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成都多主题对话
S15a-新闻工作者与责任小组讨论

一：经验分享：
三畏：
关于新闻管制，所有的成员都很关注。我来开会前，韩寒的杂志《独唱团》出版后，几个小
时内成都街头就断货了。我觉得媒体应该把这件事当作一件文化事件或社会事件来报道，而
不是当作一个娱乐趣闻。我跟媒体主编建议，应该派出记者专访韩寒。我刚告诉报社的同事，
他们就告诉我们，上面已经有通知了，这件事媒体不能炒作。
展江：
三天以前，我和广州一家报纸合作，组织了两版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伯尔基金会委托德国两
所两个大学，对德国媒体 2008 年涉华报道所做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结果在 6 月 14 日发布，
被多数有关中国媒体曲解，其中最厉害的要数《环球时报》
，也包括新华社。这些报道不但
混淆了视听，也给伯尔基金会造成了一些尴尬。因为德方有人认为，基金会是在给中国做宣
传。上周，我们和基金会一起，把他们的看法，他们调查的主要内容，通过《时代周报》的
两版文章重新解释和澄清了一下，尤其是对《人民日报》
、
《环球时报》的一些曲解进行了温
和的批评。伯尔基金会的结论是，德国媒体不存在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问
题。而在中国，有一些媒体就可能存在故意歪曲他人观点的问题。
周晓翔：
记者的独立性是有限的独立。我们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药店卖一种药，把一种毒药当作是
一种清火的药卖给了病人，导致病人的瘫痪。我们报道后，导致了医院的关门。医院找到我，
我认为必须秉直记者的良知，把这件事报道下去。但他们通过宣传部等机构，把报道压下来
了。虽然最后的判决，他们败诉。但这件事的过程中，记者的独立性在中国现实的制度下是
有限的。但是，有限的独立，不等于记者不应该追求独立。记者的独立是一种理想，但独立
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记者所在的制度环境。
唐建光：
记者的伦理底线取决了媒体的伦理底线。我当时效力的《中国新闻周刊》
，接到了一个合作
项目。一个公司与刊物合作一个人物栏目，要求报道一些成功人物。刊物主编认为，合作这
个栏目，对报道对象的筛选必须由杂志来确立标准。最终也是由刊物和赞助方通过协商，来
确定人选。记者要去采访，也不是基于自己的职业判断。既然我们服务的媒体，都在以他们
所在的版面在与利益作交换，怎么能要求记者超越媒体环境去按照职业标准来客观报道。
：
（志愿者：王妍 13880181083）
我想就社会转型来说几点，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正处于从共产主义到一个更自由的时代。
我想说，在巴黎郊区，有很多来自北非的居民。他们在郊区有一些生活状况的问题，他们不
满当局对他们的待遇。有一些瑞士媒体，他们对这方面做了一些报道，他们在网站上建立了
博客，并在网上发布一些信息。博客的名字叫“bandit”
（音译）
。
从 05 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一些骚乱。一些年轻人向警察扔石块。
法国政府也经历了痛苦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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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就使得平时根本没机会说话的，有机会有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来说，发表
这样的信息在传统媒体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网络上，就很容易了。这个博客的
能够意识到郊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那些没有机会发言的人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

海燕：
08 年时，广州环保运动非常活跃。其中一次是番 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另一个是在石
坑（李坑）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番遇是发生在一些新兴的居民，住户多为新兴的中产阶级。
而李坑则是一个城乡结合带，居住的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城市农民。两个地方都在反对，但
结果却迥然不同。在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的参与下，番遇的项目取消，而石杭的还在继续进
行。
我好奇的是，番禺的项目为什么能被取消，是哪些力量在起作用。后来我发现，记者其实起
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悄悄转变为一个精英群体，成为城市的中产阶级，而他们手中
掌握着媒体，他们有为自己代言的工具。他们用这个工具去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石坑这
个地方的居民，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媒体，没有象记者那样的公共资源，
因而他们的抵制失败了。

