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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阁

有幸作为“多友”到城大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访学活动，无疑是一段难忘的

经历。而能够得以顺利成行，当然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感谢媒体与传播系，

尤其是李金铨老师。

从一封邮件说起

最早从哪儿听说李老师的名字，已经不太记得。但是印象中当年曾经有次

邮件请教。前两天专门查了下，原来是 2006 年 12 月 31 日（按此为拟稿日期，

因为一个失误，实际发出则为 2007 年 1 月 4 日）。那时还在北大历史系读博，

曾经一度打算接续硕士论文的主题，围绕 1950 年代末期中国的“劳动”展开。

后因各种缘故，改而从事有关报人张季鸾之研究。

那时经常在网上搜索浏览相关信息。某天偶然获悉，2007 年 4 月香港城市

大学将举办一场题为“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的学术

研讨会。而召集人，就是彼时还很不熟悉的李金铨老师。从后来披露的访谈可

知，他那时正对既有新闻史的研写状况感到难以满意，并对新的探索产生了兴



趣。这次的讨论主题应该也是由李老师拟定，诚如会议宗旨所言，当时学界的

相关讨论确实可以说才“刚刚起步”。同时，因关涉“理论视野”，又须兼顾

“史料分析”，特别是两者的结合，个人以为更具挑战性。那会儿也是初生牛

犊不怕虎，在学业尚未结束、仍旧游移于历史学和政治学边缘之际，个人以为

“理论视野”或许更具典范意义；甚至在还不熟悉新闻史、仍属于外行的情况

下，贸然以为：“这也几乎击中了以往大陆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症结或者

死穴：缺乏‘问题意识’，特别是‘较具理论问题意识’的研究”（见给李老

师的邮件）。

如前所言，我当时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与研讨会的主旨多少有些相关，甚至

可以说是暗合。因为要把握张季鸾、大公报与现代中国政治，实际上必然也要

涉及，或者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由的理解与实践”问题。因此对这个活

动很感兴趣（其成果即后来那本非常畅销的论文集《文人论政》；后来的第二

届活动，则汇聚成《报人报国》，俺早就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赠书，可

是书评任务迄未完成）。

可惜，当时从网上所获得的资料有限，仅有高力克教授的论文摘要，其他

如桑兵、章清等诸先生的作品则尚未见其大概。特别是备选论题中，曾提及大



公报和星期评论等（当时还不知道小兵兄在作这方面的研究）。因此当时不揣

鄙陋，按照网页所留的联系方式，冒昧给李老师发邮件请教，并承回信解疑。

赴港前的几次接触

写信那会儿，完全没想到，自己博士毕业后，居然也从历史学跳开，转而

开始涉足新闻史研究领域。而随着对新闻传播学科的了解，对李老师，对“多

友”，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乃至向往。

仔细算起来，从 2006 年底和李老师初次邮件交往，到 2016 年春作为“多

友”，真正到城大交流，已有十年。当然，这其间固有种种机缘，而特别要感谢

的，应属王晓梅老师。我们是 2010 年夏北大新闻学史论师训班上认识的。她在

很多方面对我给予了指点和帮助，特别是多次提及李老师，并介绍了“多友”

这个神秘组织的有关情况。

第一次见到李老师，应该是 2014 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第一届政治传播与社

会发展论坛。那晚在咖啡厅，得以拜谒李老师，并见到好几位多友，除了东道

主何晶，还包括“教主”陈先红等。再次见到李老师，是 2015 年 7 月初，在辽

宁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活动上。那天早晨报到时，我在涵月宾馆的大

厅碰到了半夜抵达、正准备外出锻炼的李老师。这般年纪，身体素质和精神面

貌还是如此之好，在暗暗称赞之余，不禁心生羡慕。



随即不久，就是 8 月中旬的榆林张季鸾之会，再次见到了李老师（报告全

文见去年的《新闻记者》，当时朋友圈刷屏）。当时谈及李红涛、黄顺铭诸兄

等已经可以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李老师深感欣慰；还有指导学生等种种细节，

洋溢着浓浓的师生之情。那天李老师还谈到因为有社会科学训练的功底，他往

往能在调查访谈中旁敲侧击，在不经意间伺机跟进，直捣老巢，最终有所发现，

且事半功倍。那个事例至今印象深刻。

随后就收到了 2016 多友申请的消息。在几个题目之间犹豫许久，我最后还

是以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话题递交了申请。10 月 27 日下午在微信里得知结果

