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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汉奇汉奇：：
中中国新闻事业守望者国新闻事业守望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焦以璇焦以璇

“封笔”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94
岁的方汉奇先生最近“出山”，为抗疫发声。

这篇题为《抗击“新冠”，老兵报到!》的文章，
是方汉奇响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征文活动所作，将
刊发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报——《新闻春
秋》上。在文中，他分享了对疫情的见闻和思考，并
致敬所有抗疫英雄。在这位新闻史学家看来，写实当
下，将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疫情期间，这位和新闻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先
生，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写日记，这是他
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在日记里，他拍下了因封

校而冷清的人大校园，记录了校医院大夫送来两个月
用量的药品，还有去小菜场“火力侦察”商铺的营业
情况。像新闻播报一般，每篇日记开头他都附上确诊
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数据。“我的日记只记事，
不抒情，不议论，以后这些都是史料。”方汉奇说。

在学界，他被誉为“泰山北斗”；在年轻的新闻
学子心中，他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教科书里
的传奇”。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70载，一边打
捞尘封已久的新闻史，一边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体浪
潮，他自称退役的新闻老兵，但是依然在耕耘、在
守望。

进入人生第 94 个年头，方汉奇大部分时间
是在书房度过的。在这个三面环书、30 多平方
米的空间里，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每一层都
里外“藏”两层书，地板上、书桌上也堆得满满
的，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的书房每周都要迎来
好几拨慕名而来的客人，从政府要员到社会名流，

从专家学者到年轻学子。如今，他习惯了独处，过
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多起床后，手
机、电脑、报纸、电视四种媒介会在一日当中轮番
登台，干得最多的是浏览、下载各种文章资讯，指
导“关门弟子”完成博士生学业，晚上12点入睡。
用他自己的话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方汉奇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还是 2017
年。那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
成就奖”，奖金 100 万元。刚领完奖，他就决定
把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
究。结果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以
为眼前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陪同人员也被
当成骗子“审问”，就差报警了。这段经历被媒
体冠以“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捐赠了。早在 60 多年
前，刚到北大教书的他就捐出了自己收集了十
几年的旧报纸，多达 3000 多种，其中有不少像
民国时期《时务报》《强学报》这样的珍稀报纸。
后来，有着“海内孤本”之称的8册《述报》也被他
捐给了苏州大学图书馆。几年前，方汉奇又把
凝结数十年心血的数以万计的学术卡片交给了
人大新闻学院新闻史教学团队，卡片上满是有
史料价值的剪报、信件、读书笔记等。

“方老师身上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教育事业
的拳拳之心，是我们后辈难以企及的。”在方汉奇
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
的印象里，唯一一次看到老先生热泪盈眶，是他

讲起上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二附小上学时的一
段往事。

当时，全班集体到动物园游玩，被几名窃踞
华北的日本军人及其走狗公然拦住队伍，调戏带
队女老师，还打了老师两个耳光。受此大辱，同
学们立即罢游回校，都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后
来，先生每谈此事都声音哽咽，气愤不已。

爱国，是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
识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少年时代，火热的战
地生活让方汉奇向往不已，最大的理想是做一
名像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可以冲锋在前线。考
大学时，他的志愿“非新闻系不填”，最后被国立
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

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大学毕业时方汉
奇并未如愿成为一名记者，阴差阳错进入上海
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整理工作。在那
里，出版 78 年的 27000 多份《申报》堆满了一层
楼，他花费3年多时间细细研读。

从此，方汉奇一生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
新闻史。

他曾在书中这样自豪地写道，中国是世界
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出现过 6 万多种报刊、
1000 多个通讯社、200 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
上万的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的新闻史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是世界上
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

想当记者却成了研究记者的人

新闻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研究者则是新闻事业的
守望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好新闻事业历
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儿，少走弯
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1953 年，27 岁的方汉奇进入北京大学讲授
新闻史，1957年随迁人大。当时，全国从事新闻
史教学的只有两人。在这片尚待开垦的领域，
方汉奇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耕耘。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
品。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
臬。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
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

据方汉奇回忆，当时在北大教学主要参考
的是民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
史》，但是这本书只写到 1927 年，共产党人的办
报历史更是空白。为了上好课，他便自己“找米
下锅”，跑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看了 2000
多本书。

他的书房里至今收藏着一方墨盒，这是上世
纪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荣宝斋定制并赠送给《申
报》同事黄寄萍的。后来，黄寄萍成为方汉奇的岳
父。当方汉奇从岳父手中接过墨盒的时候，也许
不会想到自己会将新闻史研究推向另一座高峰。

1978 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30 周年，
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
报刊史》的“小册子”，为周年献礼。他本来准备
写七八万字，写起来却一发不可收。

