們皆在政治體制外，以超然的

身份來議論時事政治。這裡，超然在兩個向度上體現。其一是在道德意

義上，體現為公心的秉持；其二是在以不入籍政府、政黨或利益集團，

所辦報刊也不隸屬於任何一機關基礎之上，以期言論獨立。 

王韜入仕願望強烈，與官場廣有聯繫，但從未做過官，他始終屬於

關注國是變革的在野人士。「其立論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王

韜，1999a，頁 6），是他對於報紙主筆者的期待，也可以認為是他對於

立言的自我期許。 

從一介武夫轉型的報人英斂之，很早就「憤世嫉俗」，對「奸貪誤

國、豪暴虐民」的「達官顯爵」，尤為痛恨，矢志終身不做官（英斂

之，1908 年 6 月 4 日）。他對於報紙取名「大公」，給出釋義為「忘

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英斂之，1908 年 6 月 4 日）。由此，「循

泰西報館公例，知無不言，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論」（英斂之，1902

年 6 月 18 日）便成為《大公報》的基調。《大公報》正是在這種辦報

基調下，才成為區別於商業報紙與政黨報紙的一家「文人報紙」。 

張季鸞在日本留學期間就說過這樣的話：「我是一個文弱書生，立

志當好一個新聞記者，以文章報國。我認為，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

黨派之外，這樣，說話可以不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易於發揮自己

的才能，更容易為廣大讀者所接受。」（徐鑄成，1986，頁 36）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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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始向職業報人轉向的張季鸞等人，對於超然的餞行，不僅僅體現

在前述的兩個層面，而且體現於報紙的發表言論的姿態上，把「我」撇

開，努力做到公正中立，不偏不倚。 

對於以胡適為代表的書生們，辦報只是他們主業之外的副業，他們

因為抱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理想，以辦刊物的形式聚集起來，形成一個

對政治權勢產生壓力的集團。但是他們又力圖保持超然獨立的地位，對

於直接介入實際政治，保持著相當的警覺，「不入政府」也許就是他們

守護的底線（章清，2004，頁 363）。迨至「九‧一八」事件爆發，國

勢危殆，迫在眉睫，國民黨當局延攬《獨立評論》論者入閣，從政後的

論者皆退出論政團體。 

在「書生辦報」最後一個階段傑出的代表刊物《觀察》創刊詞中，

儲安平強調，這個刊物「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良的

廣大人民說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儲安平，1998a，頁

51）而在一年之後，儲安平非常自信，一年來此刊發表的文字足以證明

《觀察》不僅是一個「無黨」的刊物，並且也是一個「無派」的刊物

（儲安平，1998c，頁 166）。 

「書生辦報」就這樣生存於特定的歷史時空中，以延續體現共性，

以演進昭示不同，立體地詮釋著具有中國獨特內涵的辦報傳統。 

肆、並非結論 

秉持公心，發言論事，也許可以被視為「書生辦報」的精髓。當

然，書生們投入辦報的動機、對於報業的理解、對於報業的投入程度、

對於自我身份的尋求及其所處的辦報空間都有不同，每個報人的辦報歷

程必定隱含有著自身內在的理路。因此，筆者並非要試圖將這些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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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報歷程以「書生辦報」的概念進行類型化、臉譜化。歷史研究本來就