并获邀入群，有幸入选，不胜感激。

尤为幸运的是，趁中青院第二届政治传播论坛，李老师又来北京。头天下

午他还应邀到北师大新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下午和许多慕名而来的朋友们一

起围观了报告，晚上和向芬作为未来新多友的代表，在晚宴上得以结识人大、

清华、传媒大学等一众多友。



转而就是 2016 年春南京的多闻论坛。承李老师美意，应约前往交流，得见

各地来参会的众位多友。当然，这几次也都发现，熟悉的朋友中，有不少早已

成为资深“多友”。写到这里，想起前两天在老同学处随手翻开的《侠客行》：

众位到了侠客岛，大有相见恨晚，怎么才来的感觉。

香港，我来了

期间承蒙李老师和媒体与传播系办公室诸位老师关心我的签证进展。按我

的港澳通行证是以前在北京办的，早已过期；2012 年春到沈工作后，身份证未

及时更换，这次又得在户籍地沈阳重新办理身份证，然后再办签证。好一顿折

腾。直到 3 月 18 日才拿到临时身份证，31 日临出发前才拿到港澳通行证。

先飞南京参加多闻论坛，之后于 4 月 5 日继续飞往南国深圳。下午三点多

一下飞机，热气扑面而来。此前从沈阳到南京，就穿的很厚；再到深圳，更是

被周围人另眼相看，视为怪物。顺便说一句，五月初北返，在长春龙嘉机场，

周围人都是长袖，只有我和另两位从广州飞来的是短袖。周围的人同样以怪异

地眼神瞅着我们。



在罗湖顺利通关，搭上港铁。出了九龙塘，发现又一城，问路也很踌躇，

生怕遇到传说中拒斥内地客的年轻港人。硬着头皮问了两次，幸而都还不错。

第二个还用手机地图帮着指示，说前面第三个路口拐进去即可（当时很感慨，

手机没了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无助啊。当然幸而鼻子下面还有

嘴可以问人）。

大概七点半，终于摸索到了海棠轩宾馆。却发现里面是基督教女青年会。

后来老大刘斌笑谓，我们可谓与此格格不入：非基督，非女性，更非青年……

进了房间，发现网线不好用。正发愁呢，赶上下午先到的刘斌、张杰等回

宾馆，他俩来敲门，我正鼓捣网络呢。于是改用无线。登录微信，和小家伙娘

儿俩视频通话，又用有信网络电话和老家亲人通话。自五点过关，短暂失联两

个多小时后，又和世界联系上了。

（最右为当晚稍后抵达的齐辉。虽然没带小黄条，但是机灵的他还是设法

过了关。欲知详情如何，且请本尊分解）

顺便一提，访学期间去长洲，探险张保仔洞。从阴暗潮湿狭窄的岩缝里钻

出，最大的发现是：两部未开通漫游的手机，居然都收到了久违的内地短信

（虽然是信用卡催账的）。祖国啊，没想到此时离得这么近。



城大印象

久闻城大是有名的一座楼的大学。到了才发现：居然已经不止 AC1，而是

发展到 AC3 了。并且通过大学道去媒体与传播系，还得爬山！！！其所在的邵

逸夫创意媒体中心，据李老师等介绍，是全球校园十大最美建筑之一。看似奇

形怪状的设计，有着丰富的寓意。只是我们每次都从校内经过坡下而至，没从

深水埗方向看过来，其实那个角度也很赞。

（真没从这个角度看过中心）

访学期间都没怎么好好参观这座建筑（除了常去的五层，因为办公室和分

享会在那儿）。直到最后要离开，特别是头两天，才到九楼的平台上好好观赏了

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远望港岛，看得不是很清楚。离开前那一晚，从九层

看出去的夜色，也是美得不要不要的。大家慨叹：可惜都要走了，才发现楼内

的这些好去处（还有烧烤架和小桌子，本来可以喝酒呢），来不及享受了。

城大图书馆也是好去处。只是熟悉其分类规则和索书号颇费了些时间。某

日和刘斌、张杰去探险，( ⊙o⊙ )哇！居然发现馆藏李老师的几本书！（当然还



有徐佳士等老师的书）尤其是《新闻中的政治、政治中的新闻》等 1987 年出版

的两本更好玩儿。关于学术会议的乱象，关于专家意见与政府咨询，说的虽然

是三十年前对岸之事，对今时今日的此间仍适用，希望有机会可以推出内地简

体版。

(三十年前的观察：李老师 1986年写于台北客座。后收入《吞吞吐吐的文

章：新闻界与学术圈》．台北久大文化公司 1987)