两年后，这部 50 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
史》才完成，书中涉及报刊 500 余种，报人 1500
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 200 余处，被新闻学界
认为是继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
新闻史权威著作，是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
学的标志。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方汉奇一砖一瓦
构建起新闻史的学科大厦。他组织编撰《中国
新闻事业通史》，耗时 13 年，前后 50 多人参与，
是新中国新闻学科第一个有外文译本的专著；

而后又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历时
超过 20 年。这两部著作后被誉为“中国新闻史
学界的里程碑”。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
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
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
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
产、河流所在位置。”王润泽说。

除了著书立说，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方汉
奇时刻萦怀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新闻学被列
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没有自
主性。方汉奇担任首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
集人后带领众人多方争取，终于将新闻学升为一
级学科，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
制度上的保证。

1989年，方汉奇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等人
一起发起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
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
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

一砖一瓦搭起新闻史学科大厦

如果把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那么它
的源头在哪里？几代新闻史研究者孜孜以求。

1983年，方汉奇发表了对唐归义军《进奏院
状》的研究成果，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的报纸
开始出现于唐代，《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
古老的报纸。

当得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存有《进奏院状》
原件后，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
报纸实物将有助于揭开古代报纸起源之谜。

于是，方汉奇委托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对
《进奏院状》原件拍下照片，对 60 行文字逐字逐
句地疏证、辨析，再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对邸报的
记载，终于使这页看似不起眼的纸张重放光芒。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多打深井多做个案
研究，是方先生一直坚持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对
学界后辈影响深远。”王润泽曾撰文专门谈方先
生的史料观，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到底
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先生征引四种
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破案
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

不久前，一位集报爱好者送来了一份满文版
《京报》，这让上世纪90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清代《京
报》的方汉奇喜出望外，“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文
版的《京报》，这能进一步丰富新闻史研究史料”。

对于报纸所处的年代，方汉奇又开始了一番“破
案”，最后给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判断。“报纸上记
录的内容太琐碎，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要不然就
能判定出更具体的年代了。”方汉奇略有惋惜地说。

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旧书斋。出于对一
手史料的执着，方汉奇在新闻史长河中不断打
捞尘封的记忆。他曾几经周转寻到民国著名报
人邵飘萍的家人，获得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
证明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他还摘掉了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证明《大公报》
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大大帮过共产党的忙，

“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
农红军万里长征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

作为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新闻史研究
时间较短且史料零散，要从各种历史文献处寻
得线索绝非易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坚
持做学术卡片，一张张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
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有战斗任务了，这些卡片就活了，召之即
来挥之即去。”使用卡片时的方汉奇如同一位调
兵遣将的将军。

如今，电脑成了方汉奇收集资料的新阵地，他
在1T容量的硬盘里分门别类建了几十个文件夹，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看到好文

章他会第一时间下载存档，积累的资料将近500G。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幅当年廖沫沙先生

送给方汉奇的字，就悬挂在人大新闻学院的会
议室里，在方汉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王
靖雨看来，这是老师一生治学的写照。

研究史料像神探破案

每天早上 7 点准时用微信给弟子们发送
早间新闻，是方汉奇最近养成的习惯。不过，
早在2013年，方汉奇就注册了微信，如今通讯
录里已有300多位好友。

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面前，方汉奇从未落
伍。1996 年，当网络媒体在中国处于起步阶
段时，他就在一次演讲中专门介绍了电脑网络
的用途；1998年左右，仅靠几名学生的现场指
导和手写操作指南，方汉奇便开始了互联网之
旅，当时年过七旬的他成为中国最早“触网”的
一拨网民。

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回
忆，她在人大任教时曾给学院年长的教师做过
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最终学会五笔打字的只
有两位，方汉奇就是其中一位，他总是笑称自
己采用的是“一指禅”输入法。

2010 年，84 岁的方汉奇发了第一条微
博，不久便成了大 V，粉丝最多时超过 175
万。当时开通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大概只有年
过百岁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年长于他。

活跃在微博的那几年，方汉奇平均每天发
一条，他喜欢评论国内外时事，也不忘记录生活
点滴，“这两天在学着如何用iPad，一会儿缺这
个，一会儿缺那个⋯⋯我是不服老，又得服老，
不服不行”。有网友跟他互动，“我还在看你的

《传播史》，太厚了”，他回道，“让您受累了”。
“对新事物保持敏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

本能追求，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怕落
后，要让自己不断地处于时代的前沿，跟上
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近两年，方汉奇又陆
续学会了使用支付宝、网约车。

