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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的前世今生

⊙ 劉工昌

 

對於中國現今的紙質媒體而言，《南方周末》的存在簡直是個奇跡。我們說它是奇跡，就是

因為在整個版面仍是領導人的臉和明星的屁股所主宰的大陸輿論系統 ，《南方周末》則能有

效避開這些東西而另闢蹊徑，走一條比較嚴肅的以政治財經包括較為高檔的文化產業之路。

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在輿論管制仍然只在有限的文體淺層面有所放鬆，而具體的政治

經濟層面仍是諱莫如深、雷區縱橫的情況下，《南方周末》能夠完好的存活下來，並由此獲

得許多媒體花多少錢廣告也很難換來的一個輿論監督的好名聲，其間奧秘當是耐人尋味。

《南方周末》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現代傳媒業發展極不正常，民眾對媒體的看法

大多還停留在官方的傳聲筒上，媒體的生存還遠未走上借助正規市場選擇來完成，而主要還

是靠各種權力或是權力背景下的關係。有些沒有這方面條件的則只能靠拼命拉贊助，甚至不

惜刊登各種虛假廣告來換取慘淡經營。而《南方周末》則是沒有任何的權力背景下的攤牌，

完全靠市場的自主選擇，發行量竟然從最初發行7000份，到現今每期發行量穩定在130萬份以

上，並且連續五年過億元廣告額。2006年，世界品牌實驗室（WBL）公布的中國500最具價值

品牌中，南方周末以20億元的品牌價值位居周報第一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周報」，

在今天的中國這無疑是相當了不起的。

奇跡三，在中國，機關報大多限於攤牌所以閱者幾乎都是應付；娛樂小報則主要供於消遣。

《南方周末》的閱讀對象則主要集中在中高檔知識分子，他們一般比較自負，不會輕易光顧

那些他們認為沒甚麼意義的東西，而一旦他們肯注意，特別是肯花錢買這樣一份東西，他們

通常會花比較細緻的工夫來琢磨它，這就使得《南方周末》在它的受眾中產生了其他媒體很

難產生的難以估量的影響，深刻持久，就許多方面看，它超過了絕大多數有影響的權威學術

刊物。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得承認，在知識分子中所打造的忠誠度來看，中國目前還沒有一

份平面媒體能達到它的高度。有很多類似的媒體喊著要超過，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家能望其

項背，很多老牌的雜誌能維持上萬份就不錯了，像《收穫》前些年輝煌時也就在10萬份左

右，現在已大不如從前，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而《南方周末》能頑強的存活下來，並且能

發展壯大到今天的陣勢，這裏面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咀嚼的。

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南方周末》的整個發展流程。

（一）哺乳期 品牌孕育期

中國的周報現象，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熱起來的，從1981年《中國青年報》開辦首家

星期刊，到1984年《南方日報》創辦《南方周末》，到1991年，100多家全國性大報中，有54

家開辦了周末版，到1993年已經達到200多家。1在中國，周報通常意味著休閑放鬆，上點文



人樂於綴弄的吃的賞的東西，偶爾也上點風花雪月調調大家的胃口。那些年文壇大環境也大

抵如此。除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格外走紅外，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俞平伯、豐子愷等

人的散文也是大行其道，大家儘管面孔各異，但胸口總要藏著塊閑適的牌子。《南方周末》

當然也不例外。此時的「《南方周末》是一個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娛樂八卦新聞為主的報

紙。一張靠裁裁剪剪拼湊而成的娛樂小報」。2

這裏要說的是，這份「娛樂小報」在眾多同質的周末性報紙中，其文化娛樂版還是有一定的

知名度的，在圈內還是有一點影響的，儘管它還不能完全自己養活自己；同時在其他周報把

眼光死盯在發行上時，它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廣告的價值，開始有意識的發揮廣告的經濟杠杆

