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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学术精品 

——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研究现状综述 
 

邵宝辉
 

 

 

摘 要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三大种族之一，在大马多元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大马不仅是世界现代中文报业发源地，也是目前海外华文报业

传播中心。长期以来，华文报业为大马华社与国家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历史上也曾对中国产生相当影响。遗憾的是，对大马华文报业的研究还

是相对较少，与其地位及影响不大相当。本文对已有研究成果从三个方

面进行评述，即中国之大马华文报业研究、大马之本土华文报业研究以

及英文文献之大马华文报业研究。笔者提出未来研究之建议，鼓励专业

视角之专门研究，融合大马内外各方成果，互补互促，以提升研究水

准，多出学术成果。 

 

关键词：马来西亚  华文报业  综述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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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下称大马）华人将近 640 万，占大马

人口总数 24.6%
[1]。华人作为大马三大种族之一，经济发达，文化昌盛，

在大马多元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马华文报业历史悠久，地位崇高。1815 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

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被海内外公认为第一份现代中文报刊[2]，

大马当之无愧是世界现代中文报业发源地。统计数字表明，无论累积数

量还是当前出版数量，大马是中国（含港台，下同）之外拥有华文日报

最多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海外华文报业最发达的国家”。[3]
 同时大

马拥有世界最古老中文报纸之一《光华日报》，该报 1910 年由孙中山先

生指导创办于槟城，后来合并 1895 年创刊的《槟城新报》，如把这段历

史计算在内，实已 118 年历史，是名副其实“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
[4]。 

长期以来，华文报业为本土华社与大马国家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历

史上也曾经对中国产生相当影响。诚如美国学者伦特所评论：马来西亚

华文报纸曾经帮助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和东南亚传播基督教，帮助发展巩

固马来半岛的华人社区，号召和支持中国的改良派及革命派运动，在二

战中反抗日本侵略者，大马建国后支持国家建设，同时也在努力维护优

秀中华文化传统。[5]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大马华文报业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与

其地位及影响不大相当。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即中国之大马华文报业研究、大马本土之华文报业研究以及英文文献之

大马华文报业研究。 

需要说明，本文中所谓“研究”，取宽泛解释，指所有与大马华文

报业相关之著作（含专著、合著、编著）、论文（含期刊及纪念刊论

文、学位论文），不过，纯粹新闻采访作品集则不在其中；其次，本土

华人历史上曾是华侨，大马建国后身份方彻底改变，华侨时期研究，一

律归入大马本土之研究，大马建国后在中国出版（或未出版学术论文）

均以作者之国籍划分。另外，新加坡研究归入大马范畴。 

 

 

中国之大马华文报业研究 

 

中国相关研究开展较早，1875 年，有“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之

称的王韬已经认识到传教士报纸对华文报纸的示范作用。[6]
1927 年戈公

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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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始辟“外报创始时期”专章，论及马六甲创刊的传教士报刊，提出中

国所谓现代报纸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最早，追随该刊主编米怜之

中国刻工梁亚发是中国“正式服务报界第一人”；《天下新闻》则“系

活版与报纸所印，在当时为创见”[7]。另外章节则提到槟城《槟城新报》

与《光华日报》。 

1940 年代，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系列，从性质而

言，皆是“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党国之勋劳事绩，

更深明晰”之作[8]。其中记载多种海内外革命党报刊，在《南洋各地革命

党报述略》文中，论及《槟城新报》及《光华报》（系《光华日报》之

误）。应该说，这两种著作分别注意到南洋传教士报刊与海外革命党报

刊，成为后来研究的基础与重点，皆有开启山林之功。不过也可看出，

大马华文报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是在“中国框架”内展开，着眼于其对

中国社会及报业的影响。此后有不少中国新闻史著出现，亦会提及大马

华文报，只是“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
[9]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专注于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研

究，海外华文报刊研究几乎停滞。1960 年代，台湾学者曾虚白（1966）

《中国新闻史》及冯爱群（1967）《华侨报业史》先后出版，算是填补

这段时期空白。曾著“华侨报业”专章中设有“马来西亚华侨报业”专

节，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大马（含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历史，并沿用戈