旅行，也是方汉奇拓展认知边界的一种方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文
革”期间，他下放到学校设在江西的“五七干
校”，尽管条件艰苦，方汉奇还是利用休假的机
会，几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南昌、瑞金、
兴国等革命圣地是他主要考察的线路，“这不就
是如今流行的红色旅游吗？”方汉奇得意地说。

从江西回北京的旅程也没闲着，他研究了
当时的铁路政策，买到了一张“专属车票”，车
票上手写停靠站点，到站下车后可再上车，15
天内有效。手握这张车票，方汉奇一路泛舟杭
州西湖、逛上海外滩，大同看石窟，张家口看洋
河⋯⋯留下了美好记忆。

在王靖雨看来，方汉奇总有大幽默和大智
慧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文革”时期经历颠沛流
离，但他每次提到总是语气轻松，甚至还开自己
的玩笑。有时弟子们担心先生上了年纪，自己去
食堂打饭不方便，可他总用在“五七干校”的经历
自证手稳——那时他要抡大铲子给几百人做大
锅饭、打饭，“每次我的窗口前都要排好长的队
伍，因为我的手不抖，不会捞一勺掉半勺”。

方汉奇不光做过大锅饭，在家中也主动承
担了大厨的角色。曾经为了照顾在中学任教
的妻子，方汉奇“做了十五年的饭”。相濡以沫
数十载，他出门总不忘给妻子带爱吃的巧克力
冰淇淋，过生日送上一支玫瑰花，妻子生病住
院时，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后来，为
了让妻子在轮椅上坐得舒服一些，他又挖空心
思将轮椅改造一番。如今妻子离世5年，她的
遗像前，总盛开着他摆放的鲜花。

2016 年，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面对来
自学界业界潮水般的祝贺，方先生“感谢大家
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
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引
得在场的同行和弟子们放声大笑。

在这位见证过中国近百年起起伏伏的新
闻老兵看来，自己正好给新闻教学和研究站
过岗，如此而已。

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是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
——他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成为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
——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玩微信，他是同龄人中的“潮人”。

“从开始当教师起，我就认为教师这个工
作是个神圣的工作。当一天教师就要学习一
天。”比起皓首穷经做研究，方汉奇更享受的还
是三尺讲台。

方汉奇课上得好，在人大新闻学院是出了
名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人大开设公开大课
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
生。有学生回忆他的课堂，用“满座叹服，惊为
天人”来形容，“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
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
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
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

所有的知识点在他的脑中都穿成了线，学
生形容他，“丝丝白发都是知识”。

“上好一堂课，一个星期都很快乐。如果
上砸了，一个星期都难受。”为了讲好课，方汉
奇每次都会准备“十桶水”，上课只用“一桶
水”。他时常把上课比喻成打仗，要有一定的
纵深，不至于因一点被“突破”，造成全线“崩
溃”，有了纵深，才能擒纵自如，可进可退，才能

“东方不亮西方亮”。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

学家之一，他至今为止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
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新闻学院的
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读书汇报，是王靖雨念书时最
大的享受。上午 10 点钟，到先生书房来，坐
定，沏一杯茶，听先生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和
历史中的人。每一届弟子，方汉奇都会开出书
单，每月至少碰头一次交流读书体会。

“先生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同时又鼓励
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据北京大
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回忆，当年
还在读博士的她“放肆”提出中新史的学术架
构存在问题，没想到方汉奇听后鼓励她把想法
形成文字，并推荐发表。“这件事对我影响很
大，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勇气。”

如今，程曼丽也将这份鼓励传递下去，对
于有创见的学生她总会格外关注，支持他们继
续深挖，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生活中的方汉奇常常给弟子们带来惊
喜。他记得向每位弟子送上生日祝福，会为生
病住院的学生送去热粥，出国归来还不忘给学
生们带小礼物。

不仅仅是方门弟子，很多年轻学者都得到
过方汉奇的提携和帮助。在成为方门博士之
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与方汉
奇有过三年的书信往来，“对请教问题的来信，
方老师每封必回，并在信中一直称呼我为邓老
师。”在方汉奇的不断鼓励之下，2005 年邓绍
根如愿考入“方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新平更是将方汉奇
视为引路人，当年还是“新手”的他被方汉奇邀
请加入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课题组，从此扎根
新闻思想史研究20余年，“做新闻史研究是件
苦差事，成果会出得慢，但只要有恒心与韧劲，
就会乐在其中。”徐新平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
见面时方汉奇对自己的寄语。

在人大，一届届新闻学院的学子至今还守
护着这样一份默契，看到在食堂打饭的方老
师，会一路默默护在他身边，隔开拥挤的人流。

上好一节课一星期都很快乐

2020年1月，方汉奇（前排正中）在人大新闻学院与教师合影。 李俊伟 摄

方汉奇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邓绍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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