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年普立玆新聞獎：女性撐起半邊天 
 
 
 
 
 
 
 
 

 
 
 
 
 

2007 Pulitzer Prizes: Female Snapped Half of the Prizes 
 

Highlights: 
- Beat Reporting was being replaced by Local Reporting, which is to award those who 

concern about individuals and local affairs. It is thought that these reports might better serve 
the community. 

- Negative news remained predominant. 
- Among the 15 individual winners, seven of them were women. 
- The case of Wall Street Journal, which won two prizes this year, demonstrated that all those 

in the industry, irrespective of their specialty and how much recourses they have,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neutral in their reporting. 

「好萊塢有奧斯卡，百老彙有托尼，而在新聞界（特指紙質媒體），每年四月有

普立玆。」①2007 年 4 月 16 日（北京時間 4 月 17 日），第 91 屆普立玆新聞獎在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揭曉。這一美國乃至全世界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為芳菲的四月

帶來了新的氣息。 

 

在本屆的 14 個新聞獎項中，值得注意的是延用了 16 年（1991~2006）的「獨家

報導獎」（Beat Reporting）改為「地方報道獎「（Local Reporting）。最大的贏家當

屬《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一家獨中兩元：「公眾服務獎」(Public 

Service)和「國際報導獎」(International Reporting)。從報導題材來看，負面新聞

仍是主角，其實這也是歷屆獲獎作品的共同特點。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現象正印

證了美國新聞界的「烏鴉文化」。還應注意到的是，今年的榜單中找不到伊拉克

的影子，顯然其受關注程度和影響力已經下降。獲得文藝批評獎(Criticism)的《洛

杉磯週報》（LA Weekly）是首次榮膺普立玆獎的媒體，算是本屆殺出的黑馬。按

 
① Margaret Engel: Pulitzers Honor Best in Journalism, http://www.newseum.org/news/default.asp?bkgd=blue 



 

照普立玆獎的評獎機制，獲獎者可以是個人、團體或報社的全體職員。因此本屆

有兩個獎項是授予報社編輯部的，分別是由《俄勒岡人報》（The Oregonian）和

《華爾街日報》獲得的「突發新聞報導獎」(Breaking News Reporting)和「國際

報導獎」。另外，「公眾服務獎」通常獎勵的是一張報紙，而非個人，儘管個人的

名字可能會在表彰中提及，正如今年該獎項授予了《華爾街日報》。摘得「社論

性漫畫獎」(Editorial Cartooning)的沃爾特·漢德斯曼（Walt Handelsman）已是第

二次戴上普立玆的桂冠，這次受到表彰的除了傳統的漫畫外還有他製作的滑稽的

動畫片，而且，這也是普立玆獎委員會首次允許非定格畫面類的網路圖像

(non-still Web images)參評。在本屆榜單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5 位獲獎個人中，

女性佔據了 7 個名額，名副其實撐起了 2007 年普立玆新聞獎的半邊天。 

 

附表：2007 年普立玆獎新聞獎項分析 

獎  項 體裁 題  材 性質 獲獎媒介 獲獎人 

為公眾利益服

務獎 

綜合 企業的股票期權日期回溯

行為 

負面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突發性新聞報

導獎 

報導 詹姆斯·金一家感恩節前遭

遇暴風雪的悲劇命運 

負面 《俄勒岡人報》 編輯部 

調查性報導獎 報導 阿拉巴馬州大學教育體系

中的任人唯親和腐敗現象 

負面 《伯明罕新聞

報》 

佈雷特•布萊克利奇 

(Brett Blackledge) 

解釋性報導獎 報導 世界上遭遇不幸的海洋 負面 《洛杉磯時報》 肯尼士•R•韋斯 

(Kenneth R. Weiss),  

烏莎·李·麥克法靈（女） 

(Usha Lee McFarling) 

裏克•魯米斯(Rick Loomis) 

地方報道獎 報導 邁阿密住房供給機構內部

的浪費、偏袒和失察 

負面 《邁阿密先驅

報》 

戴比•森西珀（女） 

(Debbie Cenziper) 