公振观点，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中国“近代报业之嚆矢”；冯著

敏锐觉察到华文报纸性质于大马独立后已发生转变，及马新分家的事

实，不过仍以专章“蜕变中的星马侨报”合而论之。这两部著作皆以

“华侨报业（史）”概括海外华文报刊，赋予其相对独立之地位，进而

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研究课题[10]。但因华侨概念本身有其局限性，不利于

展开更大范围内相关研究。 

1980 年代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各项对外交流事业复苏，海

外华文传媒研究逐渐增温，而大马华文报业研究也日趋增多。 

就著作而言，1989 年大陆新闻工作者方积根、胡文英出版的《海外

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海外华文报刊

的研究成果”。[11]海外华文报刊的提法显然视野比较开阔，一定程度上

也为其后研究奠定基础。该书也第一次专门探讨“马来西亚（不含新加

坡）”，对大马华文报纸历史现状有较详细记述，并指出其政党化、商

品化及人才缺少、水准下降等问题。1991 年杨力出版《海外华文报业研

究》，设“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兴衰”专节，指出华文报业“趋向衰

落”之主要原因在于大马政府“推行限制和排斥华人的政策”。 

其后著作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类沿着“海外华文”概念继续全景式

宏观概括研究，诸种新闻传播媒介面面俱到，大马报业仅作为其中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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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被提及；一类沿着“东南亚→马来西亚”方向做国别及专题研究，

相对较为集中。前者有王士谷（1998）《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程曼

丽（2001）《海外华文传媒硏究》，彭伟步（2007）《海外华文传媒概

论》等；后者有李异平主编（2004）《东盟国家媒介透视》，彭伟步

（2005）《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赵振祥主编（2007）《东南亚华文

传媒研究》，彭伟步（2008）《<星洲日报>研究》，彭伟步（2009）

《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台）李正贤

（2009）《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中国认知——在华侨与华人两种身份

之间》等。其中，彭伟步是近年来专注于马新华文报业研究的大陆学

者，《<星洲日报>研究》比较详细梳理该报历史变迁、办报特征及其功

能，是中国第一本将大马华文报纸作为个案研究的专著。不足之处在

于，该书“较多地引用了星洲媒体集团的观点”[12]。而台湾学者李正贤

著作亦是个案研究，指出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大马为主，但特殊情况

下会浮现“华侨意识”，侧面反映出大马华人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困境。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些工具书，如 1990 年代甘惜分主编（1993）《新

闻学大辞典》，周南京主编（1993）《世界华侨华人辞典》，王士谷主

编（1999）《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及新世纪以来由世界

华文传媒年鉴社（2003）每隔两年出版的《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王

著内收大马相关词条 296 个，超过全书十分之一比例，全面涵盖大马出版

华文报纸、期刊、会刊、校刊、纪念刊及年鉴等等，是各工具书中集大

成之作，参考价值很高。 

此外，一些冠名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及某些华侨华人研究著

作，也有论及大马华文报业。如方汉奇（1981）《中国近代报刊史》，

方汉奇主编（ 1992， 1996）《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二

卷）》，郑超然、陈曼丽、王泰玄（2000）《外国新闻传播史》，林远

辉、张应龙（1991）《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吴凤斌主编（1994）

《东南亚华侨通史》，黄露夏（1999）《马来西亚的华人》，丘进主编

（2011）《华侨华人研究报告》等。 

以论文而论，则以 1981 年梁若尘《马来亚华侨报业杂忆》为发端，

专门论述大马华文报业者，有馨文（1985）《马来西亚八家中文报业之

发展》，钟小力（1993）《1919-1941 年马来亚华侨报业》，张允若

（1996）《马来西亚报业的风雨里程》，彭伟步（1999）《南洋商报的

办报色与社会影响》、（2004）《马哈蒂尔与传媒》、（2006）《从中

国妇女受辱案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历史责任》，（台）孙曼萍（2007）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观察笔记》，尤云弟（2010）《试论华人政党收购

