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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现象、方式与坚守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转型加速, 改革进入深水区。 与此同时, 建立在互联网基础

上的新媒体、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则深刻影响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的方方面面。

新闻传播学也随着生动丰富的社会现实而在新闻生产与消费、 传播秩序、 传播方式和传播效率等多方面发

生巨变, 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表现形态。 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迷思及数字漩涡面前, 新闻传播研究在新闻

现象、 传播方式和职业坚守方面充满着挑战与机遇。

新闻自产生之日起, 就在文体、 文风、 言说方式、 传播路径等多方面具有学科属性的具体规定性。 但

随着社会转型和数字时代的到来, 以及新媒体的勃兴与政治生态的极化, 前所未有的新闻现象大量涌现,

如新闻伦理失范现象、 新闻娱乐化现象、 新闻标签化现象、 假新闻现象、 反转新闻现象、 民生新闻现象、

广告新闻现象等。 这些现象, 既是复杂现实的具体体现, 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动课题。 对此, 本刊约请部分

专家围绕新闻传播面临的诸多新现象, 从多侧面、 多角度开展学术探讨, 力求提供具有学理意义和社会价

值的新时期新闻问题的解决思路。

数字时代, 伴随着丰富复杂的新闻现象, 新闻传播方式也呈现出多维路径, 即时性、 互动性、 社交性、

智能性、 便捷性大大提升。 “VR+新闻” 将虚拟现实技术融入新闻传播中, 借助全新的技术, 进一步彰显新

闻的真实感、 体验感、 代入感, 新闻的长度和深度大大延展和强化。 其他诸如聊新闻、 漫画新闻、 新闻众

筹、 融合新闻、 大数据新闻、 故事化新闻、 暖新闻等花样繁多的新闻传播方式, 同样为新闻传播学的学术

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面对丰富复杂的新闻现象和多面向、 全方位、 广路径的新闻传播方式, 新闻传播从业者更应该牢记使

命, 不忘初心。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 我们都必须坚守新闻的党性原则, 人民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

原则; 我们必须坚守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原则。

基于新闻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闻传播方式的多维性, 本刊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 编发了一组关于新闻文

风问题、 假新闻现象、 新闻传播效果、 网络传播伦理困境的文章, 以期提供既有深度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周光明等的 《 “记者” 的前身与本身: 晚清新闻从业者职业称谓之演变》 一文着重考察 “记者” 与 “主笔”

“访事人” 等职业称谓之间的微妙关系, 认为在 “记者” 近代义的演变过程中, 当其为表示媒介关系的一些

词汇所绑定后, 才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含义。 骆正林等的 《 “被扭曲的交流”: 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现象的三

重批判》 一文, 将假新闻放置在人类交流的视野中, 探究其与社交媒体的关系, 并从主体性、 主体间性与

人机关系三个维度展开学术批判。

另外, 舒咏平等的 《习近平国家品牌论述研究》 从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品牌独立性、 中国富起来的国家

品牌高效性、 中国强起来的国家品牌互惠性三个维度对习近平国家品牌论述进行了宏观勾勒。 周韧的 《政

治符号、 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 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 力图以有限的篇幅描摹 140 年的中国

邮票发行史, 阐释其由最初简单的政治符号发展成为更具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历程。

总之, 只要我们秉承责任, 强化担当, 戮力同心, 携手并进, 以问题为导向, 厘清现象, 把握方式, 坚

守原则, 新闻传播学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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