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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时期成舍我新闻自由思想的变迁探析
谢清果

王小贝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
摘 要： 追求新闻自由是成舍我新闻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成舍我在大陆期间， 其新闻自由思想随社会环
境的变化和个人办报实践的进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因此文章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历
史变迁， 从而能够对成舍我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形成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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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湖南湘乡籍人，1898 年出生于南

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认为，成舍我是一

京，自 15 岁踏入新闻业，98 岁时仍主持创办台

个“顽固的世界主义者”，“他从最初投身新闻

湾《立报》，直至 1991 年因病去世，成舍我将一

事业开始，就是怀抱着一种思想和价值信念的，

生奉献于新闻实践。纵观学者对于成舍我新闻

这种名为‘世界主义’的价值信念的内核其实

思想的研究，可基本确认追求新闻自由是其新

就是自由主义。”[4] 成露茜也探讨了无政府主义

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陈英程认为成

思想对成舍我新闻活动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

舍我的办报理念主要有大众化、小报精编、不

影响着他对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追求。[5] 二是探

党不偏及言论与资本分离，而统领其办报理念

索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具体内涵。如：袁玮认为

的价值观是尊重大众利益、追求言论自由和勤

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包括报纸应有批评政府

俭节约。袁玮指出成舍我的办报宗旨是为社会

的自由、政府应撤销新闻检查制度等。[1] 刘艳凤

大众说话。[1] 刘艳凤将成舍我的新闻思想总结为

则将其概括为主张报纸在政治、经济、编辑及

坚持独立办报，追求新闻自由，主张新闻事业

发行上实现独立。[2]

企业化经营和集团化发展。[2] 杨琦认为成舍我的

成舍我从未停止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其新

新闻思想包括要求新闻自由、报纸应反映社会

闻自由思想亦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实践而

舆论并超然于党派之外及实现大众化。[3]

有所发展与变化。大陆阶段是成舍我办报活动

当前针对其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又可大

的辉煌时期，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

致分为以下两部分：一是从结构上考察其新闻

基础上，试图更为系统地梳理成舍我在大陆时

自由思想的源头，尤其是自由主义对其新闻自

期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变迁，以期对其形成、

由思想的影响。如：张育仁在《自由的历险——
—

发展和演变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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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孕育阶段 （1913— 1923 年）： 实践与主
义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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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吴稚晖等自由主义者。其中，吴稚晖是温
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张东荪是基尔特社会主义

1913 年起，成舍我开始为《民岩报》撰稿，

思想的代表人物，李石曾则主张世界主义。

之后相继在《健报》、《民国日报》及《益世报》担任

“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

编辑。在 1924 年独立创办《世界日报》之前，成

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分支和不同派别，追求

舍我早期的新闻实践及在此期间所接触的自由

个性、独立和自由是它们最主要的思想内涵。

主义思潮，共同孕育了其新闻自由思想的萌芽。

这也是成舍我后来一直秉承和追求的自由主义

民国初期曾一度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

[9]
新闻理想的根源和内涵所在。”

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及军阀

若说在早期的新闻实践中，成舍我的新闻

混战，新闻自由遭到践踏。在恶劣的新闻环境

自由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在走上自主办

下，成舍我多次因争取言论自由而惹祸上身。

报的道路后，随着自身办报理念的逐渐形成，

在 1917 年“南社事件”中，成舍我认为南社创

其新闻自由思想也更为成熟。

办人柳亚子随意开除异见者的行为损害了他人
的言论自由，反抗未果后，不惜辞去《民国日

二、 发展阶段 （1924 — 1937 年）： 在自主办
报的实践中走向成熟

报》的职务，并主动退出“南社”。“这是成舍

1924 年成舍我在北平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

我为维护正义敢向名人挑战的初次行动。”[6] 对

报纸《世界晚报》，次年又创办《世界日报》与《世

此有学者认为，“此时言论自由观念已经开始

界画报》，1928 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

在他身上生根发芽。’”[7] 1919 年 5 月 23 日，成

年在上海创办《立报》。随着 1937 年抗日战争全

舍我因在《益世报》发表评论《安福与强盗》导致

面爆发，其创办的世界报系及《立报》相继停刊，

该报被封三天。1923 年他又因不满《益世报》主

在这十余年间（尤其是内战期间），南京国民政

管为讨好军阀而擅自刪改社论而辞职。

府实施严格的新闻管制，通过建立官办新闻宣

如果说捍卫言论自由的实践为成舍我的新

传系统、制定新闻法规甚至运用特务等非法手

闻自由思想提供了扎根的土壤，那么对自由主

段控制新闻界。成舍我亦多次因追求新闻自由

义思潮的接触便为其提供了灌溉源泉，使之由

而遭迫害。1926 年，
《世界晚报》刊登了林白水被

自发走向自觉。

害消息，成舍我因此被张宗昌逮捕，险些遇害。

1918 年，成舍我进入北大求学。此时北大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兼容并包、自由思想之风