华文报业——以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为例》等。这些论文或提供基本

史料，或增加现状认识，或就某一专题进行论述，皆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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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大量论文在“海外/东南亚/东盟”华文传媒题目下涵盖大马华

文报业研究，如王士谷（2000）《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程曼丽

（2003）《海外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吴妮（2005）《东南亚华文

报刊面对的挑战与机遇》，陈东霞（2011），《东盟国家华文报纸的

“娘家情结”》等。 

新世纪以来中国相关研究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学位论文渐多，计

有（台）于维宁（2004）《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之研究——在报业垄断与

政治干预夹击下的生存之道》，肖方峥（2004）《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研

究——以日报为重点》，蓝荣光（2009）《从“528 南洋报变”看反媒体

垄断——论马来西亚华人评论家对新闻自由追求、不足与提升》，翁倩

（2010）《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涉华报道研究——基于《星洲日报》的内

容分析》，巫连心（2010）《马来西亚华文报研究——以当代为重

点》。其中台湾于维宁硕士论文阐释大马华文报业发展的法律、政治、

经济等诸多影响因素，可算作个案研究，大陆以肖方峥硕士论文与巫连

心博士论文为代表，则是对大马华文报业进行全面梳理的整体性研究。

三位作者于写作期间皆能亲赴大马，进行实地观察及材料搜集，实属难

能可贵。 

 

 

大马之本土华文报业研究 

 

以目前所收集到资料而言，1931 年出版《光华日报二十周年纪念

刊》中，所刊载汪起予《槟城二十年来之华报概况》与江晃西《英领马

来亚最近的华文日报》，或可视为大马华文报业研究之开端。 

大马华文报有出版报章纪念刊风尚，也是一种创举和特色。专注新

马华文报业研究的新加坡学者王慷鼎指出，“报章与报章纪念刊，不仅

是新加坡报刊史研究萌芽的温床，也是长期维系和推展这项研究活动的

重要力量。”
[13]

 这个评价移在大马华文报业研究上，同样成立。当下搜集

到各报章纪念刊的相关文章，计有许云樵（1960）《金禧盛典话报业沧

桑》，；仝一，即同道章（ 1964）《马来西亚报业简史》；方曙

（1981）《海外中文报业话沧桑》；（新）卓南生（1984）《星马华文

报业的发展与特征》；林景汉（1985）《协同发展新闻教育——韩江中

学专修班新闻系资格再鉴定建议书》、（2010）《跨世纪光华日报应申

遗》，谢诗坚（2010）《孙中山的革命号角》，骆南辉（2010）《华人

时代与华人报刊》，（新）郑文辉（2010）《从百年光华看华文报》

等。南洋著名刊物《南洋文摘》中收录早期报纸相关文章如下：（新）

郑文辉（ 1963）《华文报纸先河：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顔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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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史略》；王子柏（1965）《马来西亚华文