城大老师们的分享都各具特点。比如李喜根老师很严谨，新华社特稿部记

者出身的何舟老师则很能侃。而周南老师上课时，在桌上那随性洒脱的盘膝一

坐，至今想起来都还如在眼前。还有几位分享者的学科背景亦很有趣，比如来

自日本的小林和来自 Seberia（是这个词儿吧？这到底是哪儿，到现在我也没弄

明白） 的Marko都受过心理学训练。梁励敏老师很知性，思维缜密。林芬博

士亦是才女，据李老师说还是文章高手，本来还想如上期多友那样，再叨扰让

她分享一下分章写作，可惜时间匆促，没能实现。祝建华老师的大数据研究很

前沿，可惜作为外行，只能不明觉厉了。李宏宇老师的纪录片尝试，尤其是家

族相册系列，则令人思之怅然。



老顽童般的周南教授

办公室的 Kitty 等几位老师亦很热情周到，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我们几位

多友绕嘴的发音，也让他们辛苦不少。尤其是我，更添一层麻烦。因为本期其

他多友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只有我是三个字。临走那几天，为了在康乐楼订餐，

也没少麻烦他们。

大彩蛋

承李老师美意，我们躬逢其盛，蹭听了一次香江雅集活动，主题是葛兆光

的演讲。大概是考虑到听众背景的关系，不少内容并非前沿，而是相关学科领

域的常识或者基础性的东西。比如俄国特别是日本，在近现代中国思想（传播）

史、特别是异域观念接受史中的二传手地位。因此听了难免有不解渴之感。



当然亦有可记者。一是名家云集。除了主持者张隆溪教授，还有被葛氏夫

妇笑称为“国师”的陈来之师兄，即刘笑敢，不断插话逗笑；而且从签名录上

看（据说每次活动必签名留念，我们几个围观的，居然也被邀签名留念），还有

不少名人，如曾经培育出英年早逝的才子张晖、掌掴甘阳的李思涯博士之陈国

球，以及刘再复教授的女儿刘剑梅等。

其二，也是最大的彩蛋，莫过于活动后邂逅了传说中的李欧梵教授（详参

向芬等之记述）。从康乐楼下来，一路相送到又一城后面的小巴车站。获知我们

到李金铨老师处访学，他很高兴。而闲聊中，隐约似亦感觉到老先生的孤寂与

落寞（也有说老先生性格如此）。我们回到宾馆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尤可感者，

此后和老先生几度邮件沟通。他因将赴杭州一行，不能接待而深为歉意。老辈

学人的谦恭风范，令人感慨。



快走的时候，参观了“艺域漫游-郎世宁新媒体艺术展”，那种互动很赞。

李老师说冯院长的开幕演讲亦很棒，而且参加开幕仪式的都获赠纪念相册，可

惜我们错过了。由这个艺术展，想起去九龙城寨那次，在屏幕前走来走去，即

可随机放映，也是新技术在展映上的具体运用。而内地在技术上或许并不弱，

但此类创意则大不如。当然也不光是创意了。内地博物馆之类，从硬件到软件

的服务设施，都难以令人满意。不禁想起在沈阳参观九一八纪念馆时，李老师

的评论。

附记一笔，在九龙城寨，不但吃到了李老师和师母推荐的泰国菜等美食，

最逗的是邂逅了一张“毛泽东思想万岁”。后来发现，其作者就是李宏宇老师课

上有学生提交的纪录片作业的主人公！

大公报与 USC

访学期间探访了大公报社。做相关研究多年，去年 8 月中旬才去张季鸾榆

林故宅（随后 8 月底在济南国际历史科学大学期间，得识季鸾先生姥姥家的几

位晚辈亲戚）；今年才来到香港大公报馆。报史馆的展览还不错，只是不够细致，

比如关于张季鸾的介绍，短短百余字，就几处有误。而且这样一份曾经的报纸，

在今天的环境里面，落拓到此，叹……



耐人寻味的，还有重回久违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即 USC。上次来香港中文

大学是 2005 年，我们是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 GSOC 第一期。一别十年，