作用，當然，那時的廣告來源仍然是十分微薄的，它的生存仍然主要依靠背後政府機關報的

強大供給。那時的它就像一隻蟄伏在母親身旁的乳狼，沒甚麼特別，沒甚麼動靜，也沒落下

甚麼毛病，一晃十一個年頭過去了，隨著身體慢慢長成，皇娘的懷抱仍然溫暖，但已無法滿

足這個饑渴的孩子對世界虎視耽耽的願望。

(二) 青春期 創品牌

1995年北大畢業的左方入主《南方周末》，「這位有著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與啟蒙主義思想

意識的領導，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調」。3主編左方及編委會提出了「新聞主攻、副

刊主守」的競爭策略。「新聞主攻」就是鼓勵記者走出廣東，放眼全國參與新聞競爭；「副

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經得到讀者認可的知名文化藝術類版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其在同

類全國性報刊中的優勢地位，以確保在硬新聞報道出現競爭乏力的情況下，報紙的傳統讀者

不出現大規模流失的後果，這個競爭策略為《南方周末》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轉型在

短期內實現重大突破發揮了重要作用，即所謂「進可攻，退可守」。4

應該說，它也剛好趕上了一個時代。在經過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整個社會氣氛仍很壓抑；而

在這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帶動的第二輪經濟搞活浪潮卻轟轟烈烈，財富的增加所引發的各種灰

色交易俗稱「官倒」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底層人生存狀況卻依然是觸目驚心。這種由於權力

差異所導致的社會財富的佔有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越積越深，但人們

卻根本找不到一個正常的瞭解和傾泄的渠道，這時的《南方周末》則恰當的填補了這一空

間。如果說先行開放的中國足球不幸充當了一個排污的下水道，人們把現實中所有的怨恨和

不滿甚至根本不屬於它的罵都給了它的話，《南方周末》則幸運地充當了一回弱勢群體的代

言人，對於習慣了講話拿到桌面上和桌底下的中國人來說，他們終於發現了一些在桌底下談

論的在別的地方找不到的屬於中國現實生活的真實，在這裏卻真正找到了回音，並且公開登

上了臺面，可以想像每個人見到它的驚喜。

1996年9月，「南周」擴版，報紙的稿源成了很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南方周末》就通

過招聘，欲將全國各地的優秀記者收歸旗下。1997年《南方周末》黃金時期開始，法制報道

開始在中國呈星星之火，當時《南方周末》的「人與法」，也多是「一些男盜女娼的故

事」，可讀性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這個第五版的「人與法」，被做成了當時

「《南方周末》的第二個頭版」。5

應該說這一時期的《南方周末》的確沒有令人失望。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生張小麗在〈從南方周末的批評性報道看輿論監督〉一文中曾經採



用系統抽樣中等距抽樣的方法，以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各期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報道作為

抽樣框，以四期（一個月）作為抽樣間隔，隨機抽取了85例頭條新聞作為內容分析的樣本，

抽樣調查顯示：在全部85個樣本中，批評報道有47條，佔總樣本的55.3%。主要批評機構是公

眾個人、事業單位、政府機構、以及企業；其批判內容多為濫用行政特權、貪污受賄和各種

社會問題；涉及最多的領域是政法和社會。6

對這一時期的內容，《南方周末》前接駐上海記者站站長朱強概括為這樣幾個特點。

（一）跨地區輿論監督，有效避開當地各級權力機關的擎肘。（二）大案要案報道，《南方

周末》批評報道的主體是大量有關新聞事件的深度調查，偏重於對一個個案例的獨家報道，

強調挖掘案例的來龍去脈和事實真相，因此影響力大、可讀性強的大案要案報道和 涉及公共

安全的突發性事件的報道成為該報頭版頭條題材的兩類主要內容。（三）為弱勢群體代言，

由於其在報道中體現出的人道主義精神建立在理性調查、客觀事實基礎上的同情弱者的傾

向，也被讀者譽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人」。7

真正的信賴來源於揭示真相的勇氣和決心。自由的真義是對每個人自由的尊重與認可，一個

真正的自由者應該知道，以任何藉口來掩蓋落實到弱者頭上的苦難，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的。你可能不那麼喜歡，但你不由得不對它崇敬。正是這些，為《南方周末》贏來了多少廣

