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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台湾地区新闻学泰斗李瞻

“他是很难得的、很正派的学者。少了这么一个人，是一

种损失。和他同时代的人，没有像他这样做过这么多有利于

两岸新闻学交流的事情。像他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台湾地区新闻学耆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先生日前

在台北家中安详辞世，享年 98岁。8月 29日晚，大陆新闻学

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如此回忆这位与之“同时代”

的台湾学者。

李瞻先生祖籍山东寿光，生

于 1925 年 8月，1956 年获台湾政

治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

校任教。历任新闻研究所讲师、副

教授、教授。他主讲新闻史、比较

新闻学、太空传播等课程。

李瞻于 1963 年和 1972 年两

次赴美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除

了短期在美国进修外，他一直在

台湾政治大学服务。1967 年，李

瞻获台湾当局教育部门文科学术

奖金和金质学术奖章，1975 年获

曾虚白学术基金会新闻学术著作

奖。

李瞻曾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

国语词典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学术

辞汇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大学

丛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门主编，

还曾担任过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

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大众传播

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他是台

湾著述较丰、影响较大的新闻学

者之一。

学界当时评价李瞻教授具有

中西两种教育背景，文化视野开

阔，一生治学严谨，学术著作等

身，成就斐然：“李瞻教授原籍潍

坊寿光，博闻强记，思维敏捷。他

积 40 年治学经验及人生体验和

观察，就为学之道、儒家学术研究

方法和现代研究方法、创业之道

及做人做事原则作了深入浅出地

阐述，风格严谨缜密、平易朴实，

使人受益匪浅。”

“办新闻教育一定要有理想，

如果没有理想就失去了教育的意

义，也对不起那些对新闻事业心

怀壮志的莘莘学子。”李瞻先生生

前一直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著

作等身，他本人先后出版过几十

部专著，其中包括影响深远的《世

界新闻史》《比较新闻学》和《新闻

道德》等。

有人把李瞻先生称为“万里

孤鸿”，不管身在何处，心里总是

装着乡愁。他生前一直奔走于两

岸，推动学界交流。1982 年，李瞻

先生向台湾当局建议开放大陆探

亲，举行两岸政治谈判，以示追求

和平之决心，后被逐步采纳实行。

1989 年，李瞻随台湾新闻院

校教授访问团应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的邀请，来北京访问。1993

年，在李瞻的努力下，35 位大陆

新闻传播学者获邀参加台湾政治

大学传播学院召开的“中文传播

暨教学国际研讨会”。这是 1987

年两岸开放探亲以来，大陆新闻

传播学者首次到海峡对岸进行学

术交流。

李瞻中学毕业于安徽，他在

大陆留下过坚实的求索脚印。他

亲力亲为，记录下山东人在台湾

的奋斗史，让世人了解山东人在

台湾做了哪些贡献，他花了 8年

时光，编写了 17 本共计 600 万字

的《山东人在台湾》。该书出版后

立即捐赠台湾、山东及世界各地

的重要图书馆。

2009 年前后，李瞻先生仍旧

壮心不已，他在山东大学、潍坊科

技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多次

设坛开讲。同为山东人的台湾大

学前校长孙震如此形容这位老友

兼同乡：李瞻兄像“居庙堂之高而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进亦忧退亦忧”的范仲淹。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陈

昌凤在其社交媒体上写到，李先

生为建立两岸学术友好关系、为

大陆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作出

了杰出贡献。20 多年前，他听甘

惜分先生（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说大陆缺乏学术

书籍，便多方筹集、自己捐献共

1000 多万元新台币，购 16200 多

册图书，赠送 33 所大陆新闻院

系，并协调海关入关。她并贴出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

润泽代表中国新闻史学会，在

2018 年向李瞻先生致敬的照片。

“李瞻对大陆很有感情。”谈

到多年前捐书一事，方汉奇强调，

这都是由李瞻自掏的腰包。他还

介绍，李瞻加入到中国新闻史学

会理事会，后来长期担任学会顾

问。台湾高校的新闻院系同大陆

许多学者有过来往，但就数李瞻

“更积极一点、主动一点”。

即便是人到暮年，作为一

代新闻学大家的李瞻，依然以一

次“视频拜年”的创举为两岸学

术、文化交流引来一泓春水。

2022 年农历新年前夕，两位

学术泰斗隔着海峡通过视频互相

拜年，曾感动无数两岸同胞。

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互惜

互敬、投桃报李数十年，未曾有

辍。

李瞻曾多次托人为方汉奇

寄来凤梨酥、乌龙茶等台湾特产，

并在留言中将方汉奇称为“最受

尊敬的方老”。方老则在回信中写

到：“盛情隆谊，五内铭感。《教学、

研究与公共服务 55 年》《近年论

文发表目录》等两件，也已拜览。

机云才藻，燕许文章，所以嘉惠后

学者，实非浅鲜。肃此道忆，并颂

俪安。弟汉奇顿。”