1934 年，成舍我又因《民生报》揭发彭学沛贪污
案而被拘禁 40 天，《民生报》永久停刊。

盛行。“成舍我与无政府主义产生联系首先是

成舍我自主办报的实践与其新闻自由观互

源于当时北大的两份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与

相作用与影响。一方面，对新闻自由的追求统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而这两份刊物都是在蔡

领着其办报方针。成舍我始终坚持政治、经济

元培的支持下创办的，因此首先对成舍我思想

独立，拒绝接受津贴，为做到超党派甚至主动

造成影响的是蔡元培。” 同时，“成舍我还是

退出国民党，可以说其自主办报的过程也是为

最早得到蔡元培赞助从事‘新思潮’译介的北

实现新闻自由而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

大学生。” 蔡元培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

自主办报及 1930 年对西方报业的考察，他对如

作为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于

何处理好报业与政府、资本及公众的关系以真

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的观点也是大力宣扬。 在

正实现新闻自由，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其新闻

蔡元培的影响下，成舍我逐渐接触并接纳无政

自由思想因此更具操作性。因此从 1924 年到

府主义思想。在北大求学期间，成舍我亦担任

1937 年，这是成舍我新闻自由思想趋于成熟的

《益世报》编辑，在工作中结识了张东荪、李石

阶段。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成舍我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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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来的弊端，即“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

（一） 新闻自由与政治

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

第一，坚持政府不应干涉报业。成舍我认

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

为，报纸要实现“为社会大众说话”，就需撤销

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14] 在资本家控

新闻检查制度，政府只需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

股下的报纸虽然资本雄厚，无需依赖政府扶持，

由，而不应干涉报业的新闻活动。“言论出版

却无法真正维护公众利益，新闻自由也异化为

两大自由应受国家根本法绝对的保护，各国政

黄色新闻的保护伞。因此，成舍我对报社投资

府不得任意制定有妨新闻界发展之法律或条例，

者的资格加以限制，避免使所有权落入大资本

应保障新闻界之绝对独立，不受任何外力之支

家手中，提出“（报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

配。”[10] 考察西方报业归来后，西方相对宽松的

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

言论环境给成舍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欧美的民

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

营报纸其言论“完全是受民意的支配，可以自

之权，非工作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

由批评政界，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盈利巨

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12]

万。”[4] 对比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的残酷管
制，他感慨道：“罗氏以报纸不能极陈其过失
为憾，以视吾国当局，惟箝制报纸，不使有所
非议者，人之度量相越，何以至此极耶？
”

[11]

（三） 新闻自由与公众： 新闻自由权取之于
民， 用之于民， 以维护公众利益为价值取向。

言论自由的权力主体是广大公众。公众出
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将言论自由权部分过

第二，坚持报业应超然无党派。成舍我认

度给媒体，赋予媒体新闻自由权。可以说，公

为“新闻记者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

民言论自由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媒体拥有新闻自

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

由，而新闻自由权的行使最终是为了保障公民

人利益或营业的利益。” 在成舍我看来，要真

的言论自由。

[12]

正实现新闻自由，报业便应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成舍我认可新闻自由这一“取之于民，用

不依附任何政党，否则便会沦落为政党的舆论

之于民”的特点，明确表示他创办的报纸是为

工具。1927 年，当时还是国民党党员的成舍我

公众说话、维护公众利益的。“我们要使报馆

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为由，决

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公园和大众学校。我

定“自动放弃党籍”
。

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

（二 ） 新 闻 自 由 与 资 本 ： 报 业 应 经 济 独 立 ，
拒绝接受政府及资本家投资

向媒体发放津贴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间接控

益之上。”[15] 因此，虽然成舍我认为“报纸不能
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
的商业化”，[12] 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如一般性商

