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多友”？这里有一份严肃的统计分析报告 

刘璐，吴晔 

整体画像：历届“多友”长这样 

根据自愿总结的原则，2018-2019 年多友民选班长吴晔联合业界

代表刘璐于 2019 年 4 月中旬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到访项

目》（简称多友项目）的组织和多友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汇总。从

统计数据看，今年的多友项目在组织报名、签证办理、现场交接等方

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除一名多友因不可抗力遗失通行证导致行

程耽搁 2 日，未妨碍准时参加 Welcoming Dinner），但也从侧面反映

了一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方面。现对 2004 年-2019 年这十五年以来

的多友统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 性别比例：基本平衡，女性略优 

从 2004 年创办多友项目以来，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10 号，本项

目累计多友总数 225 名。其中男性 110 名，比例为 49%，女性 115 名，

比例为 51%，从整体上看，男女比例合理，既保持了平衡，又体现了

女性优先的准则，见附图 1。 

 

图 1：2004-2018 年多友的性别比例图 

不过，局部年份性别失衡稍显严重。比如男性比例最高的 2010

年男性的比例为 0.78，女性比例最高的 2005 年女性的比例为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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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友的组成成分来看，2004-2018 年的多友总共来自 80 所学

校或者相关机构，大部分来自国内的高校，少数来自台湾，美国等海

外地方的高校，另有 6 名来自业界。由此可见，多友项目在建立这些

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业界的合作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 

多友规模居 Top 10 的学校情况如下表： 

总人数 男 女 大学 

12 6 6 '中国传媒大学' 

12 4 8 '华中科技大学' 

12 5 7 '复旦大学' 

12 6 6 '武汉大学' 

10 3 7 '中山大学' 

10 6 4 '南京大学' 

9 2 7 '厦门大学' 

9 4 5 '浙江大学' 

8 7 1 '南京师范大学' 

7 6 1 '中国人民大学' 

表格 1：总人数前十名的学校情况 

以上 10 所学校中，南京师范大学盛产男性多友，其男女比例高

达 7：1。中国人民大学的男多友输出率紧随其后，男女比例为 6：1。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则贡献了最高的女多友比例，男女比例分别为2：

7 和 3：7。 

二，发展规模：先升后降，今年最少 

从年份上看，每年的多友发展人数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13 年总人数到顶峰达 21 人；人数最少的出现在本届 2018 年，仅

有 8 人，最多人数是最少人数的接近 3 倍。近三年，多友人数分别为

16-12-8，绝对值以每年 4 个人的速度在减少。建议未来在确保质量

的前提下，能否适当增加名额，惠及更多适龄传播学者，摊薄城大优

质访学资源的人均分享成本。 



 

 

图 2：每年的多友人数 

三，东西部雨露均沾，部分高校垂青有加 

从持续性来看，作为传播学 A+之一的中国传媒大学在多友项目

成立的第二年 2005 年开始，只缺席了 2016 年和 2018 年，复旦大学

也是 2005 年加入多友项目，只有今年 2018 年的缺席，而华中科技

大学是创始年 2004 年开始就加入多友，一直持续到 2014 年，但在

2014 年之后至今，缺席了多友项目。 

 

本届多友足迹 

2018 年发展的新多友有 8 名，其中 7 名来自高校，分别为中国

政法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

山大学、西北大学，一位来自业界，为解放日报社。从分布来看，既

有学界，又有业界，地理分布均匀，既有北上广发达地区，又有来自

西北，西南的相对落后地区，这也符合多友项目举办的初衷，让更多

偏远地区学者有机会来香港学习交流。本届多友男女比例为 3：5，兼

顾到了男女均衡、女性优先的情况。 

2018 年的多友活动照例安排得丰富多彩。 

总结起来，本届多友的足迹呈现“三多”，即：多学，多吃，多玩。 



 

多学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多友一共参加了 15 场以上的学术活动。这

些分享者既有国际知名学者，也有学院资深教授，还有年轻学者。 

在城大安排的丰富学术活动之余，这届多友额外争取了数次内部

学术分享“加餐”。 

3 月 28 日上午，多友在事先预定好的会议室召开第一场闭门学

术会议，每位同学均介绍了各自的教育背景、工作现状和研究兴趣，

并设置提问和互动环节。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暴政”，发言顺序以姓

名音序排列为准。发言时间每人 10 分钟，无人拖堂，整场活动紧凑、

有序，按时完成。 

是日天气晴朗，正准备出差南京参加多友论坛的沈菲老师路过会

议室，亦不禁被这届多友的精神（bing）触动。 

 



 

鉴于刘双庆与多名同学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应广大群众呼声，

班长遂决定加开一次“双庆专场”，特别邀请刘双庆分享期刊论文发表

经验。 

 