如今，二老“百岁都不在话

下，相期以茶”的期盼成空，留下

莫大遗憾。

“今天我看到新闻界的一片

悼念，不是一两个人，不仅是与

李瞻有关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人

士，还有很多在中国从事新闻教

学、新闻研究、新闻活动的相关

学者。”方汉奇说，“做人做到这

个份上，很难得”。而这一切归功

于李瞻做了很多好事，对两岸交

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生视频拜年”，是李瞻

和方汉奇共同书写的浓墨篇章。

其时，两岸各界人士穿越海峡的

新春祝福，掀起两岸民间“云贺

岁”热潮。视频是技术，也是桥

梁。“视频相见”的终极意义，是

两岸交流与心灵契合的不断深

化、强化。那些散发着人间芬芳

的习俗、传说，那些温暖真挚的

祝福之语，越过沧海，落入寻常

百姓家，汇集成中华文化的一瓣

心香。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是

冯友兰先生在 88 岁那一年，写

给同龄好友金岳霖先生的一副

对联。意思是何止八十八岁，期

望一百零八岁。

这段视频拜年，不仅是对高

寿的美好祝愿，还暗含着“再攀

精神高峰”之意。跨越百年沧桑，

我在这头，你在那头，是共同走

过更是无限期盼：念归期，盼团

圆。这是近年来两岸交流中的一

段佳话，又一次表达了两岸同胞

的“乡愁”。

方老评价，李瞻“知美而不

亲美”，不跟着走美国的那条路。

在方汉奇印象里，从没听李瞻讲

英文，“但英文应该是很好，他讲

普通话有山东口音，也许英文也

带点山东味”。

方汉奇多次提及李瞻“满口

的乡音”。“离乡背井大半个世纪，

居然乡音不改，说明他有家国之

思、乡土之情。”方老说，“他是寿

光人，我说我们在北京都吃寿光

蔬菜，他听了挺高兴。”

方汉奇曾两次到李瞻台湾的

家中拜访，李瞻还曾请方汉奇“在

台湾的最高的大楼上”吃过饭。而

在更早的少年时期，二人间穿越

时空的缘分便已悄然种下。

方汉奇回忆，李瞻是流亡学

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逃出山东，

到重庆念书。当时许多学生远离

家乡，靠公立学校的资助来解决

生活与学习问题。而李瞻在重庆

就读的学校与方汉奇家仅隔一

条小溪，方汉奇常穿过校园去校

医院看病、为过世的祖母上坟。

“所以李瞻的学习环境也是

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方汉奇

说，尽管当时并不相识，但彼此

生活空间重叠，终归低头不见抬

头见，且年岁相仿，有共同的经

历，说起来总有共同的感情。“同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大家都不是重庆人，他是山

东人，我是广东人，都逃难到此

成为‘客人’。”见面谈起这段经

历，二人都颇感亲切。

“他有这份亲情、乡情和对

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他是台湾

方面健康的力量、正派的力量、

爱国的力量。”方汉奇说。

一代大师谢世，两岸同寄

哀思。对于新闻学界、业界来说，

李瞻是台湾地区新闻学界泰斗，

也为大陆新闻学研究发展倾尽

全力。李瞻先生以一介书生之

力，为两岸文化交流奋力破冰，

百折不挠。

8 月 29 日，中国新闻史学

会在唁电中表示，李瞻先生德高

望重、功勋卓越，是新闻学术泰

斗、新闻史论研究巨擘、台湾地

区新闻教育拓荒人。李瞻先生的

逝世是全球华人新闻传播学界

的巨大损失。李瞻先生生前长期

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顾问，为中

国新闻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倾注

宝贵心血。先生的精神和学养是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不朽的财富，

先生的成就和贡献也将永远铭

记于海峡两岸新闻学人心中。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核心学

刊《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刘俊

追忆李瞻：第一次在台北见李瞻

老师时，我只是一个山东大学新

闻学在读研究生，当时正在文化

大学访学。先生是山东人、多次

在山大停留讲学，非常热情地在

政治大学接待了我们两个从山

东来的小学生。先生身体好，那

时也是 80 多岁了，竟左转右拐

带我们逛了大半天，特别是还带

我们爬了政治大学里面的指南

山一侧，在山坡上俯瞰校园和南

台北……

此时此刻，最感念的就是老

先生们对大陆的执念、对治学的

执念、对为人的执念，对晚辈的

执念。举手投足间向善的教诲，

随着前辈离去，已多年不曾感受

了。

两岸网友也纷纷送上哀

思。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就表示：

“每一位网友都感到，自己血脉

中的 DNA，我们来自哪里，根在

哪里！”有显然是学界晚辈的网

友留言：“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期

间曾多次阅读老先生的《中国新

闻史》，对我毕业论文的脉络构

建有很大帮助。先生千古！”更有

网友送上挽联：“万里孤鸿”李瞻

逝，“百岁聚首”意难平。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两岸

文脉割不断，两岸交流合作停不

了。两岸一起纪念李瞻教授，同

时向一代代致力于加强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有识之士致

敬，是面向历史、面向未来的共

鸣之举。

日暮乡关何处是，浅浅的海

峡上潮声阵阵，飘荡着的乡愁不

曾散去。

（朱贺 杨程晨 岳怀让 来源：

中国新闻社、澎湃新闻）

推动两岸学界交流

跨越海峡的百岁之约

意难平，不能忘

2018年，李瞻曾向方汉奇寄来信函及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