到山顶后下车，可能是激动过度，我差点儿找不到天人合一，惹得大家直乐。

幸而看了路标，很快找到。

随后造访新闻学院的 C 研中心。上午出发前大雨，还担心无法及时赶到。

很 nice 的陈韬文老师在办公室接待了大家，并赠阅《传播与社会学刊》以及招

生简章等。正好学生有出国深造计划，派得上用场。没想到还惊扰了去年在榆

林认识的罗文辉和黄懿慧老师，大家合影留念。随后午餐时，还遇到了学霸帅

哥李理峰和潮人院长冯应谦。

说来有趣，此前 USC 的几任负责者都是政治学系的，如我们来那会儿是关

信基，继任的是王绍光。现在则轮到新闻传播学的陈韬文老师来接掌。承蒙陈

老师先容，给中心执行主任高博士打来电话，安排我们参观。高博士向我们介



绍了中心的历史，以及丰富的馆藏。如被截获的志愿军档案、文革小报等。还

看到了久违的内部参考，当然现在已经有复印本了，那时我看书的二楼小隔间

还在。

可惜没见到已退休的前主任熊景明女士。后经燕舞兄帮忙，和熊老师通过

邮件以及微信联系上。隔了几天重返中心，先查了数据库，随后和熊老师小聚。

谈起做学问与社会担当，谈起他们家的小糯米和我们的小家伙；又聊起当年一

起参加 GSOC 的朋友们（比如同为我们黄埔一期，现在港大政治学系任教的裴

宜理高足阎小骏兄），希望有机会可以把大家聚起来，重访中心。

香港印象

RunRunShaw 居然是邵逸夫？还有个窝打老道？诸如此类的港式翻译令人莞

尔。但是也有些东西则的确体现出某种传统的遗留，比如公交车上的“企”位，

耐人寻味。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字词和语汇，颇得古风遗韵，令人感触古今中西

在这弹丸之地的交汇融通。



还有不少惊异之处。比如在又一城，屈臣氏和万宁遥遥相对，几家电器市

场也是比邻而居。这样的布局，在内地几乎不可想象。颇为现代的大型商场，

和看似不合时宜的小门面、路边摊，也照样可以共存共生（林芬老师分享会上，

谈及海港城的变迁，也是个有趣的例子）。再如居住区，也呈现出某种混杂。比

如海棠路、又一居附近，多为中产社区；而南山屯则是公屋区（我们后来去的

大浪湾则是有名的富人区，多豪宅）。这背后，究竟是市场机制、政治力量，还

是什么因素，颇可玩味。

海棠轩附近学校众多。尤其是教会学校，而又不仅是基督教会的。在长洲

岛和大澳，我们都看到了佛教学校。起初很惊愕。后来看得多了，联想到大屿

山大佛之香火鼎盛，令人惊异于宗教的力量。而闹市中的志莲净苑也很赞，那

里不叫俗气的香油钱、香火钱，而是冠以“净资”之名。建筑是仿唐式，骨骼

清奇，幽静安逸，令人留恋。当然，正如其他方面一样，香港人的信仰也是五

方杂处。地方性的天后宫等之外，还有各种传说中的圣人遗迹。而道教的黄大

仙，更是香烟缭绕，香火鼎盛。



两个小场景

某次早晨外出，地铁上看到有两位在看报纸。很欣喜。发微博后，有熟悉

香港情况的网友指出：其实多半是免费报纸。后来到税务大楼办事儿，在长长

的过街天桥上，发现摆放着半人高甚至一人高的报纸，还有大量派报员，才觉

信然。后来还领到一份免费报，虽然早就听说了，但真正见到还是第一次。本

来还打算拿回来给学生们展示下的，后来却落在了宾馆。

顺便说下香港的媒体环境。大公报的历史名声可谓久矣，但是现在则光环

不再，甚至沦落到只能靠补贴度日了。曾经的文汇亦然，现在与大公合成一个

集团了。反倒是苹果、东方、信报等还可以。明报一年据称只有三千万的收益，