告也換不來的口碑。中國的老百姓對生活的認識有一種樸素的本能，他們判斷的標準很簡

單，你做的怎樣，是不是真的在他們著想。至於哪些是真的那些假的，他們其實要比那些所

謂的專家更清楚。

當然，寫作技巧的獨特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南方周末》的很多文章都有「華爾街日報

體」的風格和特點。「華爾街日報體」在結構上一般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人性化的開

頭，即與新聞主題有關的人物故事；第二部分，過渡，即從人物與新聞主題的交叉點切入，

將真正的新聞內容推到讀者眼前；第三部分，展開，即集中而有層次地闡述新聞主題；第四

部分，回歸人物，即重新將人物引入新聞，交代此人與新聞主題的深層關係。《南方周末》

不定期用「頭版頭條主題預告」的辦法來拉動發行量，認為哪期該報的頭版頭條內容可能特

別暢銷，先把此文信息預告或者傳真大樣給銷售網絡，讓他們隨時加大印數。8

這裏必須要說的是，在當時的中國敢這麼做是需要冒極大的風險需要更大的勇氣的。《南方

周末》能夠樹立起這樣一個口碑，與當初那批加入者個人的品質是分不開的。

從1995開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國最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南方周末》的記者大

多是小城鎮出身，都是苦孩子，對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你看見我們的時候，我們在紙

上，你看不見我們的時候，我們在路上』。郭國松為了調查列車上的不法行為居然被列車員

毒打一頓；李玉霄多次深入突發事件現場，已經成了一個『滅難記者』；楊海鵬，受到溫嶺

黑幫的數次威脅；壽蓓蓓，跑到山西採訪艾滋病，被人跟蹤，筆記本都被迫扔掉了，憑著記

憶把稿子完成；趙世龍，尋找駝峰航線舊飛機差點命喪雲南；尹鴻偉在『金三角』屢次遇

險」。9

我覺得與陳女士充滿感情色彩的描述相比，另一個從這裏出走的人的描述也許更為客觀。

「一個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這樣的：出生在農村或者中小城鎮，有一個談不上幸福的童

年，曾經做過文學青年，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機會。這樣的人，有一點

驕傲、有一點清高、有一點庸俗、有一點顯得有理想的樣子；這樣的人，有的社會責任，他



無法忘記，雖然自己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但是小時候和他一起玩屎泥的小夥伴們現在還在

社會底層掙扎著……對於這些人，新聞是他們謀生的手段，更是他們參與社會的途徑。寬鬆

的內部環境，簡單清晰的文化，相對單純的人員構成，使得《南方周末》成為一個不錯的新

聞平臺。用比較體面的待遇和清晰的新聞理想來吸引成熟的新聞人，然後給大家比較寬鬆的

空間，使記者和編輯能夠比較自由的發揮」。10

這是一群懷揣著「雅典公民」理想的年輕人，他們遠遠沒有人們寫傳記時的那麼偉大，他們

身上仍然奔騰的是與我們常人沒多大區別的俗世願望，但就他們所做的那些來看，卻已遠遠

超出了我們這個社會同樣披著這身記者皮的同行。只有在這群孩子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我們

所希望看到的作為一個記者所真正應該具備的模樣。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當它到了需要選

擇的關鍵時期時，是需要這樣的人的，儘管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沒有在那裏堅持下來，但是我

們應該確信，正是因為有了這麼一群還沒失去血性的年輕人的耕耘，中國才有了這麼一份與

眾不同今天還能夠一說的報紙，才有了這個今天具有真正意義上價值的報紙品牌。

隨著品牌的確立，它作為一份商業性報紙的商品功能也就日益顯現出來。

前《南方周末》記者，後來成為國內著名報紙發行人的譚軍波以其職業經理人的思維，將

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為清晰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左方時代，北大畢業的左方是有

