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年普立玆新聞獎：自由派之勝與伊拉克之痛
2005 Pulitzer Prizes: The victory of the Liberals and the Pain of the Iraqi War
Highlights:
- Three major themes were prevalent in this year’s winning entries. They are: the Iraqi war, health
issues and natural calamities.
- The liberals, the bigger winner in this year’s Pulitzer Prizes, snapped the Prizes for Commentary,
Editorial Writing, Editorial Cartooning, and Explanatory Reporting.
-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ontinued to serve the society in monitoring those in power. The winning
entries for the categories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Public Service” and National Reporting”
all fell into this group.
- Women reporters accounted for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Prizes: Commentary, Feature Writing
and Feature Photography.

2005 年 4 月 5 日，第 89 屆普立玆新聞獎在美國紐約哥倫比亞大學普立玆新聞學院揭曉。今年有 1326 家報
紙參加了角逐，與去年的 1423 家相比有所下降。在參加本次評選的新聞報導中，有 3 個主題相對突出，它
們是伊拉克戰爭、健康與科學以及自然災害。
繼去年奪得五項大獎之後，老牌西部大報《洛杉磯時報》今年再成贏家，獲得公眾服務獎和國際報導獎，
歷次獲得的獎項數量已經上升到了 37 個，與今年未獲獎的《華盛頓郵報》並列第三位。《華爾街日報》也
在專題報導和文藝批評兩個獎項中勝出，累計獲獎數達到 28 個。《紐約時報》今年獲得全國報導獎，累計
獲獎達 91 項，繼續高居首位。2003 和 2004 年均未獲獎的美聯社今年因其 11 名攝影師的伊拉克戰地攝影獲
得突發性新聞攝影獎，以 47 項居第二位。
與往年相比，今年獲獎媒體除了頂級精英報紙《紐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芝加哥論壇報》、《洛杉磯時
報》和世界級通訊社美聯社外，還有《波士頓環球報》
（Boston Globe）
、
《克利夫蘭實話報》
（Cleveland Plain
Dealer）
、
《薩克拉門托蜜蜂報》
（Sacramento Bee）
、
《路易斯維爾信使新聞報》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三藩市紀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等百年老報以及《紐華克明星紀事報》
（Newark Star-Ledger）、
《新聞日報》
（Newsday）等 20 世紀崛起的報紙。另類報紙《威拉米特週報》
（Willamette Week）的獲獎則格
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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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杉磯時報

負面

前俄勒岡州長性醜聞
幹細胞研究科學和倫理維度
癌症患者群體不為人知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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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雷思·庫克
艾米·馬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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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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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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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道口傷亡事故中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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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刺 2004 年大選、布希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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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拉克流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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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杉磯時報/新聞 金·墨菲/德勒·歐
日報
洛 傑 迪 Dele
Olojede
芝加哥論壇報
朱麗亞·凱勒
（女）
克利夫蘭實話報 康 妮 · 舒 爾 茨
（女）
華爾街日報
喬·莫根施特恩
薩克拉門托蜜蜂 湯姆·菲爾普斯
報
路易斯維爾信使 尼克·安德森
新聞報
美聯社
攝影團隊

一受重傷伊拉克兒童在美國
獲救治

正面

三藩市紀事報

報導

負面

負面

紐約時報

迪恩·菲茨莫里
斯（女）

自由派報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美國社會的兩大思潮為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派為社會中的中左翼，主張以政府管理、增加稅收來實現社
會公正和維護弱勢群體利益。保守派為社會中的右翼，主張不干涉主義和減稅，反對「大」政府。在主流
新聞界，自由派歷來是記者中的主體。
1842 年創刊的俄亥俄州《克利夫蘭實話報》
（Cleveland Plain Dealer）女專欄作家康妮·舒爾茨（Connie Schultz）
被認為是極端自由派，她本人就是工人家童出身，並且是家中上大學的第一人，在州立肯特大學獲得新聞
學學位。她為社會底層和無特權人士權益呐喊的專欄文章為該報獲得了自 1942 年來的第一個普立玆獎。
1857 年創刊的加利福尼亞州《薩克拉門托蜜蜂報》今年是第 4 次獲獎，如今屬於十大報團之一的麥克拉奇
報團。43 歲副主編湯姆·菲爾普斯（Tom Philp）畢業于西北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這位自由派社論撰稿人因
其研究性評論獲得社論寫作獎，事由是約塞米特國家公園中一個大峽谷因 1923 年建造水壩而遭洪水淹沒。
他的獲獎得到了環保組織的祝賀。
其歷史可上溯到 1831 年的《路易斯維爾信使新聞報》今年是第 10 次獲獎（連同它的前姐妹報《路易斯維
爾時報》）
，目前屬於美國最大報團甘尼特公司。38 歲的尼克·安德森（Nick Anderson）畢業于俄亥俄州立大
學政治科學專業，這位自由派漫畫家因其諷刺 2004 年大選等全國性議題和包括伊拉克等國際問題的作品而
獲得社論性漫畫獎。2004 年大選，許多自由派新聞工作者支持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克裏名落孫山，而
今年的普立玆獎則是一種補償，多位自由派人士佔盡風頭。值得一提的是社論性漫畫獎，已經連續三年獎
給自由派漫畫家，他們對布希當局的內外政策竭盡冷嘲熱諷之能事。
2

