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鍵詞：人民日報、參考書、工具書 

REMIN RIBAO is originally only a local newspaper. However, it has been expanded 
and changed to be the most popular-selling one in l949 s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its regime. REMIN RIBAO INDEX was published in Dec. l960 up to now. For 
necessary, there are three-time large changes in the area of classifi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wenty years. We hope to understand its past events and development by the way of 
classfying all the relevent matering Moreover, we hope to learn some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it. It goes saying in the Chinese proverb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else."                                                                        

「人民日報」原本是地方報，自1949年中共正式成立後，一躍而為全大陸銷路最

廣的報紙，「人民日報索引」則是1960年12月開始問世直到現在。為了適應實際的需

要，二十餘年來其分類法先後有三次改變。本文希望經一番整理後，一窺其發展與演

進，並做為國人他日分編報紙索引的借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此之謂也。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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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兩岸的關係逐漸融解，不論

是政府或是民間，都很希望藉各種的

方法一窺究竟。本文想藉彼岸的「人

民日報」，經過了一番探討後，希望

從中發現了它的優缺點，以便做為國

內台灣新聞或圖書館界的參考。由於

兩邊的資料殘缺，曾承蒙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的同仁協助，本文始得順利完

成，一併申謝。 

二、中共報紙的特性 

人類文明除了食、衣、住、行之

外就是新聞。而什麼是新聞？最新的

否定了較新的，較新的否定了原始

的。最早有人認為新聞只是件新發生

的事情。這個解釋，現在已被推銷。

因為事情本身既無重量，又無興趣，

只有經過報導傳播給讀者，才成為新

聞。換句話說，也就是「對一個足以引

起讀者興趣的觀念及事情，在不違背正

確原則下所做的最新報導，皆為新聞(註

一)。」 

在各種的大眾傳播媒體中，報紙的

歷史較悠久，同時不但張數多，售價便

宜，而且攜帶方便，可以久藏，更可以

對新聞事件做較為深入的報導分析。為

了方便讀者研究。所以，有許多人為它

做索引，做剪報(註二)。 

而共產主義的領導者相信「真理」

只有一個，「真理」只有一個發言人---

即黨或黨的領袖。而且國家權力超越一

切之上。報紙是國家管理人民的重要工

具之一，與其他工具(如軍事、教育、經

濟等)密切的結合在一起(註三)。所以，報

紙是國家的工具，同樣也是黨的工具。

是說服人民，爭取群眾的工具，它是任

何共黨行為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中共由

於過份的重視報紙。因此，認7報紙必需

予以嚴格管理，並且絕對為共黨服務。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對「關於黨

的新聞工作」有下列五點具體的看法(註

四)：  

l.報紙是黨的喉舌，政府的喉舌與人民的

喉舌。  

2.黨報紙就是人民的報紙，所以不需要

有民營的報紙。  

3.黨報和民意不一致只是「特殊的例外

情況」。  

4.加強報導社會主義的光明面，陰暗面

只是次要的。  

5.新聞報導要「八分講成績，二分講缺

點」，方符合社會實際需要。 



 

上述五點，實際上也就是自毛澤東

以來，中共新聞政策的一貫傳統(註五)。

也確實嚴格的做到「守門人」的責任(註

六)。縱使間雜有讀者投書，亦是一種為

配合政治運動而刊登(註七)。 

三、人民日報的歷史與內容: 