著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與啟蒙主義思想意識的領導。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調。 第

二階段，游雁淩時代，即轉型期。從一份文化生活報轉型為綜合性大型新聞周報。發行突破

100萬，廣告收入幾千萬。在全國形成了真正的影響力。 第三階段，江藝平時代，即鼎盛

期。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產品最成熟，廣告過億。《南方周末》成為南方

報業乃至全國報業的「黃埔軍校」。11

按理說具有如此好的品牌效應的《南方周末》只管等在家裏讓廣告主上門來了，不，它是周

報中最早實行採編、經營兩分開原則的報紙之一。而經營主要是發行和廣告。發行上從一開

始它就一直在變革。嘗試了出華南版，發現此路不通之後開始不斷擴版之路。同時也瞅准了

中國當時正當發行之路。一方面儘量避免同質，另一方面認真面對中國大多數讀者的價格承

受力，尤其在過去《南方周末》的鼎盛時期，5元以上價位的新聞周刊與1.5元的《南方周

末》相比，高價位產品的質量和信息量反而遠遠落後於低價位的，其生存空間自然大大縮

小，能有5萬份的發行量，便已是謝天謝地。反倒是《南方周末》早早做成了一份紙質化的

「新聞周刊」。分析原因，蓋因此時中國社會階層的收入與人均財富尚未達到與美國或日本

接近的水平，民眾的閱讀消費心理與普遍消費承受能力尚不能接受和承受動輒5-10元的新聞

刊本。12

從廣告經營上看，變拉廣告為經營廣告，開始重視對直接客戶的服務。哦，應該說在中國媒

體中率先引入直接面向廣告主的服務體制。變革之三：不斷細化市場，不斷招聘人手細化服

務。正是在廣告經營上開始有起色之後，《南方周末》才敢於投入重資到採編之中。這才有

後來越來越好的《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確確實實是從那時開始不再靠發行賺錢（此前是）。中國市場化的報紙近10多

年發展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再靠發行贏利，因為廣告賺錢更多，同時設置的門欄也更高。13

毫無疑問，創品牌是最艱難的。從1995年至2001年經過三任主編的苦心呼籲經營，《南方周

末》逐漸確立起了其品牌核心價值：敢說真話，弘揚社會公正，為弱勢群體代言。尤其是後



者，前主編左方曾經有過非常清晰的概括：「我們強調理性批評。不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該

出手時就出手的好漢思想，但在邪惡勢力面前決不做一個沒有心肝的旁觀者。我們重視人道

主義、人性的文化，同情社會上的弱者群，但我們同時知道每一項重大改革的成果都需要由

民眾用汗水與淚水的代價去換取。我們之所以要為受損害的弱者請命，不是要充當救世主而

僅是企求在精神上給他們一點慰藉，同時也想以此來喚醒某些人心中沉睡了的良知。」14。

到了另一位前主編江藝平則成了更為精煉的概括：「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從身份角色看，「《南方周末》總是站在以民間立場批評政府，不肯調和與建設性溝通性的

報道」15

就這樣《南方周末》成功借助於政府新聞媒體的權威與公信力完成了純商業化的市場運作，

並由此成功的悄悄的運作起一個在人們心裏帶傳統危言濟世甚至社會良心性質的實質上的商

業品牌。

從生存方式上看，這時的《南方周末》可謂是採編與經營並重的時期，但從內部權力結構的

構成上看，高層還是把採編的質量放在首位，而負責經營的始終很難佔據其核心的決策部

門，但是《南方周末》的人大多沒有這麼想，確切地說應該是上層沒有對廣告經營十分精通

的人。有意識到的，但誰都不說。儘管《南方周末》的成功，經營策略應是居功至偉，但採

編人員並不這麼認為。他們一直覺得《南方周末》能有今天，最主要的還是報紙辦得好。做

經營的地位十分卑微，後來成為《南方都市報》總經理的喻華峰，還有馬書革都連南方報業

的正式成員都不是（喻在1999年《南方都市報》開始有所起色的時候，通過競選上崗成為

《南方都市報》副主編，副處級），只是廣告部的副經理(相當於副科級而已)，靠拿自己聯

繫的廣告業務獎勵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這在仍然講究級別、登第的國營單位──南方報業表