1865 年創刊的麻塞諸塞州《波士頓環球報》此番是第 16 次獲獎，獲獎的資深記者加雷思·庫克（Gareth Cook）
擁有布朗大學的國際關係和數學物理學雙學士學位，自 2000 年以來為該報報導科學新聞，他因對幹細胞研
究科學和倫理維度的清晰而帶有人文關懷的解釋獲得解釋性報導獎。該報與《紐約時報》同屬於自由派報
紙陣營，於 1993 年被紐約時報公司以 13 億美元的天價購買。
調查性報導：監督權貴，捨我其誰
本屆普立玆獎繼續青睞揭露政治和商業權力濫用的調查性報導，除了調查性報導獎外，公眾服務獎和全國
報導獎獲獎作品都是地道的調查性報導。其中《紐約時報》的表現說明，這家歷史上不大看好揭黑曝光、
認為它可能滑入黃色新聞泥潭的名報如今高度重視充分體現新聞事業與民主政治互動關係的調查性報導
了。最近幾年普立玆獎中都有該報的調查性報導作品。
《紐約時報》55 歲的調查性報導副主編沃爾特·波格丹尼奇（Walt Bogdanich）因揭露鐵路道口傷亡事故中
聯合太平洋公司遮掩事件責任的真相而獲得全國性報導獎。波格丹尼奇是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科學學士和州
立俄亥俄大學新聞學碩士，他在 1988 年作為《華爾街日報》調查性報導記者第一次獲獎。他還擔任過哥倫
比亞廣播公司《60 分鐘》節目和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的調查性報導節目製片人。
《洛杉磯時報》的多名記者以重頭調查性報導摘走了分量最重的公眾服務獎，作品為揭露一所大型公立醫
院——小馬丁·路德·金/德魯醫療中心——存在的致命醫療問題和種族歧視的系列文字報導和圖片。《洛杉磯
時報》所披露的這家醫院不僅因為醫護能力薄弱而導致多名病人死亡，還出現了一連串的惡性醫療事故，
被病人和家屬告上了法庭，而醫院高層管理出現的失誤甚至威脅到了醫院所享受的聯邦撥款。至於《洛杉
磯時報》「富有勇氣的」、「詳盡的揭露」，則最終促使主管部門吊銷了該醫院的執照。目前，對醫療機構濫
用醫護權力草菅人命行為的揭露在美國新聞界已佔有一定比重。
另類報紙時隔多年以後再次在普立玆獎獲得一席之地。30 年前問世的俄勒岡州波特蘭《威拉米特週報》
（Willamette Week）如今發行 9 萬份。它的 42 歲記者、前石油交易商尼格爾·賈奎茲（Nigel Jaquiss）擊敗老
牌報紙《紐約時報》和《得梅因紀事報》而稱雄調查性報導獎，題材是俄勒岡州前州長尼爾·戈德施密特 30
年前與一名 14 歲少女的風流韻事。戈德施密特是俄勒岡州最有權勢的人物，30 年前就擔任波特蘭市長，後
出任卡特政府的運輸部長，在 2004 年 5 月賈奎茲的文章發表前供職於俄勒岡州高等教育委員會，得知報導
即將見報就被迫辭職，並在《威拉米特週報》網站刊登報導幾小時後承認了州長任內的緋聞。這是美國另
類報紙獲得的第五項普立玆獎，前四次中《村聲》（Village Voice）獲得三項，《波士頓不死鳥報》（Boston
Phoenix）獲得一項。
女性獲獎者：淒婉作品，令人動容
本次獲獎者中，女性佔有一定比例。除了上文提到的《克利夫蘭實話報》女專欄作家康妮·舒爾茨外，還有
以下幾位：
1865 年創刊的加利福尼亞州《三藩市紀事報》今年是第 6 次獲獎，47 歲的女攝影記者迪恩·菲茨莫里斯（Deanne
Fitzmaurice）畢業於三藩市藝術學院攝影專業，她以一組搶救在一次爆炸中僥倖生還的伊拉克少年的照片
而獲得特寫攝影獎。她用自己敏感的鏡頭語言，描述了美國奧克蘭市一家醫院治療一個在爆炸事件中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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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傷的伊拉克兒童。看到黑白照片上男孩把筆綁在因爆炸而致殘的胳膊上畫畫，包括普立玆評委在內的很
多人都為之動情。連續多年來，普立玆獎獲獎作品難得出現正面報導，今年可能是一個例外，這是為了弘
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還是為伊拉克問題所困的美國人在壞時光中所需要的好新聞呢？
《芝加哥論壇報》朱麗亞·凱勒（Julia Keller）用長篇文字重新演繹了一場僅僅歷時 10 秒的致命龍捲風景象，
這在特稿寫作中是難得一見的精品。特稿多取材于小人物的悲歡離合，它以人情味見長，普立玆特稿寫作
獎獲獎作品往往具有令人動容、催人淚下的閱讀效果。今年獲得時事評論獎的康妮·舒爾茨 2003 年曾獲得特
稿寫作獎提名，她的系列文章描寫了一名被冤枉強姦犯無端獲刑 13 年的冤情，以至於真正的強姦犯在被打
動之後投案自首，該罪犯後被判刑 5 年。

伊拉克反美武裝使用小型武器和迫擊炮向駐紮在費盧傑的美軍發動襲擊。
（Bilal Hussein 2004 年 11 月 8 日攝，突發性新聞攝影獎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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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的伊拉克國民衛隊死難士兵親屬。
(Khalid Mohammed 2004 年 8 月 3 日攝，突發性新聞攝影獎獲獎作品)

9 歲伊拉克男孩 Saleh Khalaf 險遭致命傷
迪恩·菲茨莫里斯攝（特寫攝影獎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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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h Khalaf 與母親和弟弟在三藩市國際機場。
迪恩·菲茨莫里斯攝（特寫攝影獎獲獎作品）

布希向盲目忠誠者授勳
尼克·安德森（社論性漫畫獎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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