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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风:话语的重建与社会行动

黄晓军

摘　 要:新闻文风本属行业话语,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突出了共性要求,具有明确

的风格指向。 新闻文风隐含着文本与受众的关系,在延安时期成为群众话语的子话语,完
成了话语的跨越。 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和技术因素影响了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

的贯彻执行,党的高层反复言说,重建这一话语,看重的正是对受众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改

版创新、“三贴近”和“走转改”等社会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握话语权,引领

社会的努力。 新媒体时代的业态转型带来新的契机,党报、党台转型为新型主流媒体,当群

众、受众、用户三者融为一体时,长久以来的不良文风问题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究其

实,文风问题属于新闻作品的形式范畴,强调文风的转变表面上是强调形式,目的在于转变

内容。 新闻作品言之有物,真正尊重新闻对象,热切回应新闻对象所关心的问题,才能最终

构建优良文风话语。 就现实而言,新型主流媒体在有效下载量和有效用户黏性方面任重道

远,新闻文风话语的重建和社会行动具有召唤新闻内容突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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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闻文风”是党建政前后少见的由中央高层反复言说且与新闻界密切相关的话语。 现有研究,
主要意旨围绕着“改进文风”展开,由小到大,大体上有文本写作、传播主体、社会发展三个视角。 文

本写作视角将文风看成是语言问题,探讨何种语言有助于形成好的新闻文风。[1] 提倡多写现场报道、
多写短新闻,是为了强调与体裁相应的且有着明显的可读性文风。[2-3]还有借鉴西方断裂行文法以及

中国台湾新闻用语的简练文风。[4-5]传播主体视角最常见的观点认为:记者捕风捉影,不深入采访以

及不明确报道目的和对象是造成不良文风的主要原因。[6]这是从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和新闻

生产能力方面而言的。
社会发展视角侧重从经济和技术因素分析时代的变化对文风的影响。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研究

者注意到:追求轰动效应的浮夸文风,追求金钱出现有偿新闻的虚假文风。[7] 但同时,市场化也带来

对受众的重视,有研究者指出:要创新文风,就要注意到受众求异、求同、求新的心理。[8] 市场经济条

件下,新闻竞争给文风带来新的变化:报纸期刊追求视觉化,而电视网络追求深度化。[9] 电子通信和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采访更加便捷,同时信源也更加丰富,这也使得某些作风虚浮的记者也产生了不

良的文风。[10]此后,关于新闻文风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以上的几个视角中,具有一定的重复性。
与我国解决不良文风,问题导向型的研究不同,西方的研究显得更学理化。 如揭示地域、时代和

新闻文风的关系;[11]分析报纸的倾向性与新闻文风的关系;[12-13]分析作者的背景、经历、性别对新闻

文风会造成影响;[11,14]此外,还有媒介特性对新闻文风的影响;[15] 新闻文风的变化与受众的相互影

响。[16-17]新闻文风作为一个很小的业务问题,西方学理化的研究空间实际上并不大。 相比之下,这样



一个很小的业务问题,在我国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这是一个重复性话语。 从革命时代到建设时期,
历代中央高层反复言说。 这种反复言说,也就是在根据现实不断重建它。 其二,这是一个跨越性的

话语。 早期关于文风政治倾向性的学术话语,界定了新闻文风的内涵,将之与党风、学风、会风、作风

并列,很明显地将本来作为行业话语的新闻文风跨越到政治话语,或者说跨越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中去。 当然,这种跨越并非学者们有意为之,而是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主导了这种

跨越,学者们只是不断地丰富和支持这种话语的跨越。 其三,这是一个有明确指向性的话语。 要打

造怎样的文风,是有明确要求的。 以常识而论,新闻体制和新闻的宣传舆论功能,可能相对于新闻文

风来说,是更重大的问题。 但是,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何以被开国领袖纳入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
并被后来的领导人一再言说呢? 观察西方新闻界,文风的问题局限在新闻业务的范畴内,无足挂齿。
相比之下,我国对这一话语的重视超乎寻常。 以往的学术话语忽视了这一话语的跨越和重建的问