明你是沒有任何地位的，隨時可以要你走人。實際上類似這種情況至今在中國的媒體中都比

比皆是。馬書革離開《南方周末》時說過一句話，十分令人尋味。這也是今年《南方周末》

將廣告獎勵比例降下來的一個很重要原因。這就是「廣告比例可以適當的降一降了」。馬離

開之後，有人在《南方日報》的內部網站上批評《南方日報》的這一作法說：馬一年直接為

《南方周末》創造1000多萬的廣告收入，卻連《南方日報》的正式員工都不是，更不要說名

分了。16這就致使許多類似精英被迫出走，這一切都被鼎盛時期的繁盛所遮蔽，一旦這時期

一過，其內在的隱患就一點點暴露出來了。

(三) 成長期 保品牌

進入新時期後《南方周末》突然遭受了全面的阻擊。我們知道，《南方周末》與傳統媒體相

比，它的比較優勢在於，與傳統的日報比，有著它們無法達到的深度；而與周刊旬刊比，在

具有其深度的同時又有著它們所無法媲美的時效性和價格相對優勢。但這時新興的互聯網方

興未艾，使得《南方周末》的時效性優勢蕩然無存，廣告業務迅即出現下滑跡象；紙質媒體

上隨著2001年1月《21世紀經濟報道》正式創刊（其主編沈灝、副主編劉洲偉、李戎原來都是

《南方周末》的骨幹力量），其從內容到經營方式都與《南方周末》驚人相似，同時《南方

日報》北上與《光明日報》合辦的《新京報》也極為強勢，同為紙質媒體的它們內容深度與

〈南〉已無兩樣，時效性更強。而《南方周末》自身原先的精英卻在此時紛紛出走，使得它

原先最引以為豪的採編也就是內容這塊遭受了空前的挑戰。

它的外部生存環境也在急劇惡化，隨著開放的深入廣東作為橋頭堡的示範效應已逐漸消失，



而當地政府高層人事的變動也使它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撐點。同時它當初曾高舉的跨地區輿論

監督的法寶所造成的積怨隨著它的失勢也在這時逐漸顯露出來。到2001年前後這種積怨達到

了高潮。許多曾遭它揭黑的省份在這時紛紛跳將出來施壓，《南方周末》被迫整頓，最終的

結果是代理總編錢鋼調離，副主編陳明洋撤職，記者部正副主任撤職，幾位主要骨幹記者除

名。更多的記者選擇了出走，曾經君臨天下的《南方周末》終於元氣大傷。

天打雷劈之下，《南方周末》被迫選擇第三次轉型。從生存的角度它有意識的提高了經營的

分量，不再堅持採編為主，而是把採編不自覺的開始慢慢為廣告商服務。在這裏有一位曾任

《南方周末》廣告服務部門主管的人對此進行了較為細緻的闡述：

2002年也因此成為《南方周末》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改革年」。其中一項引起報界廣泛注意

的就是成立了專門從事該報品牌策劃和營銷的品牌工作室（後拓展為市場部），首開中國報

紙品牌經營和品牌營銷的先河。

1.「多元精彩」的產品結構 2002年，《南方周末》一年兩度改版，分別對產品的結構和形態

進行調整。3月28日的第一次改版中，確立了新聞（時政+社會）、經濟、文化、城市四大版

塊的產品結構。明晰的功能區劃，使該報由以往的社會新聞一枝獨秀，形成「多元精彩」的

格局（向熹，2002）。從營銷的層面來講，既增加了多元化讀者的閱讀選擇，也增加了廣告

商的投放選擇，《南方周末》的廣告吸附力、廣告到達率都大大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