也就和两间房产差不多。然则不少人还是趋之若鹜，愿意投资来办报，实际上

显然是醉翁之意，别有所图。

有意思的是去大澳那天。有两个场景没能拍下，很遗憾。当时首先注意到

如内地的那种麻将屋，这在西贡小街上也看到了。但相比于年轻人熟悉和热衷

的新媒体，老年人们则另有打发时间的方式。去码头的路上，看到一老者在屋



外看报纸，是好久不见的难得景观。尤其有意思的，是去看渔村小桥时，路边

屋子里，一老者悠闲地把腿搭在桌子边，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听架子上的收音

机。从窗口来回经过两次，一则手机像素太低，二则怕打扰了老人家的雅兴，

没敢惊扰。但这两个场景，却牢牢定格在记忆中。

创纪录

在港这一个月，去的那天是晴天。当时曾戏言：上期多友他们都没看到多

少太阳，我们却看到了。结果得意没多久，接下来的那些天，一直阴或者雨，

多次行山计划更是因此泡汤（有时候不排除预报不准，以至于李老师说要带我

们攻上天文台，活捉气象员）。直到走之前，难得又晴了一次天。因此有那么一

些日子，我被禁止谈天气好多天 O(∩_∩)O~这个季节，如此多之雨水，连老香

港们都很惊奇。雨就是水，在粤语的理解就是财。李老师因此说：这预示着我

们回去要发财了。托李老师吉言吧。

补一句，我走哪儿哪下，从沈阳到南京到扬州，再到香港。最后是广州那

一夜，电闪雷鸣，航班都取消了。因此荣膺雨神，比萧敬腾还准。前两天回京



小住，本来想借此脱个帽，说明这可真的不赖俺，结果又下雨了！这个帽，可

真是好戴不好摘啊！

我们不但创下了雨多的记录，而且以行山最少，但却拿下了一个新纪录，

起码前无古人：行山还背着葡萄酒！O(∩_∩)O~

这个月，酒，尤其葡萄酒，确实没少喝。起码没这么集中的喝过这么多葡

萄酒（上次是 2012 年 6 月）。

当然照片也没少拍。我们这批人中，论厨艺，当然是向芬称神；论拍照，

则当推老大刘斌，构图别致，技艺高超。有了这个发现，后来再去景点儿，我

们再也不慌了，都把拍照任务留给了他，我们则尽情享受美景去了。反正回来

由他分享就好啦。



（老大在塔门岛拍的这张，个人很喜欢。关于我身边的这种外星物种，到

底是牛，是马，还是鹿，有请郑雯同志回答 O(∩_∩)O~）

未尽的情谊

还有无数故事，可以写。本来也应该多写几笔李老师，包括谈治学、谈为

人、谈生活、谈掌故，只是他要求大家少写他个人，所以就留待另篇吧。不过

还是非常感谢李老师。

临走之前的某晚，小聚时瞻念前途，我情绪波动，喝的有些高，略失态，

后来去信表示歉意；承李老师宽宏大度，让我不必过于自责。翌晚再聚，师母

无意间说到，李老师很关心我的个人发展。从事过心理疏导工作的师母，还劝

我别压力太大，为我开解不少。当时听了，心里真是暖暖的。

我相信我的这段经历绝不只是单独的个案，在生活上、工作上、学问上曾

得到李老师，以及他和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精心培育的“多友”大家庭之关心、

指点，并从中受益的“多友”，肯定还有不少。也因此，这个超越了学科、超越

了地域、超越了各种世俗界限的大家庭，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才愈发显得珍贵。

而能有幸进入这座无形学府，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