全國報導獎 報導 總統布希經常使用“簽名聲

明”迂回規避新法律的規定

負面 《波士頓環球

報》 

查理·薩維奇 

(Charlie Savage) 

國際報導獎 報導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來的

種種問題 

負面 《華爾街日報》 編輯部 

特稿寫作獎 報導 一名移民宗教人士在美國

努力保護其信仰 

負面 《紐約時報》 安德利亞•伊里亞德（女） 

(Andrea Elliott) 



 
評論獎 評論 主要為政黨、選舉類主題 負面 《亞特蘭大憲

法新聞報》 

莘西婭•塔克（女） 

(Cynthia Tucker) 

文藝批評獎 評論 餐飲評論，表達了一個美食

家的愉悅 

中性 《洛杉磯週報》 喬納森·戈爾德 

(Jonathan Gold) 

社論寫作獎 評論 關注被本市和全國忽視的

群體：“核爆炸毀滅性＂組

織的工人們的健康問題 

負面 《紐約每日新

聞》 

亞瑟·布朗(Arthur Browne)  

貝弗莉·溫特勞布（女） 

(Beverly Weintraub) 

海蒂·埃文斯（女） 

(Heidi Evans) 

社論性漫畫獎 評論 諷刺布希總統、政治醜聞等 負面 紐約《新聞日

報》 

沃爾特•漢德爾斯曼 

(Walt Handelsman) 

突發性新聞攝

影獎 

單張

圖片 

一名婦女因反對拆除約旦

河西岸非法猶太定居點而

與以色列軍隊對抗 

負面 美聯社 奧戴德•巴厘爾蒂 

(Oded Balilty) 

特寫攝影獎 組圖 一位單身母親和她身患絕

症的兒子 

中性 《薩克拉門托 

蜜蜂報》 

勒妮•C•拜爾（女） 

(Renée C. Byer) 

 

在新聞獎中，「公眾服務獎」是普立玆當年最為看重的獎項，其獎勵形式也與眾

不同。其他 13 個獎的獲得者除證書外還會得到 10,000 美元獎金，而該獎獲得的

是一枚金質獎章。現行的對該獎的定義是：「報社通過運用其新聞資源和新聞報

導（包括社論、漫畫、攝影圖片和線上資源等）所提供的值得稱讚的傑出的公共

服務」②。今年普立玆獎評選委員會將此獎授予《華爾街日報》的理由是「它對

企業高管的股票期權回溯操作進行了富於創造力和全面深入的調查，並促成了政

府調查、高管罷黜和美國企業界全面整頓的結果」這也是道鐘斯公司(Dow Jones 

& Co. Inc.)主辦的《華爾街日報》首次贏得此項普立玆新聞獎。評獎委員會還對

27 歲的查理斯•福里爾(Charles Forelle)、40 歲的詹姆斯•班德勒(James Bandler)、

48 歲的馬克•麥爾蒙特 (Mark Maremont)和 53 歲的斯蒂夫•斯戴克羅 (Steve 

Stecklow)所做的詳盡的調查工作給予了表彰。他們對從聯合健康公司(United 

Health Group Inc.)到蘋果公司(Apple Inc.)的股票期權日期回溯行為進行了追查，

                                                        
② http://www.pulitzer.org/ 



 

                                                       

所採寫的一系列新聞報導促使聯邦政府對 140 多家公司的相關行為展開了調

查。因此事離職的企業高管超過 70 人，還有 10 名前任高管因期權回溯醜聞在聯

邦或州面臨刑事起訴③。 

 

毋庸置疑，作為一家專業的財經類媒體，《華爾街日報》的作為改變了以往人們

對此類媒體的成見，同時也在全球同行中起到了示範作用。因為無論從應然還是

實然層面，財經類媒體似乎都難與財團或其他商業機構脫離關係；另一方面，公

眾一般認為只有像《紐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之類綜合性的大報才能真正做到

客觀中立，擔當起監督財閥的責任。而《華爾街日報》卻用實踐表明，財經類媒

體同樣可以鐵面無私的監督商業和金融業。誠如其報社編輯主任保羅•斯蒂格

(Paul Steiger)在致同仁的備忘錄中寫道的：新聞機構的最高使命就是揭露商界的

弊病以便社會對症下藥；對股票期權日期回溯這一企業沉屙的披露就是一個典型

的寫照④。期望其他財經類媒體也能以此為勉。 

 