創的「城市」版，每期對開八版，以贈閱的形式，覆蓋京、滬、粵三大城市群落的核心人

群。這實際上是同一產品的差异化策略，全面提升了該報的有效發行和廣告價值。根據第三

方數據顯示，「城市」版的推出使《南方周末》的發行總量提升了25%，至2002年年底，70%

的發行增量集中在核心城市，更吸引了大批成長中的良質品牌，成為《南方周末》新的增長

點。

2.VI系統的基礎工程 此次改版的又一重大成果是，《南方周末》全新VI系統的基礎工程部分

的確立和正式啟用。

VI（Visual Identity），即視覺識別系統，是企業形象策劃（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重要組成，是對企業理念（Mind Identity）和企業行動準則（Behavior

Identity）的視覺傳達與形象化表徵。對塑造品牌統一、完整、獨立的視覺形象，凝聚品牌

的市場共識，提高品牌視覺向心力，有重要作用。

2002年3月28日，《南方周末》將沿用了十八年的報頭進行了創刊以來的首次大規模改進：一

是將報名外一粗一細兩條文武線框改成中國傳統印璽的肌理效果；二是將報頭的正品紅中加

入少許藍、黑，近似朱砂色，成為該報的專色紅。這一章一紅確立了《南方周末》的品牌形

象和基本色調，並以此為基礎，進而演化出一套完整的VI系程，應用由《南方周末》內部及

外部用品和公開場合。中國報界全方位使用VI系統，《南方周末》是第一家，強化了該報品

牌的形象性和識別性。17

由於這樣的生存策略的確立，它內容風格上也開始了轉變，除了必須為廣告商所界定的特定

人群開闢出專門的版面外，曾經作為其獨特標誌的採編內容風格也發生著重大變化，主要表

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主盯經濟，與政治若即若離。經濟領域它很可能仍然是目前唯一一份敢於直面現行經

濟體制運行中一些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的報紙，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比較明白的窺見歌舞升



平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東西，才能較為清晰的透視中國經濟艱難爬行的軌跡。傳銷神話，互

聯網奇跡，股市泡沫，這些曾經喧囂一時的東西在這裏都得到了及時的揭示和有力的質疑。

很多人都說《南方周末》長著一副輿論監督的面孔，其實它在政治上的所為給人看起來是極

其有限的，似乎在有意回避。相反，有關政治的那些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基層民選中的村

民自治，小區物業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選等等，在這裏卻見得很多。它似乎很難看出甚麼轟

動性的東西，其實對我們這個在專制的陰影下躑躅了幾千年且民眾極其講究實利的民族來

說，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有無數的人在反思，卻沒有人來結繩記事，在這裏，《南方周

末》不是一個鼓動者，而是一個記錄者。它的作用也許若干年後才能真正體現出來。一個民

族最扎實的現代化進程恰恰來源於底層最樸實的民主事例的積累。當然，它也並不是完全避

開政治人物的摹寫。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大期間，就有一個對前任總理的專版。我相信它的

目的和大家看後的感受應該是一致的，那就是它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銘記一個偉人，而是為了

銘記這段鍛造偉人的歷史以及在歷史行程中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完成現代化轉型的曲折與艱

難。

（二） 拋開兩頭，抓中間段

作為一份紙質媒體，《南方周末》在文化上奉行一條較為獨特的路線，那就是在思想方向上

與主流媒體保持高度一致，緊密的配合著整體的政治形勢，思想上顯示了明顯的向內轉，比

如在它的版面的某一時段，總會看到一些對陳寅恪錢鍾書巴金王元化等等這些90年代以來佔

據各主要學術媒體顯眼位置的老人。歷史的機緣使時代人物的命運成為一種標誌，我們並不

是有意要和某種觀念某個人物過不去，只是在陳述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與之相輔助的是，