應該有諸多面向，「書生辦報」未嘗不是進入中國近代報刊史的一個向

度。因為這些報人在辦報動機、立場、發言向度中，的的確確有著共通

和契合之處。 

有學者這樣感歎：「今天，社會最普遍的病症正是批判意識的喪

失」，「我們深切感受到，如果知識份子要重新恢復思想的能力和批判

意識，就應該先到思想史研究中去尋找資源和磨煉自己的分析武器」

（金觀濤、劉青峰，2011b，頁 2）。此外，通過梳理「書生辦報」在

不同時期的生存狀態及其原因，來省思中國當代政治有無民主派或獨立

自由派的空間，也是此文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註釋 

1 本文所談的「書生辦報」與以往論述中闡述的「文人論政」有很高的重合度，

但兩者並非所指同一，其區別在於「書生辦報」更堅守了辦報者「在野」的身

份，以言干政。不管是在建言向度上立論，還是在監督政黨、監督政府的向度

上發言，他們干預政治的終極目標，僅是「裨益國事」，不會為特定的政治團

體謀取政治利益。而「文人論政」則不同，除有「以文報國」的一面外，有的

還有「以文營政」的一面。例如梁啟超一直被視為「文人論政」的典範人物

（李金銓，2008，頁 2-5；袁新潔，2008，頁 61-120），然而在《時務報》的

後期，梁啟超逐漸在文章中初步顯露出為康門張目的意圖，這種「黨團意識」

在後來的《新民叢報》、《政論》以及《國風報》中明確得以實施。 

2 毛澤東宣導的「政治家辦報」實際上是「替政治家辦報」，使報紙成為個別政

治家進行政治鬥爭「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吳廷俊，2010）。 

3 知識份子是一個來自西方的概念，雖然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但並不具統一

性。不同國家的知識份子呈現出不同的面貌，其指涉的定義也一直有所爭議。

薩義德十分關注知識份子的批評意識，在他看來，「知識份子的代表是在行動

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識，一種懷疑、投注、不斷獻身於理性探究和道德判斷

的意識。他或她全身投注於批評意識，不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濫

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便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說法或作法」（Said,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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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德興譯，2002，頁 22-25）。美國社會學家路易斯‧科塞將知識份子看作

是「為理念而生的人，不是靠理念吃飯的人」，認為他們是「希望提供道德標

準和維護有意義的通用符號的人」（Coser, 1997／郭方譯，2001，頁 2-3）。 

4 中國學術界對於知識份子的界定大體上從兩個向度展開。一是從內涵的廣義與

狹義上區分知識份子。廣義上的知識份子，指一切有知識、有思想的人，也就

是所謂的「腦力勞動者」；狹義上而言，指代表社會良心的特殊意義的知識份

子（余英時，1997，頁 116-117；金耀基，1977，頁 56）。第二個向度著重於

歷史的脈絡。一種看法是把「士」及普通所稱為的讀書人，都看做知識份子

（徐復觀，2002，頁 129）。根據代際劃分為傳統知識份子與現代知識份子，

也有時根據朝代劃分為各個朝代的知識份子；另一種看法是把知識份子置放於

一個讀書人社會學意義上的轉變框架，認為知識份子即現代知識份子，與

「士」相對，將「知識份子」視作「士」的現代形態。分界線從寬泛的角度上

被認為是 19 世紀末期，也有學者將其直接定為 1905 年（許紀霖，2005，頁

2；羅志田，2005，頁 128）。 

5 即使同一學者在不同的文章中，對知識份子的劃分，也並非嚴格統一。不容置

疑的是文中所指新式書生與現代學術研究中所指稱的中國知識份子，不論從個

體還是群體上，有重合，但並不完全等同。但是他們都在中國傳統儒學的文化

母體中成長，帶有著相似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國知識份子的相關討論依然可

以為我們的考察提供一些學理上的話語資源。 

6 這裡的公心，並非一個恆定的概念。因為本文探討的「書生辦報」有著長時段

的歷時跨度和明晰的階段劃分。文中所談論書生秉持的公心，橫跨了從朝廷、

政府、國家或政事之「公」，到普遍全體、與私對立之「公」，到天理、道、

義之「儒家德目」之「公」的含義（陳弱水，2011，頁 566-574）。 

7 不可忽視的是，胡適同人辦報活動始終是同人的「團體行為」，他們的幾次辦

報經歷，分別成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識份子的幾度「聚集」，使他們黏合在

一起的往往是自由主義的立場和特殊的政治機緣。他們各自都有著自己明確的

職業身份，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學者，又是言論家，還可能是幕僚，辦報只是

他們的「副業」，當介入公眾事務所形成的這種「我們」意識發生分歧，他們

便會勞燕分飛。 

8 這一時期的報人的「建言」，有著希望通過政論獲取政治權利注意的意願。一

方面有可能以此將自己改革建議付諸實際政治，另一方面可以為自己接近權力

中心創造機會。但是這一時期（包括維新派報人辦報的前期），他們客觀上畢

竟身處民間，而且發論謀求改革亦指向「國族」，而非為一黨一團的政治利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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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Political Affairs with Attention to 

Public Interests: A Review of the Scholar-run 

Newspapers 
 

Tingjun Wu, Yuanyuan Yu 

ABSTRACT 

The scholar-run newspapers, the third type of newspapers and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native culture, are different from political and 

business newspapers. The essences of scholar-run newspapers, which are 

particular to modern China, run a long course from a remote source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commencement, 

milestones, revivals, climax, epilogue, and exiting of the scholar-run 

newspapers and examines their external and internal motivations. Besides, 

the scholar-run newspapers were in the hope to influence political affairs. 

They value outspokenness, meanwhile they hold a detached standing. 

Though inherit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from previous newspapers, 

they also demonstrated discrepancies in evolution, presenting the unique 

tradi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 its entirety.  

Keywords: Comments on political affairs, detachment, historical 

trajectory, influence political affairs, outspokenness, the 

scholar-run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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