王琳：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宗个案。2009 年 5 月初，轰动全国的宜宾国税局白花分局原局长卢玉敏
“嫖宿幼女案”有了处理结果。宜宾警方认为：卢玉敏事前并不知道被害人未满 14 周岁，
因此，卢玉敏“不构成犯罪”
，决定对其处以罚款 5000 元，行政拘留 15 天。
5 月 11 日，
《羊城晚报》的编辑通过电话向我约稿，我分析了这个案件后，认为警方处理的
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为此我写了一篇时评《局长“买处案”适法错误》
，
发表在 5 月 12 日的《羊城晚报》上。当时的媒体上只有我对这一个案发表了法律适用错误
的质疑。5 月 13 日，宜宾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给我发表邮件，请我在法律适用上提供具体
的文件。之后，这一文件得到确认。案件由此急转直下，8 月 3 日，卢玉敏法院判定构成强
奸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说明记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需要。同时也想证明，观点新闻（如时评）
在中国虽然经常无力，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正政府或司法的错误。媒体、记者、评
论员都应承担起这种责任。
江雪：
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有一个官员向华商报投入了一笔钱，想要发一篇软
文。我当时在深度报道部，我想这不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拒绝。后来报社安排了
另一个记者去，但他问了一些广告商不高兴的问题，结果大家不欢而散。我们讨论媒体和记
者的底线，包括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性，不应因广告利益而回避公共利益。但在中国当前的
情境里，媒体比较难以做到。但对于记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办法，记者可以主动拒绝这些事
情。比如提出一些理由，来拒绝这些工作。
另一个案例是一个自杀案件的报道。在西安东效，有近 20 万的下岗工人。有一个工人自杀
后，他的工资存折里只有 1 元块。他还要应付孩子、医疗等等压力。我在报道的时候，我的
思考是：一是报道要考虑对其他相似人群的影响；二是报道会不会引发老左派攻击市场经济
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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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冰：
我是做手机媒体的。在我看来，传统媒体对农民的启蒙是没有的。不仅是媒体基于经济利益
的考虑，也是基于读者群体的考虑。周晓翔老师曾说手机报的读者层次太低，但我们是否因
为这些人的层次太低，就把他们排除在媒体的受众之外。传统媒体忽略的人群，给手机媒体
的出现提供了机遇。从建国到现在，没有一份媒体可以直接送到农民手中。而手机报恰恰可
以送到农民手中。我有一个理想，创办一个服务三农的手机报，类似于乡村学校的项目，担
负起对农民启蒙的责任。
翟明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在网络管制和新闻自由方面的一些经历。2005 年，我跟一些
朋友创办了一份独立的刊物《民间》
。因为报道政府在征用土地时农民与政府之间矛盾遭到
停刊。我就发表了一个“
《民间》停刊告读者书”
，对政府的新闻管制提出了一些批评，我马
上就受到了抄家的命运。但这时我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和短信，远到西班牙的记者。当时各
国记者都有采访。这对我起了一些保护作用。后来我创办了《壹报》
，有了比传统媒体更大
的发表尺度。
《南方都市报》发表不了的文章，也可以在我这个博客上发表。我的这个博客
曾四次被屏蔽。第一次屏蔽后，我在网志大会上有抗议，政府不应该掠夺我的网络“房地产”
。
后政府也有开屏。随后我写了个政治笑话，又被屏蔽。再次抗议之后，又再次开屏。当时我
写了篇文章《壹报开屏不是春，百博齐开春满园》
，建议政府为被封闭的博客一一开博，一
天之后又被屏蔽。再后来，我为朋友异见人士胡佳鸣冤，博客被彻底屏蔽。那时我发誓，如
果关我一个博客，我就开两个。如果关我两个博客，我就开四个。所以我后来建立了四个博
客，三个在海外，一个在国内。在国内的博客经常被删帖。有一次一篇文章只存活了一晚上
就被删帖，我就写了一篇日志，叫《我的一夜情》
。因为这个标题，有很多人来看，也有很
多人在传阅。之后，另一篇文章被删，我问了很多人包括管理者，他们都说不是他们删除的。
后来我明白，我的帖子是被外星人删除了。于是我就给外星人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也留
传甚广。
后来我做过四川汶川地震预测的系列深度调查文章，如其中有发现龙门山脉地震带发出过地
震预报卡，四川地震局置之不理。曾经德阳地震局的五个局长站在专家面前，通过电话要求
我删除我博客上的文章。我回答，我不是中宣部管的记者，所以不受中宣部规定的管制。综
上，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对新闻管制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曝光。在一个非正常的时
代，公民能勇敢发声，公民之间相互呼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能通过增加管制的成本，来打
破和突破新闻管制。

：
在法国，对一个议员或一个政府官员，他们去批评记者或给记者红包，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他们有一些更加聪明的行贿方法。我叫他“社会贿赂”
。一个反对党的部长会找你，把你
当作他的朋友。他叫你小名，然后他说“您”
，不说“你”
。然后他请你吃饭。总的来说，就
是一种聪明的方法，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让你觉得如果说他的坏话，你会觉
得不舒服。我回到巴黎才发现这一现象。后来我成了《世界报》的主编，我立马就被一个规
则盯上了。我不接受任何部长、议员或大人物的电话。我从来没有和有正式关系的人在一起
吃饭或一起旅行。我在三年之中一直都遵守这个规则。并不是说我想保护我自己，而是想保
护记者。通过这种方法，我避免了可能颠覆法国记者伦理的错误方式，避免了不是经济上的
腐败、但也是腐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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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妮：
我想说关于我在中国 80 年代采访的一些经验，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需要一些非常高的
责任感，就是对他们采访对象的保护。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到现在我已经做
了 13 年的编辑。基本上，我在你们的报业里面找到了一些能够反应中国现状和中国变化的
稿子。
比如说，你们给中国读者写东西，你们根本不必要写清楚，如果我不清楚的话，法国读者就
会看不懂。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你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也清楚地知道
你们所发表的东西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其实很清楚。比如从外面来
看，都能够看到你们哪儿没写完，哪儿被删除了。两年内，我亲眼看到了两次有的文章前一
秒还有，后一秒钟后就没了。一次是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的消息，一次是 13 家媒体共同
社论。把这些说清楚，点你们的名，是比较难做到的。因为毕竟我们应该解释情况，我们解
释情况的时候，又会点到你们。

