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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借机拍片到拥有三万“月捐”会员

韩国非营利媒体如何“打破陈规”？

“我们当初只计划运行一年
左右。 ”“打破新闻”的联合创始
人兼编辑金永进说。

当金永进加入“打破新闻”
担任顾问时，他仍在韩国公共广
播公司（KBS）任职，只是在周末
来到首尔负责编辑工作。 他因抗
议自我审查而被解除了 KBS 调
查部负责人的职务，被调往了离
首尔 5 小时车程的蔚山。

韩国媒体工作者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Media Work－
ers）为“打破新闻”提供了一个办
公空间———一个会议室，在闲置
的时候可供“打破新闻”的成员
使用，和 2000 万韩元（约合 12 万
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支付其 6
个月的运营开销。

“打破新闻”在成立之初没
有相机，甚至不得不依靠从一位
数学老师那里借来的小型摄像
机工作，但他们制作的网络电视
节目反响是惊人的———他们推
出的第一集节目在 YouTube 上
吸引了超过 30 万次的观看量。

金永进说：“我们受益于数
字技术，使我们无需大量的初始
投资就可以生产和分发内容。 ”
他指出，“打破新闻”的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他们许多都是资深记者。

目前，“打破新闻”拥有约 39
万名 YouTube 订户、60.9 万名
Twitter 关注者和 20.8 万名 Face－
book 关注者。 此外，他们还制作
了 3 部纪录片， 吸引了 500 万观
众到电影院观看。

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2012 年 7 月，“打破新闻”开
始接受捐赠。 在短短几天内，它
获得了约 1000 名捐助者（包括一
次性和经常性捐助）。 2013 年 12
月，在一则关于朴槿惠在右翼媒
体的帮助下赢得了总统大选的
报道后，经常性捐助者的人数超
过了 25000 人。

在 2013 年 2 月朴槿惠就职
后，“打破新闻”任命金永进为新
任总裁，希望使其成为一个可持
续的、非营利的、无党派的调查
性新闻媒体，它不接受任何公司
的赞助或广告宣传。

其后，因为韩国的媒体状况
并未出现改善的迹象，KBS 记者
金敬来（Kim Kyung-lae）和其他
几位知名记者都辞职并加入了

“打破新闻”。
金庆来说：“当李明博政府

于 2008 年上任时，我们很难对政
府的任何负面消息进行举报。 ”

2013 年，当他到“打破新闻”工作
时，薪酬下降了 10%。

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治
下，韩国的新闻自由在 2008 年到
2016年都在持续倒退。 而李明博
和朴槿惠都因腐败而被判刑。

在韩国， 即便公开的信息是
真实的， 诽谤也将会被判最高两
年的刑罚，而如果信息的虚假的，
最高刑期则是七年。 因此，“打破
新闻” 成立了一个为记者提供法
律援助的基金， 它已经拨出约 3
亿韩元（约合 181 万元人民币）。

金永进说，“打破新闻”曾被
起诉 14 次， 除了在一宗在未经
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发布电话
录音被罚款 300 万韩元（约合
1.81 万元人民币）， 其余所有诉
讼都胜诉了。

深入调查

在确定“打破新闻”的名字
后不久，他们发布了一篇关于国
家情报院建立了秘密的网络战
部门的调查报道， 这篇报道指

出， 相关部门创建了 600 多个
Twitter 账户， 并转发了 20 多万
个帖子，以攻击反对派总统候选
人。“打破新闻”使用社交网络分
析工具发现， 至少有 10 个小组
在 Twitter 上系统地进行了操
作，以操纵公众舆论，以支持总
统候选人朴槿惠。

在“打破新闻”与“国际调查
记者协会”（ICIJ）合作发布了一系
列有关在避税天堂拥有空壳公司
的韩国人的调查报道后，2013 年
的捐款人数量增加了约 5000人。

在深入报道“世越号沉船事故
“之后的第二年， 捐款人数又增加
了 5000。 当时主流媒体曾错误地
报道， 所有船上人员都已经获救，
而当时数百名乘客都被困船上。

“打破新闻”在揭露包括韩国
工业巨头三星等大型公司户的不
当行为时，也常常只能单独行动。
它曾报道过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
作后患上白血病和淋巴瘤员工的
死亡（该公司最初否认公司有任
何不当行为， 但于去年发出道歉
并与其前雇员达成和解）。

“打破新闻”也在 2016 年报
道了三星集团主席李健熙招妓
的丑闻，这篇报道在 YouTube 上
吸引了 1300 万的观看次数。

2017 年， 当韩国宪法法院
因贪污丑闻将总统朴槿惠免职
时，“打破新闻” 的捐助者数量
已经超过 40000，其年度捐款超
过了 59 亿韩元 （约合 3563 万
元人民币）。