报业小史》；洛衡（1967）《第一报人梁亚发》；唐明（1968）《新马

华文报业琐谈》等。 

很明显，纪念刊及早期报纸中相关文章基本属于华文报业史研究，

注重史实叙述和价值阐发，为后起研究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许云樵是

“新马第一代南洋研究权威”[14]，其文考订精详，论断有据，为“学者

广泛引用”[15]；而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的研究亦是此类文章中之佼佼者，

该文概括各个阶段的发展，并对读者及接班人问题提出应对策略。林景

汉文章则专门记录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发展动向，可管窥 1978 年大马华

文新闻教育正式发轫后之历史变迁。 

其他可查阅到上世纪文章，80 年代有高坤镇（1982）《华文报章的

底牌——我对华文报章的几点刍见》，陈见辛（1982）《华文报业面对

的挑战》，潘友来（1985）《华文报章与华裔社会》，柯嘉逊（1986）

《报章道德与新闻自由》，陈锦松（1988）《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

将》，《文道月刊》（1982）主持《他们是否被亏待？》及《听听资方

的话——华文报新闻从业员的素质、待遇调查结果》等。据称“80 年代

有关华文报章的讨论，相当集中在报章运作与生存空间”。[16]上述文章

即着眼于华文报纸质量、从业员素质、从业员待遇、新闻道德与新闻自

由等方面，指出种种不足提供改进方法。其中，1982 年《文道月刊》刊

发记者待遇调查文章，当时西马 8 家日报社中 7 家 160 人接受调查，这该

是大马第一次华文报业新闻从业员问卷调查。 

90 年代有王慷鼎（1998）《独立前的华文报刊》和林景汉（1998）

《独立后的华文报刊》两部长篇论文。这两篇论文资料翔实，论述严

谨。王文附有《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系年编目（1815-1957）》，全面列明

1957 年前大马出版 209 份华文报刊。林文则“面面俱到，言简意赅，理

论公允，甚有参考价值”。[17]此外，须特别提及林景汉（1995）《马华

文化光大中华文化》，是为“1995 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18]，评述大马华文报刊历史、现状、功能及其前景。这

篇首次走出大马国门的文章，预示出大马华文报业研究即将迈入新时

代。 

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多大马华文报业研究文章在国际研讨会交流，

在国际刊物发表，一定程度上突破本土发表园地狭窄的先天不足。对本

文主题而言，较引人瞩目者有来自业界萧依钊与来自学界庄迪澎。其文

如下：萧依钊（2006）《多元种族、文化和宗教社会中，华文报的角

色》、（2007）《游走钢索，维护和谐——夹缝中的华文媒体》、

（2009）《华文媒体须先树立公信力，才能强化话语权》；庄迪澎

（2006）《马新分家四十年两国中文报业演变比较》、（2011）《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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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之伪善抗衡——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道德-文化”行销策略批判

（1988-2010）》等。以上文章对新世纪大马华文报业或做实践鸟瞰，或

做专题透析，观点或有商榷之处，但无不昭示一种更加宽广开放的宏观

视野。 

大马研究著作不多，而且相对集中出版于本世纪。出版于上世纪

者，目前搜集到仅有六本，即韩觉夫（1978）《记者生涯三十年》、

（1979）《我当了编辑以后——记者生涯三十年续集》；林景汉

（1993）《马华报业走向世界》；朱自存（1994）《纵观华报五十年—

—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叶观仕（1996）《马新新闻史》、

（1999）《马新报人录（1806-2000）》等。 

韩著既有报人经历回顾，又有采访经验漫谈，另附多张记者活动照

片，可说是大马同类研究的拓荒著作，有其特殊价值[19]。林著呼吁新闻

从业者提升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提倡新闻与传播教育，功不可没。尤

其“华文报读者对横排的评价”一章，有关全马范围内读者问卷调查，

当时发出问卷约 10000 张，回收 2588 张，该项研究于 1980 年进行，如无

意外，应是大马华文报业第一次大规模读者调查。朱著是其报纸言论文

章合集，对深入了解大马华文报业方方面面大有裨益。叶氏《马新新闻

史》则是第一部全面记录大马新闻史专著，以华文报业研究为主，兼及

各种语文各种媒介，也包括通讯社及新闻教育，跨越时空之长，涉及范

围之广，可谓空前；《马新报人录》收录 510 名报人传记材料，保存下许

多珍贵资料。值得一提，2010 年叶氏在《马新新闻史》基础上修订出版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史》，特别补充大马跨世纪华文报业材料。 

新世纪以来，尤其 2001 年马华执意收购南洋报业的“5·28 报变/报

殇”之后，华文报业研究著作犹如雨后春笋，犹如“是它激发了中文报

业著述之写作与出版”。[20] 