：
我讲第四个问题。讲社会转型，而且是政治转型。政治改革正在我的国家比利时发生。在比
利时有两个区，一个说法语，一个说荷兰语。我想说的事情发生在法语区。近几年来，比利
时说荷兰语的人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独立，在比利时内部的独立性，需要更清晰地区分两个
区。所以我说比利时这个国家结束，它想分裂成两个国家。这几年来，比利时法语区的当局
一直都屏掉这个消息。
我们在 2006 年发表了一个录像。在 2006 年 11 月份，我的电视台同事制作一个记录片叫《比
利时再见》
。为什么它很有趣呢？因为里面全是假的，但它又那么真实以致所有人都相信了。
它是可能的，是允许发生的。在一个新的思考方式下，它是可行的。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一种消极的方法就是，更加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这
就是比利时这个社会在寻找一种思想的大碰撞。我不能用短短的几秒钟就向你们解释好制作
这个记录片所花费的精力。假如是现在是晚上八点，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很正常的。突然我
们中断了信号，一个主持人说，比利时时代已结束了。或许几年后真的有人就宣布比利时结
束了。
长平：
我回应怎样抵制和突破新闻管制。我以前做记者、编辑、新闻主管和主编，现在写评论和专
栏。我给自己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探索管制的边界。有人经常问，中国媒体的空间有多？。
我总是回答，如果不去试探，就不可能知道。但我不希望那么激烈，因为我希望我的文章能
让更多中国人都看到。但我也经常遇到一些新的管制，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曾经并网站
发表我的作品，他们就会被罚款。再如 08 年我写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时，引发了很多五毛
党人的谩骂。直到现在，几乎我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这些人在谩骂。这些事情让我很烦。
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刚才讲，他拒绝和政客吃饭，但在中国很多主编都希望接到饭局的邀请。
我批评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后，收到了他转发给我的很多材料，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后来我又写了文章批评他。
今年两会期间发生了“鸿忠事件”
，湖北省长李鸿忠因为一位女记者问了尖锐问题而抢走了
她的录音笔。我写了分析文章，发表在 FT 中文网。但很快，我在湖北省《长江日报》的专
栏就被停了。据编辑说，这可能是总编的主动选择。对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像我一样，对威胁感到恐惧，对管制没有办法，甚至看不到前途。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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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无论眼前如何黑暗，无论未来如何渺茫，大家也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
探索可能。

小华：
08 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项目。当时还有一些市民以“散步”的方式
来反抗，当局还抓了人。
成都川西平原能可持续发展的
成都市宣传部注意到了这个论坛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写这个敏感的项目。随后就有人找到我。
包括会议方和我的单位都有人来找我。
来人宣称他是项目办的人，他们向我陈述这个项目的一些好处。
我的回应是，为什么不将这些项目的有利方面告诉民众呢？他们说，我们也很为难，因为公
众不相信我们，公众不相信官员，公众不相信专家。
我的疑惑是，这是为什么？

晚上：
我对当下中国的新闻环境并不抱乐观的想象，包括你们所提出的一些想象。有些时候我也会
讲，包括我遇到一些惩罚和攻击的时候，我也会害怕。我几次因为写文章丢了工作，我也很
难过。
我们还得往前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极其困难中积极去做。

江雪
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当人们谈到记者的时候，不会再想到“红包”这个词。
王琳：
我的理想是当记者遭到非法侵害的时候，能够很迅速地得到社会组织的帮助，包括经济上、
精神上的和法律上的帮助。
具体的做法也许可以分步完成。虽然我和多数人一样，也认为成立

蒋冰：
我的理想就是创办一份“三农手机报”
，它不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它的栏目、它的
设置、它的内容是多数农民所喜欢的。