在有一陣幾乎每期都要出現的那些在文化的名義下堆積起來的關於民俗古建築舊器皿的東

西，當然都蒙上了一層文化的外衣，與那樣一個時代是緊密相依的。

但所有這些都不是它的文化取向的主體。它大致圈定起這樣一個範疇，一方面遠離那些純粹

追求感官休閑沒有內在意義支撐的流行娛樂資訊，另一方面又與主流思想完全欽定的政治宣

傳性文化資訊有相當距離，集中於尚未被主流媒體完全承認卻又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力的電影

電視以及某些原創性音樂戲劇作品等，比如在國外電影節上獲獎的國產電影，在內地有較大

影響的小說、電視劇和演員，在內地較高層次人中有廣泛影響的音樂作品，如搖滾樂話劇音

樂劇舞臺戲等，特別是那些在社會的底層默默的記錄著的DV作品人，孤獨的耕耘著卻始終不

為社會主流所承認的第六代電影人。在這裏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關注。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它

的一片拳拳之心，在這個高速商業化的時代，它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護著作為主流知識分子

精英文化的意義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許多與時代伴生的文化形態的廣泛關注來間接的影響

甚或是消解著以權力為中心的傳統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所做的許多事都是開創

性的，儘管它的意義也許很長時間以後才能為人們所充分知曉。

但是恰恰是這種內容風格上的轉變引起了從前許多曾經關注甚至熱愛（在中國對一個與自己

不怎麼相干的東西，用這個詞語往往是令人生疑的，但我們必須承認，《南方周末》的確曾

經做到過這一點）它的讀者的不滿。很顯然作為一個在民眾中擁有巨大聲望的媒體，人民的

信任是一種財富，但同樣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一個有良心的媒體首要做的不是考慮著怎樣

利用著這巨大的信任去賺錢，而是該想著怎樣做才真正對得起這份來之不易的信任。我們能

夠理解在我們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南方周末》生存的艱難。一方面，捆綁在牢固的意識

形態領域的以權力為導向的輿論系統依舊沒甚麼質的改變；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商業化浪潮

又在過度侵襲著先天發育不良的輿論系統。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周末》也不斷體現著它的



多方面妥協後的力不從心。他們不知道，《南方周末》不再是那個通吃一切甚至引得洛陽紙

貴的天之驕子了，它必須隨著不斷變換的社會環境和不斷分化的人群做出行之有效的調整，

老老實實的低下曾經高昂的頭，去為你的消費人群服務。前面已講了它生存環境的變化，其

實這時它服務的對象也在發生著改變。

目前覆蓋全中國的平面媒體，除了宣傳政府政策的政府機關的喉舌無須擔憂發行外，其他依

靠市場來養活的媒體基本上有了相對固定的消費群體。像需求永遠旺盛效益來的最快的低

端，配合著讀圖時代長大的這一代年輕人所推崇的娛樂時尚雜誌早已人滿為患，同樣的供成

人消遣解悶談論翻翻的心靈雞湯似的次文化刊也逐漸排定座次，《知音》《家庭》《讀者》

該算其中的翹楚。就在這個中間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真空地帶，一個雲集了較高文化涵養有一

定消費能力群體的需求。他們大多具有較為成熟的欣賞認知能力，需要有對這個社會更為真

切的把握瞭解的渠道，可是更需要心靈體驗的文學在節奏飛快的今天已失去號召力，這樣，

更為快捷更為及時，相對來說也更為犀利更為真實更為貼近地面的《南方周末》的應運而生

就很好的填補了這一巨大空白。那麼它所服務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既有草根階層，也有知識

分子、治國階層──其中大部分屬『先富起來』的群體。……真正的知識分子和受過高教育

的群體是我們的中堅讀者，他們認同我們對很多普適價值觀的描述。」18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群體，歷經近20年的發展也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與80年代相比，這是一個經濟收入社會環境政治地位都已不可同日而語的階層，傳統的一極