「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

員會機關報。地址在北京。1948年6月15

日在河北省平山縣創刊。人民日報的前

身是晉察冀日報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

1937年10月，在北京西南的北岳恆山和五

台山地區出版「抗戰報」，以後改名為

晉察冀日報。7鉛印報紙，平版機印刷。

1938年在太行山出版油印報紙「中國人

報」，1939年1月5日「中國人報」改名「新

華日報」(華北版)，仍然是鉛印。1945年

日本投降，新華日報(華北版)改為晉冀魯

豫區的「人民日報」。1948年6月15日合

併晉察冀日報，成為中共中央華北局機

關報。社址在河北省平山縣。1949年2月

2日出版了北平版的「人民日報」。1949

年3月15日，華北的「人民日報」遷至北

平。「人民日報」北平版結束。1949年8

月改為黨中央機關報(註八)。 

1949年10月中共正式成立，不久「北

平」改為「北京」。「人民日報」除在

北京印刷發行外，還通過無線電傳真或

航空寄紙型，在全國二十多個城巿和日

本東京、香港兩地印刷發行。依榮麗芳

小姐在「中共人民日報大陸版與海外版

之比較研究」指出「海外始於1985年」。

其實在1982年1月起， 

即在美國舊金山印刷(註九)。到了1986

年已發行到全世界的120多個國家(註

十)。 

「人民日報」除了每年的10月1日出

四大張十六版外，其餘的日子都是兩大

張八個版。 

一、四版要聞、評論和通訊。 

二版經濟。 

三版政治和文教。 

五版理論、政治、文藝和來信專頁。

自1984年起，本版又增添了「經濟

信息」、「科學園地」等專欄。   

六、七版國際。 

八版副刊，自1958年9月起加上地方報

紙的重要新聞。 

「人民日報」除了上述的專欄外，另

有「今日談」、「讀者來信」、「市場

隨筆」、「新聞分析」、「國際體場」、

「國際札記」等(註十一)。值得一提的

是，該報遠在 1953年起，即在每日的報

頭邊刊出「報刊摘要」，摘記當日之重

要新聞，提醒讀者不要餘漏。反觀國內

台灣的報紙，遲到最近二、三年才有幾

家跟進，如:中央日報(內頁提要)，台灣

新聞報(新聞提要)、台灣新生報(今日新

聞焦點)，自由時報(今日要聞)、自立晚

報(今日要目)。 

又該報的標題，除了主標題外，還

有副標題，而列標題好像是摘要一樣，

主、副標題加在一起時常是好幾十個

字。看完後，讀者立刻知道這一則新聞

內容是什麼，反觀國內台灣的報紙只有

「民眾日報」相類似。 

現該報每隔三個月後即可看到縮印

本。半年後即可看到索引。每年年初即

可看到去 

  



 

年的微縮影片。 

而「人民日報」除了有上面所敘的

特性外，依徐燕鈞先生指摘還有下列別

報所無的特性(註十二)。  

1.其言論充份反映中共中央的政策

與路線，且有中共「官方」的立場

與態度。  

2.該報是中國大陸發行最大的報

紙，在 1987年平均每日發行量達

五百萬份。  

3.該報之社論須經中共「中委委員

會」的批准始可刊登，從其內容中

可看出其領導人物的浮沉。同時，

亦常為他報所轉載。 

四、「人民日報索引」評

介 : 

 

中共是1949年10月正式成立，「人

民日報」遠在1937年10月即開世。而「索

引」則是在1951年編印的(註十三)，直

到1960年12月才開始正式問世。在1983

年另由日本不二出版株式會社採用上

膠較多、耐磨、能使用較久的中性紙復

刻發行(註十四)。除了第一卷(1946、5、

15---1948、6、 14外，餘皆一年一卷，

一直到第三十七卷 (1984)。 

因為間隔二十餘年，中間的排印曾

有許多的變化，現分述如下:  

1.在前三卷(1946--1950)刊有表頭，表

明年份、類別。按類分，再依時間

次序排序，分成左、右兩欄，橫列，

由上而下刊印。 

2.第四卷(1951)則分為上、下兩欄，

由右而左，豎的刊印。 

3.第五~八卷(1952--1955)有分月、分類

但無表頭。因此，如果讀者查索後，

影印了較多的資料，稍不注意，即

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  

4.第八卷(l955、7)又開始橫排，直到第

十七卷。  

5.第十八卷(1965)以後，月份放在新聞

之後，另加上表頭，一直維持到現

在。 

而其分類的方法亦是一變再變。可

分為三種敘述: 

前三卷的分類是依「中小型圖書館

圖書分類表草案」(北京圖書館出版) 