此外，《華爾街日報》憑藉一系列對中國經濟的報導奪得國際報導獎。獲獎的報

導為《不當房奴——中國中產階級的心聲》、《中國汽車業發展令決策層喜憂參

半》、《中國赤腳醫生打響環境保衛戰》、《西藏感受經濟發展脈動》、《地方大興土

木 中央難上加難》、《「血鉛」敲響環保警鐘》、《「長江女神」芳蹤已逝？》、《中

國未來的改革方向》、《中國城市建設的幕後英雄（上下篇）》和《中國違規電廠、

煤廠屢禁不絕（上下篇）》。這些文章全方位、多層面審視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對中國資本擴張所帶來的從社會不公到環境污染等一系列問題進行了報導，向世

 
③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417/bus130633.asp 
④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417/bus130633.asp 



 

                                                       

界揭示了發展經濟給人類和環境帶來的負面影響，同時也起到了重要的警示作

用。 

 

另一個因關注環境問題而獲獎的是《洛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獲獎者

是兩名文字記者肯尼士•R•韋斯(Kenneth R. Weiss)、烏莎·李·麥克法靈(Usha Lee 

McFarling）和一名攝影記者裏克•魯米斯(Rick Loomis)。他們所關注的是世界上

遭遇不幸的海洋，通過五篇系列報導並配以生動逼真的圖片向人們描述了海洋所

面臨的危機。在讀者乃至官員中引起了強烈反響。五篇報導的主題分別是：1、

動植物至關重要的棲息地正在淪為不斷變化的海洋物質組成的犧牲品；2、有毒

藻類和菌類正在毒害海洋裏的哺乳動物及其他生命；3、紅潮不斷繁殖且惡化，

而海風又將它們的毒素帶到岸上；4、海上漂流的塑膠碎片對野生動植物造成致

命危害；5、正在變酸的海水威脅魚類、珊瑚及其他海洋生命。 

 

前文提到本屆的獎項設置有所變動，即獨家報導獎換成了地方報道獎。這一變化

的背後其實有著深刻的內涵。普立玆獎委員會表示，此舉是為了獎勵那些關注普

通個體和地方新聞的報導，也借此鼓勵地方以及較小媒體的報導熱情，促進它們

的發展⑤。的確，國內外大事是需要關注的，但更多的讀者想要瞭解的是身邊事、

社區事，想要知曉像自己一樣的普通個體的故事。事實上，這樣的報導更能體現

報紙的服務性，也更能引起讀者的興趣與共鳴。也許在未來的某個時候，地方報

道尤其是社區報導將成為報紙的生命線。《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記者

戴比·森珀（Debbie Cenziper）憑藉對邁阿密住房供給機構內部的浪費、偏袒和失

察的報導摘得本獎。 
 

⑤ 源自 2007 年 4 月 18 日《中國日報》，轉引自 http://news.163.com/07/0418/16/3CCIQPS40001121M.html 



 

                                                       

 

其實在本屆榜單中，有四個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個體。獲得突發性新聞報導獎

的《俄勒岡人報》（The Oregonian）關注的是一個普通家庭的悲劇命運。詹姆斯·

金（James Kim）一家四口外出過感恩節，返程路上突遇暴風雪被困俄勒岡山脈。

母親（Kati Kim）用乳汁挽救兩個年幼的女兒（一名 4 歲，一名 7 個月），三人

在被困九天後獲救。而艱難跋涉十多公里求助的父親卻因饑寒交迫終遭不幸。《俄

勒岡人報》連續關注此事件達 20 天，發表了 9 篇相關報導——《一個家庭消失

了》、《營救人員找到母親和孩子》、《線索推進搜尋》、《希望破滅 悲痛開

始》、《詹姆斯·金可能於屍體被發現的兩天前遇難》、《員警與時間和惡劣天

氣賽跑》、《土地管理局大門敞開》、《混亂妨礙了搜救》以及《手機頂端沒有

被注意》。獲得特稿寫作獎(Feature Writing)的《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關