有直接相关著作：吕坚强（2001）《报变 96 小时——中国报易手实

录》；林德顺、黄进发、黄家伟、王宗麟编（2001）《报殇——南洋报

业沦陷评论集》；陈漱石编（2001）《华文报变天全纪录》及《华文报

天变再纪录》；古玉樑（2006）《528 南洋报变大揭秘——我在南洋 133

天》。这些著作或记录亲身经历，或辑录相关报道与评论，均给“报

变”留下丰富的一手资料。有间接相关者：潘永强、魏月萍（2002）

《解构媒体权力》；庄迪澎（2002）《看破媒体》；潘友来（2008）

《总编辑真相档案》；曾维龙主编（2007）《黄丝带飘扬：2006 马来西

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等。前两本著作主旨在普及媒体教育，提高

读者媒体素养，个别篇章与报变相关；后两本著作与“报变”衍生事件

相关，一个是 2003 年《东方日报》在华文报业“垄断”情形下创刊，潘

友来作为该报总编辑，面对“同业封锁消息与市场围堵”，信手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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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为“马来西亚华文历史补白”；一个是 2006 年报业“垄断”趋势

日趋明显，“反媒体垄断运动”亦此起彼伏，曾著辑录相关运动资料及

评论，同样是一份历史档案。 

此外，朱自存等著（ 2003）《我们这一辈人》；陈玉水等著

（2007）《报林风云》；周宝振（2008）《从<通报><生活报>到<中国

报>》等，皆是华文报人记录个人经历见闻的回忆文字。特别是周宝振，

有“大马一代报王”之称，其人其报皆在大马华文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其著作亦具较高史料价值。其他报业史著，有古玉樑另两本著作

（2005）《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2011）《报业风云

半世纪》，以及萧依钊主编（2008）《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

上》等。古著资料丰富，轶事较多，叙事有“演义”风格；萧著可说是

星洲日报 80 年报史，侧重叙述 1970 年该报完全大马化后之演变，提供大

量一手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该书 2009 年亦出英文版本。另外，运用相

关理论进行研究而独树一帜者，有庄迪澎(2004)《强势首相ＶＳ弱势媒

体》；曾维龙（2011）《批判与寻路》。两书均取材修改自各人硕士论

文，前著“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账”，号称是“第一本批判马哈迪媒

体政策的专书”；后著则运用知识分子理论对上世纪 90 年代大马华社评

论写作（最初发表园地多事报章）进行分析，探讨 90 年代华社知识分子

的系谱及其功能角色。 

此处有必要提及新加坡学者王慷鼎编（1996）《<槟城新报>政论编

目索引》，及崔贵强（2002）《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王著方

法严谨，功夫扎实，并有《<槟城新报>政论量的分析（1895-1911）分

析》文章“代序”；崔著辟有“马来西亚华文日报现状”专章，详细介

绍彼时大马华文日报现状，参考价值颇高。 

事实上，除去上述论著，同样应该重视新一代大马学子的学位论

文。大马华文教育没有学士及研究生学位教育，许多华裔子弟负笈中国

大陆或台湾求学，多有利用在地优势，选择本土华文报业作为研究对

象，填补某些方面的研究空白，成为大马华文报业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这些学位论文包括，台湾五篇：计有黄招勤（1994）《西马来西亚华文

报之发展与困境——多族群环境中报纸角色和功能的转变》；黄国富

（2002）《来西亚华文报纸与族群认同建构——以“华小高职事件”为

例》；高佩瑶（2004）《多元文化环境下的社会行销策略运用：以马来

西亚槟城消费人协会为例》；廖佩雯（2008）《卑微与崇高：马来西亚

华文报记者的自我角色认知》；曾丽萍（2010）《西马来西亚华文报业

发展的政经分析（1880-2008）》；大陆两篇，为李莉莉（2008）《大马

华文报与马华文化影响研究》；彭润萍（2010）《信息化时代马华报业

的革新与图强——以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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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报章依然是大马重要华文报业研究发表园地，如庄迪澎在

《东方日报》发表“新闻自由论衡”及“传媒论衡”系列等。 

 

 

英文文献之大马华文报业研究 

 

比较而言，相关英文文献少得多，论及大马华文报业者多将其作为

外国报业史之“附庸”，或者大马多元语文报业之一，而且一般来说，

失之简略，略显陈旧。 

美国学者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21]，中国学者林语堂《中

国新闻舆论史》[22]在上世纪 30 年代出版，皆受到戈公振著作影响，提到

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及《天下新闻》，亦认同戈著之研究

结论。 

新加坡学者陈蒙鹤 1967 年出版《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纸：1881-1912》
[23] 是“本地英语系统学术界及欧美学术界在谈论新加坡早期报刊史这类