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规范，禁止警察和法院调查记者的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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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妮：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来谈他们的情况，他们能够在比较平衡和平
等的情况下，来做他们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完全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要么一起去采访，
去做同一个报道，一点都不会遇到麻烦。
你们叫我去想象一个关于未来，关于理想。这是合理的，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可能。我们昨
天谈了很多，今天也谈到了一点，就是记者怎样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我们并不是为了钱而工
作，是为了独立。全世界的记者联合起来。
小华：每个人都能拥有期待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而不会得到喝茶的待遇。我希望这一天不
会太远。
三畏：我愿意为明磊的畅想添一点注脚。他的畅想，在我们听起来都象一首诗，但我想，这
个畅想的实现
。
象我和长平先生写专栏，署自己的名，就自己负责任。

展江：
我们既不需要宣传部，也不需要象王克勤这样的调查记者。我希望调查记者都失业，所有的
腐败现象都不由媒体来承担揭露的任务。
二：关键问题：
1. 怎样确保记者不能跟着金钱与权利走，记者应建立伦理底线，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
2. 怎样抵制和突破传统与新形式的管制和宣传？
3. 怎样再经济上和法律上对调查报道与国家报道给予支持？
4. 媒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角色与作用是什么？
5. 怎样确保记者明确自身权利与义务并完全独立履行？
三、解决方案和展望
周晓翔：我希望记者的采访本可以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用。这在西方国家早已执行，这一直是
我的憧憬。
王海燕：希望记者之间有互相交流的平台，广州就有一个记者进行交流的 BAR。
瑞士时代周报：我有三个词总结。第一是“质量”，报道要有事实、有质量，才能让人信服；
第二是“团结”，记者通过网络互相支持，互相了解；第三是“谦逊”，记者和媒体掌握了
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拥有了权力，因此记者必须保持谦逊，不应把权力和反权力
混淆，这一点很重要。
长平：中国媒体现状不乐观。我本人遇到惩罚的时候内心会害怕，被网民攻击的时候会难受。
但还是要往前走，虽然可能会有困难，但个人要按自己的良知做事。
王琳：在目前中国成立记者工会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可以成立一些维权组织基金会，律师可
以加入，帮助记者维权。这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江雪：我希望将来人们说到中国记者的时候，说起的不再是红包。
蒋冰：希望看到一份《三农手机报》的诞生，让媒体可以真正影响到农民和弱势者。
翟明磊：现性是言论自由市场的唯一货币（下面没记得下来，可以问一下他进行补充）
国际报：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规范，保护记者，不许警察去查记者和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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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妮：希望有一天中方和西方的记者，可以在平等的平台一起采访，一起讨论，可以做同样
的报道，而不会遇到麻烦。
比时利：记者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不是因为钱而工作，而是因为独立。全世界记者应该联合
起来。
彭小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而不会受到喝茶待遇。
何三畏：希望五到十年内，有那么一天，我的博客署我自己的名字，博客也只能让我负责，
不会有任何去帮我管理，不会有人敢删我的博客，如果有，我就可以告他。在纸媒上，我也
署自己的名字，编辑不会删除我的观点。
展江：中国很复杂，我希望未来既不需要宣传部，也不需要王克勤。希望到时所有的调查记
者都失业。

四、可行性方案
1、小组框架内，中欧双方互相加强交流，制定交流原则，然后变成行动，定期进行中欧媒
体记者交流。
2、经验分享。在中欧论坛目前的网站上设分栏目，中欧双方的记者都可以多发表文章，集
合经验，实现理想。让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3、中国有质量的文章可以多翻译到欧洲，被更多的媒体采纳和发表。可以做一个网站，把
更多的信息提供给大众，介绍给更多的读者群体。
4、目前中国面临去正义化的功利教育。要让更多的记者相信，按原则做事不会吃亏。
5、在中欧论坛网站成立了网站，多翻译一些欧洲新闻自由与法制、管制的文章放到网上，
由欧洲提供一些经验，然后由中文的专家学者借鉴以后，起草立法，促进中国媒体进步与法
制。
提出关切问题：
• 怎样确保记者不跟着金钱与权力走，记者应建立伦理底线，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
• 怎样抵制和突破传统与新形式的管制和宣传？
• 怎样在经济上和法律上调查报道和国际报道给予支持？
• 媒体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 怎样确保记者明确自身权利和义务并完全独立履行？
建议行动方案：
• 促进有利于新闻媒体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同时，加强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行业
自律。
• 制定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
• 中欧双方共同搭建一个多语言的网络互动平台，建立中欧双方媒体从业人员互换、
交流的机制。
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 在中欧双方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的新闻自由?
• 欧洲在新闻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中国研究和借鉴。
• 在欧洲，参与民主非常活跃，完全可以引荐到中国来，进一步推动中国正在兴起的
媒体驱动型的公民参与。
• 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建议深入到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避免欧洲中心主义。中
国媒体也要避免对欧洲报道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彼此坚持新闻的客观性，避
免刻板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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