化權力對人影響日漸式微，流行的消費主義時尚日漸清晰的深入人們肌體，而以所謂的名校

名門名刊名師為主的學院派慢慢開始爬升逐漸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第二權力話語。隨著一極化

權力對普通人生活喪失了實際上的號召力，以學院派為主的第二權力話語逐漸佔據社會的主

導地位，隨著經濟地位的顯著改善政治地位也逐漸上升，而有知識的文化人的頭銜又使他們

輕而易舉的贏得公眾信任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加強，他們實際上也取代前者的意識

形態功能而借助自身知識資源優勢向公眾發號施令。對普通民眾就是知識人而言，已經基本

上談不上甚麼信仰、精神乃至超越於個人之外的任何帶國家或民族色彩的責任。應該說，這

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趨勢。但問題的關鍵是，由於他們在權力高端缺乏

獨立性，為保持與主流權力的一致性，只能選擇了遠離生活第一線大步向內轉，致使90年代

以來整個社會尤其是文化領域創造的活力消失殆盡，處在話語權上端的俗稱知識分子的一

方，一方面在充分享受與底層生活掛鉤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同時又巧妙的利用固有的權力秩

序把自己扭結成一個封閉堅固的利益群體，拒絕開放，拒絕新鮮血液的輸入，形成一個誰都

明白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尚模樣，這一方面極大傷害了圈子外的

人們擠進來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使這種與權力走得太近遠離公眾的發號施令的權威與

公正性倍受懷疑。這是目前中國學術媒體不能成為公共平臺的關鍵所在。19

時勢的變遷決定了80年代中國的知識媒體間那種天真又不乏熱忱的論爭早已成了「溫馨的回

憶」，隨著身份由參與者變成了主宰者，他們所能控制或施加影響的媒體相應地也就由公共

平臺變成勢力範圍。如果稍一留心中國的這些媒體，說甚麼風格都是搬出來糊弄人的道具，

說他們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作者群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經常把那些搞著經濟與權力走得很

近的人稱為既得利益者，其實如果從「名」的角度講，每個人心裏都知道，同樣有一個既得

「名」益群體在。他們大多已成了新一輪話語權的發布者，他們心中是根本缺乏自由論爭的

原動力的。如果有論爭，多半是「核心」與非「核心」，主流與普通之爭，說到底，是新形

勢下權力再分配的利益之爭。這種等級劃分體現在媒體形式上，就是《讀書》《收穫》《南



方周末》，成為第二權力話語的核心區域。而《南方周末》又由於其覆蓋範圍廣容量大時效

性強而成為這一區域的當仁不讓的喉舌，就這樣，《南方周末》終於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轉

型，從激烈的民間立場成為溫和的第二權力話語的實際代言者。

在這裏，我們就能比較清晰的解釋《南方周末》宗旨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到

「在這裏讀懂中國」的轉變。所謂的「在這裏讀懂中國」，就是借助於其第二權力話語的核

心平臺，雲集了他們所認為的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一批知識分子，試圖在這裏向世人展示一個

既不屬於純粹的配合宣傳的政治話語，也不完全等同於底層民眾的聲音，一個代表著呼之欲

來的公民社會的較為理性平和的聲音，一種他們所認為的也期待外界這麼認為的真正的新主

流之音。

《南方周末》身上幾乎濃縮了新時期以來中國媒體業所發展的所有辛酸，也獲得了這麼多年

來中國媒體業所沒能獲得的榮耀。應該說，在目前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它幾乎把一個媒體行

業在現行體制下所能發揮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就像這次汶川大地震時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在

看一部部煽情的災難片，只有從《南方周末》發回的紋川地震現場報道我們才感受到了質地

的堅實。在這個感情過於泛濫的季節，這種不合時宜的節制，其實就是媒體人最應謹記的東

西，客觀、冷靜以及公正性，以及面對突發事件的理性與建設性，這些很多年後我們才會懂

得它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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