课题时，总要提到的一部参考书。”[24]
 该著亦参考戈公振著作，并指出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同时是马来亚乃至东南亚现代华文报业之开端。 

其后有格莱帕克和安德森（1971）为亚洲报业基金会撰写的报告

《马来西亚报纸与广播电视》[25]，概述大马报业及广播电视，各语文报

纸综而论之，指出华文报业实力雄厚最为发达，也不讳言国语政策对华

文报纸的消极影响。 

在此要特别提及伦特（1978）《马来西亚大众媒介：历史与现状》
[26]，是第一本设专章探讨大马华文报业的专著。该著分门别类记述不同

语文报纸，并广泛论及华文报业发展历史、读者数量、报纸销量、从业

员特征及面对问题。对于华文报业特征把握也比较准确，如作者指出华

文报功能在于维护多元社会中华社之利益，传承民族语言与文化，及因

此在大马国语政策及政府掌控传媒背景下处于尴尬境地的事实。著者亦

第一次提及不为官方所认可，在日据与紧急状态时期异常活跃的大量地

下华文报刊。 

伦特是美国学者，据其自传，1972-74 年曾经是大马理科大学首席协

调员，帮助理大建设大众传播专业，并且多次参与大马全国或国际会议

并发表演讲，其名字亦被收入《大马当代学者名人录》。 [27]
 除上述著

作，伦特还有《亚洲报业的缓慢发展》 [28]
 及《亚洲报业：当代趋势及问

题》， [29]
 均有部分文字论及大马华文报业，但观点资料皆不出上著。 

其他相关著作还有《世界报业》[30]、《部分穆斯林国家大众媒介》
[31] 等；论文有《马来西亚报业发展简史》[32]、《地方媒介史》[33] 等，但

介绍大马华文报业皆相当简略。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沈赛芬《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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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34]，以营销视角来审视大马华社及华人于

大众媒体的潜在经济价值，可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华文报业受众研究。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大马华文报业研究若仅从数量而言，相关论著不少，也

颇有成绩；从内容而言，则居多记录史实，叙述掌故，总结经验，批评

时事，有者则沦于梗概介绍，蜻蜓点水；从作者队伍而言，大致经历从

华文报人开始，以历史学人为继，至传播学人显现，再到齐头并进。其

中，青年学子构成研究主力，但能否持续其学术生涯，尚待观察。 

具体来说，中国相关研究开展较早，成果也较多，但多数缺乏实地

考察调研，往往大而化之，流于空泛；大马本土研究后来居上，数量丰

富，但资料整理明显居多，学术研究仍嫌不足；而相关英文文献则较

少，且失之简略与陈旧，至今未有大马华文报业史英文专著出现，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 

显然，大马华文报业研究已有不小成绩，却仍存在研究不充分及不

深入的问题，依然有很多学术空白需要填补。笔者在此提供如下参考建

议： 

1、目前依然缺乏史实完整、论述权威之报业史研究，而日据时期与

紧急状态时期华文报业研究尤其值得期待；2、增加档案意识与研究意

识，不仅重视一手材料之搜集整理，更提倡从新闻传播专业角度切入；

3、鼓励掌握双语乃至多语，因不仅有利于资料搜集整理，也有利于国际

学术交流，提升地位及影响。 

概而言之，未来研究宜鼓励专业视角之专门研究，融合大马内外各

方成果，互补互促，以提升研究水准，多出学术成果。目前，中国的海

外华文传媒研究方兴未艾，大马的本土研究意识已成自觉 [35]，展望未

来，有理由相信大马华文报业研究会有一个繁荣的前景。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大马理科大学传播学院 Nik Norma Nik 

Hasan 讲师悉心指导，材料搜集过程中得到国内与大马朋友鼎力支持。笔

者特在此表达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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