制舆论的重要方式。许多民营报纸迫于生存压

业型报馆主那样去掠取巨额盈利为自己所有，

力，不得不出卖新闻自由而接受经济补助。成

而是利用报纸大众化来实现自己办报的崇高社

舍我认识到经济独立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必要条

会目标，完成自己办报的社会责任。”[16] 可见，

件，因此他办的所有报纸共有的宗旨之一就是

成舍我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始终是以维护公众利

“不受津贴”， 主要依靠大众化的经营方式，通

益为价值导向的，否则便不会提醒国内报业同

过刊登广告来获利。正是经济上的独立，使成

仁不要重蹈西方黄色报纸的覆辙，并制定一系

舍我所创办的报纸有底气自由地针砭时弊。

列措施以保障公众对报纸的监督权，防止报业

[13]

但经济上的独立依然无法使报业完全摆脱

因滥用新闻自由而损害公众利益。例如，他将

资本对新闻自由的侵蚀。1930 年考察欧美报业

确定报纸言论方针的权力赋予公众：“关于报

归来后，成舍我敏锐地指出西方报业大众化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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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

种因陋就简的情况难再存在，就在抗战前二三

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

年，全国各大都市报纸没有转轮机及若干新式

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

设备的也多已纷被打倒。”[18]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12]

竞争的激烈，购买昂贵的设备成为报社生存之

《世界日报》登出启事，要求读者对
1933 年 9 月，

必需，这无疑使资本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仅靠

其实行监督检举，检举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

报社内部工作人员的投资已无法满足报业竞争

一是送报有无迟送或漏送的现象；二是订阅的

的需要，更不必说实现成舍我的报业托拉斯之

报纸出现漏送，相关部门是否迅速给以答复和

梦了。此时成舍我对资本的态度更为开放，由

解决；三是订报、登广告等任何款项收支方面，

“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不劳而获

有无舞弊；四是报务人员对待顾主有无傲慢无

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转变为“新闻事业

礼；五是对于报纸有何建议。此外，成舍我常

自然不能不欢迎有钱出钱……我们第一个原则，

常开展读者调查，搜集读者意见以改进报纸工

应该不拒绝资本家向新闻事业投资”，[18] 也就不

作。[17]

奇怪了。

三、 在传承中变化 （1937 — 1949 年）： 改变
对待政府、 资本的态度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世界报系和《立报》

当然，成舍我早已吸取西方大众化报纸发
展过程中“少数资本家打着‘代表舆论’的旗
帜，实行其自私自利勾当”的教训，因此，他

相继停刊。战乱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但成

将“老百姓说话”作为“我所建议新制度中最

舍我并没有放弃新闻事业。1938 年 4 月，
《立报》

重要一点，核心之核心所在”，强调“要将资本

在香港复刊，1945 年《世界日报》重庆版、北平

家投资所得的利益和报纸所代表的人民言论出

版及《世界晚报》相继复刊。

版自由权完全分开”，[18] 通过编营分离的方式来

在此期间，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传承

维护新闻自由。为防止资本家对报纸言论的干

有所变化。在成舍我对新闻事业的新设想“资

涉，还规定“每一报馆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

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

委员会人选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

真扶持，依法管理”[18] 中，依然延续了“维护公

由延聘外，其余三分之二则应依一定比例，由

众利益”的指导思想，但对新闻自由与政府和

学术机构、公共法团、读者代表分别选派。编

资本的关系，成舍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辑委员会一经成立，则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

（一） 不再拒绝资本家投资， 融资渠道对其

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
时采取之态度，即悉应由其决定，主办报馆者

开放

在 1932 年发表的《中国报纸之将来》一文

无权干涉。此委员会既有三分之二多数，出自

中，成舍我提出要拒绝非报社员工的投资，从

人民选派，则报馆言论记载，亦即自可真正与

而使资本家无法染指报业所有权，以此减少资

老百姓意旨相配合。以资本家个人利益及意志

本对新闻自由的妨害。为何此时又转而提倡

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之流弊，亦从此

“资本家出钱”呢？对此成舍我解释道：“因为
二十年前还是文人办报时代，只要你能经常写
几篇动人的文章，访几条出奇的特讯，威武不

可望避免。”[18]
（二） 主张政府适度干预， 不再将新闻自由
与政府管制相对立

屈，艰苦有恒，就可以获得读者赞赏，使报纸

在新闻自由与政府干涉之间的关系上，成

日趋发达。那时不仅不需要一小时印二三十万

舍我的态度由追求独立办报变为希望政府“认真

份的转轮机，就连一小时印一千二三百份的平

扶持，依法管理”。这种转变既受此时成舍我自

版机，也尽可无庸自备……战后中国报纸，此

身政治倾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特殊的时代
·83·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 106 期）