注的是一位穆斯林移民在美國如何協調穆斯林傳統與美國生活並努力保護其信

仰的故事。女記者安德利亞•伊里亞德(Andrea Elliott)通過研究和談話、勸服和堅

持，取得了一份詳盡的、切合實際的調查材料，用三部分系列報導為讀者揭示了

9 ·11 以後美國穆斯林移民的生活 ⑥ 。突發性新聞攝影獎 (Breaking News 

Photography)授予了美聯社記者奧戴德•巴厘爾蒂(Oded Balilty)，他將鏡頭對準的

是一位普通的猶太婦女，圖片講述了這名婦女因反對拆除約旦河西岸非法猶太定

居點而隻身對抗以色列安全部隊的故事，展現了撤除非法猶太定居點時的衝突與

情感。另一項攝影獎即特寫攝影獎(Feature Photography)授予了《薩克拉門托蜜蜂

報》(Sacramento Bee)，該報女記者勒妮•C•拜爾(Renée C. Byer)用鏡頭講述了一位

單身母親如何用自己的愛、堅韌和耐心鼓勵兒子對抗癌症的感人故事，題目為《兒

 
⑥ 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national/series/muslimsinamerica/index.html 



 

子，活下去！》。 

 
附表一：本屆 7 名獲獎女性簡介 

姓名 所獲獎項 所在報社 畢業院校 年齡 

烏莎·李·麥克法靈 

Usha Lee McFarling 

解釋性報導獎 洛杉磯時報 加州大學伯克利分校 

生物心理學碩士 

40 

戴比·森斯普 Debbie Cenziper  地方報道獎 邁阿密先驅報 佛羅里達大學 不詳 

安德里亞·伊里亞德 

Andrea Elliott 

特稿寫作獎 紐約時報 哥倫比亞大學  

新聞學碩士 

35 

莘西亞·塔克 Cynthia Tucker 評論獎 亞特蘭大憲法新聞報 奧本大學 碩士 

1988-89 獲哈佛大學 

尼曼獎學金 

不詳 

貝弗莉·溫特勞布 

Beverly Weintraub 

社論寫作獎 每日新聞報 哥倫比亞大學 

巴納德學院 

45 

海蒂·埃文斯 

Heidi Evans 

社論寫作獎 每日新聞報 哥倫比亞大學 

新聞學碩士 

不詳 

勒妮·C·拜爾 Renée C. Byer 特寫攝影獎 薩克拉門托蜜蜂報 不詳 48 

 

附表二：本屆獲獎報社累計獲普立玆獎項數 
報社 累計獲獎項數 

華爾街日報 30 

俄勒岡人報 7 

伯明罕新聞報 2 

洛杉磯時報 38 

邁阿密先驅報 19 

波士頓環球報 19 

紐約時報 95 

亞特蘭大憲法新聞報 8 

洛杉磯週報 1 

紐約每日新聞 4 

新聞日報 19 

美聯社 48 

薩克拉門托蜜蜂報 5 



 
 

附圖： 

突發性新聞攝影獎獲獎作品：奧戴德•巴厘爾蒂(Oded Balilty)攝 

 
一位猶太婦女對抗以色列安全部隊 

 

 

 

特寫攝影獎獲獎作品：勒妮•C•拜爾（女）(Renee C. Byer)攝 

 



 
母親和兒子光腳比賽 

 

 
母 親 總 會 想 辦 法 幫 兒 子 擺 脫 恐 懼 ， 在 接 受 了 一 次 治 療 以 後 ， 母 子 一 起 玩 耍 。

  

兒子向母親發怒，責怪母親沒有使他健康起來。 

 



 

 
兒子正在接受治療，母親在旁邊抱著他。 

 
母親搖動著將要死去的兒子 

 



 

 
母親 Cyndie 在兩個兒子和幾個朋友的陪同下把小兒子 Derek 的棺材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