A、馬克斯列寧主義 

B、哲學 

C、(從缺) 

D、歷史 

E、經濟 

F、政治、社會生活 

G、法律 

H、軍事 

I、文化教育 

J、語言文字 

K、文學 

L、藝術 

M、宗教 

N、自然科學 

O、(從缺) 

P、數量科學和化學 

Q、(從缺) 

R、生物科學 

S、醫藥衛生 

T、農業 



 

U、工業 

V、化學工業 

W、輕工業 

X、土木建築工程 

Y、交通運輸 

Z、綜合性資料 

(摘錄自該索引第一卷第一頁) 

共分成二十六類，每類另加上阿拉

伯數字，最高可達三位數，三位數後還

可以加小數點。再加以細分，每本後面

加人名索引。 

第四卷(1951)到第十七卷(1964)，也

是按「分類表草案」分類，但從其分類

表可知仍有不同的地方。 

其分類的方法如下: 

總類 

宗教類 

社會政治類 

經濟 

法律 

國家政權機關 

軍事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學 

技術類 

文學類 

藝術類 

史地、傳記類 

(摘錄自該索引第四卷第一頁) 

共分成十三類，除了加上阿拉伯數

字符號外，如果仍不夠用，另加上注音

符號。 

從第十八卷(1965)開始，改用自擬的

新分類法: 

1.總類                   

2.中國                     

3.亞洲                     

4.歐洲                     

5.非洲 

6.美洲 

附錄:本報評論  

(摘錄自該索引第十八卷第一頁) 

首列「總類」細分為: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政治 

經濟  

文化和歷史 

地理 

等六個類目。放世界性的資料。

次列「中國」再分為: 

學習馬列主義  

學習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治  

中國經濟 

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 

中國地理及台灣情況 

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內，根據具體

情況，仿中國類目再細分。 

這個分類法是經過了北京大學、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北京圖書館、

科學院圖書館以及光明日報、大公

報、北疆日報等工作同仁合作幫助始

完成，一直沿用到現在。     

至於分類的工作，1985年以前是

由該 



 

報社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編目分類，

1986-91年轉由人民日報國內資料組

編，1992年以後出人民日報新聞信息中

心編。但都由該報的出版社出版。為了

節省頁數，1980年5月，1981年1月等還

將內容印到底頁。 

五、結論 

「人民日報」是中共的機關報，絕

對忠實的為共黨服務。為了方便以後研

究者的研究。特別動員了許多的人力和

物力，將該報所有的新聞、社論等加以

整理分類、編目彙整成索引。由於報紙

的內容較圖書更細、更新。不是既定的

編目手冊或規則所能涵蓋。所以，必需

隨時更新，以便更具彈性。反觀國內，

報紙的論文編輯單位很多，但新聞的編

輯除中央通訊社外根本沒有(註十五)，

研究人員想要從報紙的新聞研究、分析

一些資料可就相當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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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新聞採訪學  第一頁  王

洪鈞  正中書局  民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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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台灣地區主要剪報資料庫

現況度蠡探袁正民  館訊  

第十四期  國立中央圖書

館灣分館。 

註三：共產報黨的理論及其謬誤 

李膽  新聞學研究第五集  

政治大學  民國 59年 

註四：人民日報 1985年4月14日第

三版 

註五：1989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新聞報 

導之研究  徐燕鈞  政戰學校七

九年碩士論文 

註六：「守門人」之理論與實際  石永

貴新聞學研究第五集  政治大學  

民國 59年 

註七：中央日報、人民日報在中美斷交

前後所塑造的美國形象之比較研

究  許水耀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

所七三年碩士論文 

註八：讀報詞典  第703頁  光明日報出

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1985年

10月 

註九：1949-1985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

冊第569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1986年北京 

註十：同註九 :  

註十一：同註九  

註十二：同註五第五頁  

註十三：人民日報索引  第三卷第一頁 

註十四：人民日報索引每卷之版權頁 

註十五：台灣地區主要剪報資料庫現況

蠡採袁正民  館訊  第14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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