2014 年 8 月 25 日

媒体的管理与扶持。此时，从维护民族利益出

背景促使成舍我重新思考报业与政府的关系。
首先，成舍我自身政治倾向的变化使他对

发，成舍我承认新闻检查制度的合理性：“当

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抗战时期，毕

一个国家受到空前灾难，为维护整个国家生存

竟还是曾经对抗过汪清卫的成舍我与国民党关

起见，新闻检查也就有她暂时不得已存在的意

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新时期。这期间，成舍我先

义，即为争国家自由，不得不牺牲个人的自

是在汉口陈诚的军务会政治部担任设计委员，

由。”[22] 同时，他也认识到媒介与政府并不是天

后被蒋介石指派为国民参政员，并曾拜会过陈

然的对立关系，只要政府的管制尊重新闻规律，

布雷。在香港创刊《立报》，也曾获得陈诚、李

那么不但不会损害新闻自由，还将为新闻自由

书华的资助，并与王云五、傅传霖、陶百川、

提供法律保障。“只要报馆的言论权真能由人

陈训畲等过往甚密，参与过国民党购买《星岛日

民掌握，不至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操纵败坏，则

报》、改组金钟华主持的编辑部的过程。1941 年

国家消极的管制与积极的扶助其唯一目的无非

冬，日本占领香港后停刊。虽然他拒绝了出任

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
。[18]

《扫荡报》社长，但在 1948 年，他接受了北平市

总之，此时成舍我主张报纸与政府应建立

立委候选人提名并顺利当选。”[19] 可见，随着成

一种新型的、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因为

舍我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其政治立场也愈来

“在过去打倒军阀时期，以军阀政府为对象，报

愈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所主持的报纸亦渐

馆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今军阀政府既早经

渐无法坚持他曾倡导的“超党派”原则。“成

打倒，尤其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与报馆均同负

舍我的报道愈来愈不能客观，不能超然，《世界

建国重任，双方正惟有相需相倚，竭诚合作，

日报》的时评和新闻在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倾向性

完成建国大业”
。[18]

上表现愈来愈明显，比如《世界日报》曾发表过

四、 余论

《请共产党想一想》、《中共首都已告崩陷 国军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

日进驻延安》的报道，在蒋介石当选大总统后曾

成舍我离开大陆，于 1951 年在香港相继创办

发表《为天下得人庆》的消息，《世界日报》的言论

《自由人》半周刊及《报学》半年刊。1952 年，成

立场越来越倾向于国民党政府。”[1] 因此，出于

舍我前往台湾。在 1988 年台湾解除报禁之前，

对国民党政府的信赖，成舍我对于国民党政府

成舍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闻教育事业中，直

的舆论操控亦不再一概拒绝。

至 1988 年 台 湾 报 禁 解 除 才 得 以 创 办《台 湾 立

另一方面，“成舍我对于政治巨魔态度的
转变，自然要放在抗战的脉络与情境之中理解。

报》。在此期间他仍多次撰文呼吁新闻自由。如
1958 年在《文星》杂志发表《狗年谈新闻自由》：

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中国报人，普遍都有一个

“所谓决万几于公论，协国民之同心，一上下之

为国家自由让渡新闻自由、同时希望政府依法

议论，无一不是尊重新闻自由的表现。”1955

管理的转变，成舍我无非言表了这一共同心

年，时任立法委员的成舍我向“行政院”提出一份

声。” 根据德弗勒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媒介

—《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
洋洋洒洒的质询——

系统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生存依赖关系，

针对 1952 年台湾内政部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细

社会的变迁冲突越剧烈，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功

则》中两项重大侵害言论自由的规定提出质询，

能就越重要，社会对媒介的依赖也就越大。[20] 全

引起舆论轰动。“据《自由人》杂志唐煌年的报

面抗战以来，报纸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正如成舍

导说：‘那次四十五分钟的质询，会场肃静的

我所言：“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超过于

空气和着一阵一阵的掌声，一段一段的叹息与

物质……建国必先建报，也正是这个意思。”

[23]
喝彩声。
’”

[19]

[21]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有必要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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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精神，为促进中国报纸进步及争取新闻自

调整自身的新闻自由观，以寻求实现新闻自由

由奋斗不懈，并被誉为中国现代新闻纸史上一

的最佳途径。纵观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变迁，

勇毅斗士。[24] 成舍我一生为人权保障和新闻自由

时代的烙印处处可见，不曾改变的是他始终将

而战，在实践中不曾停止思索新闻自由与社会

新闻自由置于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用一生的

政治、经济及公众的关系，在社会变迁中不断

新闻实践来追求和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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