捐助制的挑战

文在寅上台后，韩国的新闻
自由状况有所改善，主流媒体也
开始报道一些原来只有“打破新
闻”才敢报道的禁忌话题，导致
了“打破新闻”捐助者数量的下
降。 2018 年，“打破新闻”的捐款
下降 10％以上。

韩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学会新
闻研究负责人金成海教授表示，
“打破新闻”目前作为政府监督者
的角色面临挑战， 因为他们许多
捐助者都是文在寅的支持者。

“打破新闻”的捐助者数量
急剧下降与它曝光某些自由派
政治人物的丑闻有关， 包括从

“吹哨人” 转变为国会议员的权
垠希（Kwon Eun-hee），“打破新
闻”曾报道，她在竞选公职时利
用法律漏洞来瞒报了自己和丈
夫的资产。

在“打破新闻”发布了一篇
关于总检察长提名人在听证会
时撒谎的报道后，捐助者数量也
出现大量下跌。 这位提名人被视
为自由派的领军人物，曾领导了
对朴槿惠腐败的调查。

尽管如此，金永进强调他们仍
将恪守使命，公正地揭露滥用权力

的行为，并且他也对经常性捐助者
的数量将保持在 30000 人以上充
满信心（目前大约有 31000人）。

跨平台合作

随着政府的更迭以及许多
曾经被解雇新闻工作者的复职，
跨平台的合作现在已成为“打破
新闻”的主要关注点。

2018年 5月开始， 金敬来在
KBS 主持了一个时事广播节目，

“打破新闻” 的创始成员之一曾在
这个节目工作，如今他也回到了这
个节目。金敬来将在这个节目获得
的一半收入分给了“打破新闻”。

“打破新闻”去年还与德国
的 NDR、 韩国的 MBC 合作，调
查了一个学术造假的社群。

2018 年 10 月，“打破新闻”
与初创媒体公司 Sherlock 的记者
合作， 揭露了韩国知名 IT 创业
家杨金浩掌掴员工并且强迫他
用弓箭射杀活鸡的事件。“打破
新闻” 为 Sherlock 的记者提供了
工作空间，协助其组织了新闻发
布会，并在其线上平台发布了这
则故事。

2018 年 11 月，“打破新闻”
与 24 小时新闻频道 YTN 签署
了一份关于内容交换和未来合
作的协议。

为记者搭桥

“打破新闻”今年 8 月通过众
筹活动筹集了超过 2.7亿韩元（约
合 163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建
立“共同中心”（Together Center）
项目， 这个项目希望为独立记者
提供共同工作的空间。“共同中
心”有一个多功能电视演播室、三
个编辑室和两个会议室。

两支由大学生组成的团队
成为了该项目的首批受益者，他
们将用 300 万韩元（约合 1.81 万
元人民币）的奖金来调查大学宿
舍费和极右翼势力在大学扩张
的故事，而“打破新闻”的成员也
将对他们的故事进行指导。

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南泰杰
（Nam Tae-je） 也使用“共同中
心”来编辑他的纪录片，该片讲
述的是居住在月城核反应堆附
近的人们的生活， 影片已在 11
月上映。

“打破新闻”自 2015 年以来
一直与独立制片人/导演合作，
并自 2018 年以来通过公开竞赛
的方式， 为纪录片项目提供了
1000 万韩元（约合 6 万元人民
币）的奖励。

2016 年以来，他们还开设了
很受欢迎的在线数据新闻学课
程，以培养未来的调查记者。

金永进说，使“打破新闻”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展示出公正、
持平的新闻报道的价值，赢得受
众的信任， 以及与他人合作共
赢，“在寻求帮助之前，你应该证
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据全球深度报道网）

“打破新闻”的工作人员

“打破新闻”的记者和捐助者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在首尔延世大学礼堂庆祝当年的捐助者之夜

� � 韩国非营利调查机构“打破新闻”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甚至连一台相机也没有。 经过七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三
万多“月捐”会员的新闻机构，融合了报道、广播、纪录片等多种媒体形式。 在韩国新闻业最不景气的几年里，他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

韩国非营利性调查新闻机构“打破新闻”（Newstapa）诞生于韩国新闻行业非常不景气的时期。 2012 年 1 月，它由一群因要求采编自主而
被解雇或是在编辑室被边缘化的新闻人创办。

尽管“打破新闻”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 50 名员工（包括 35 名采编人员）的媒体机构，但在成立之初，它并没有建立可靠的融资模式或可
持续发展计划。 如今，这个专注于调查报道的非营利媒体，融合了广播、纪录片制作和会员制，打破了韩国传统媒体中的许多禁忌，成为了全
球非营利媒体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