多吃 

“吃”无疑是多友生活的另一重头戏。每人每天胃口有限，因此每

一餐“吃什么”都须精心安排，不可辜负。 

吃饭的去处按来源分，不外乎三类。 

一是师长推荐。CC 教授专程飞来香港与新多友见面，学术分享

结束后，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多吃点好吃的”。谈话内容分水岭

大概发生在多友们随 CC 进入他在城大的办公室，亲见墙上的“友多

闻”并天南地北聊开以后。CC 介绍了他在城大常去的餐馆，此后虽回

台、各地出差，他还会不时通过微信询问我们又去吃了什么，并顺手

函授一些新的餐厅。 

此处概括一下 CC 的推荐，以飨后来多友（有一些没来得及去试）： 

1， 又一城：皇府的粥和姜葱鱼腩； 

翰腾阁广东点心好，中午去，晚上较贵； 

simply life的pizza（从气质超好的梁励敏老师带来这家的蛋糕看，

烘焙也获好评）。 

2，九龙城：黃珍珍（上网下载优待券），隔壁还有个不错的清真馆。 

3，中环：百年老店镛记，烧鹅最好。 

4，小吃：翠华餐厅的四宝米线（鱼丸）。 

5，尖东摩地道：鹿鸣春（京菜）好，有点吵。 

6，半山荷里活道：许多西餐（特别是意大利），中午又好又便宜。 

有一次课后，正陷于选择困难的多友晚餐小分队在 CMC 巧遇沈

菲教授，忙着回去 dress up 参加学生宿舍晚宴的他旋即指点迷津，介



 

绍了一家他刚试过的万发海鲜，结果这一顿晚餐被一致认为当日高光

时刻！ 

二是Kitty 和Dudu亲自带队，介绍分散在城大校园的各个餐厅。

其中以 3 月 22 日 Welcoming Dinner 的中餐厅最为惊艳，此后我们

又去那里三刷，不仅做得地道还量大，午间工作证略有优惠，点套餐

（人少的话可半席）也能吃得过瘾。一次跟一名上海服务员用沪语闲

谈几句，还送了我们每人一份甜品绿豆沙。 

 

（中餐厅的龙虾面，半份的量也很良心） 

 



 

 

 

（庙街的佳佳甜品和深水埗的添好运点心，都是又平价又好吃。） 

 



 

 

 

（皇府的粥和鱼腩，除了贵一点没毛病。） 

三是多友自己探索，亦或根据不同行程随缘寻找。 

据粗略统计，本届多友一共吃过大众点评上标记为米其林或

2019 年必登米其林推介（此处有坑*）的餐厅 15 家以上，二刷及以

上的有皇府、添好运点心、聪嫂甜品、利星海鲜等。 

*：此处笔者认为 2019 年必登米其林为某平台的广告词而已，质

量参差不齐。 



 

（聪嫂的各种草莓冰品是 3 名男多友的钟爱，每人都点过 1 次以上。

确认过眼神，教授聊发少女心，画面太美。） 

本届多友中唯一的理科生、班长吴晔充分发挥了自身学科特长。

每当汤足饭饱，大家还沉浸在回味和评论中不可自拔时，吴晔都已默

默买好单，然后向众人精准转达人均价格。质化研究高产学者、本届

最年轻多友林仲轩总结，这就是“计算传播学”最接地气的应用——先

“计算”后“传播”，完美跨界。 



 

（这张题为 Researching 的照片，是本届多友公认的最经典一瞬，刘

璐摄。） 

 

 

 

 

 

 

（这张题为《跨

界》照片为第一

作者此行最有

收获的照片，吴

晔摄。） 

 

*亮点自寻 

 



 

 

多玩 

 

作为全程开着手机导航的团队 GPS，吴晔这张足迹图代表了本届多

友的最全游览轨迹，包括为数不多的冤枉路在内。 



 

 

除了一些小众路线，班长还开发了不少网红打卡地（真的是有很

多网红团队全副装备在拍摄的地方），为大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

（zhao）忆（Pian）。 

 

 

 

 

 

 

 

 

（休息天就跟着班长去郊野，体验“慢”香港。） 

 



 

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沈菲教授带我们去的长洲岛，天气不冷不热，

人全到齐了，山路、海鲜和夕阳都正正好。本届多友还一次性贡献了

2 名下海泳者——刘双庆和赵爽英，据说历史上仅有一名多友有此壮

举。 

 

（爽英和双庆的长洲一游。） 

（能想到吗，泳裤造型的某位老师上一秒还穿着秋裤……） 

最后附上一组合影： 



 

 

 

 

 

 

 

 

 

 

 

 

 



 

 

 

 

 

 

 

 



 

 

 

 

 

 

 

 

 

一个月很短，短到根本来不及遍览风景、互相学习。 

一个月很长，长到足以建立起重回校园般的情谊，铺下绵长回忆。 

 

 

注 1：文中数据来源学院主页，数据采集和统计软件 Matlab 和 Excel 

注 2：此文为 2019 年多友项目做为桥梁的第一份学界-业界合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