题,笔者试图予以回答。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一些借鉴。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沿袭了话语研究的语言

学和符号学传统,剖析新闻话语的结构和篇章。[18]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则提供给了话语分

析的三个向度: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具有方法论意义。[19] 谭必友提出的话语群

理论用于分析乡村问题,为揭示话语体系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20] 近些年来,
新闻传播领域的话语研究比较关注特定话语的传播,如:政治话语的传播与观念的形成[21] 、“中国

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22] 。 这些研究取向或宏观或微观,丰富了新闻传播领域的话语研究。 本

文也属于特定话语的研究,关注的是“新闻文风”这一与新闻界密切相关的特定话语,不聚焦在话语

传播和话语阐释的影响上,而是以话语重建和社会行动为关注点,取向宏观,也试图拓宽话语研究的

领域。

二、跨越:从行业话语到政治话语

(一)文风定义的转向

新闻文风的含义似乎不难理解,新闻文风就是新闻作品的风格。 这种理解是一种典型的业务层

面的理解,是把新闻文风放在行业话语的视阈中了。 从五四运动起,民国时期的报刊实践中,对于文

风的追求是在行业话语之中的。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清末民初报章文体的形成和五四运动以来白话

文的广泛运用,与“改进文风”的话语外延相关。 王韬开创的政论文体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开创了报

章文体的新风格。 黄远生的通讯文体、陈景韩的时评体都对应着相应的文体风格。 可以说,体裁的

开拓,实际上也是新闻文风的开拓。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实践中,对文风的要求,是着眼于革命宣传效果的。 为了能够发动群众

理解革命、支持革命,党提倡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新闻文风。 1922 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

案》中就指出:党的报刊,都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 [23] 。 这是表达上的要求,另外,在报道题材方

面,也有要求。 《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等宣传内容应取材于工农生活,“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政策,
描写各地工农状况。”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仍然在办报通俗化方面提出要求。 1936 年 1 月,《中
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要求: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的深入,通俗简明,改正

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厌烦的宣传。[23]

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对传播效果的重视是必然的。 报刊作为动员、凝聚一切力量的工具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同时也意味着,当时的报刊对信息、娱乐甚至审美功

能的忽视。 而“风格”这个词恰恰是具有娱乐和审美意义的。 “风格”有着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个体

性。 “风格”能体现个人特色,是个人气质修养和学识能力以及偏好在作品中的体现。 二是多样性。
由于个体的偏好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作品特征。 从而作品具有了一定的辨识度,也就是形成了独有

的风格。

·17·黄晓军:新闻文风:话语的重建与社会行动



正是因为这两个特性,具备某种风格的作品也就具有了欣赏层面的审美意义。 诸如婉约、豪放、
沉郁顿挫、雄奇飘逸等风格无一不反映着作者的情趣和审美的多样性。 但是党所指的新闻文风似乎

并不强调作者个人的情趣和风格的多样性。 在延安时期,新闻文风从行业话语跨越到意识形态话

语,或者可称之为政治话语。 这一方面表现在新闻文风话语和其他政治话语的并列。 毛泽东在《整
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

风” [24] 。 在这里,文风包括新闻文风在内,是和学风、党风并列的话语。 毛泽东更明确地说明:学风

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这个说法,鲜明地将新闻文风话语导向了政治话语。 另一方面,
新闻文风在党的话语中,更多是指对新闻报道的一种共性要求,而不是个性的倡导。 总的说来,这种

共性的要求是以大众化、通俗化和读者能够理解为目标的。 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风的要

求提得更明确,就是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指出的,文章和文件都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
动性。 “三性”是毛泽东对于文风的基本要求。[25]此外,结合毛泽东在其他讲话中提到的“简明扼要”
以及“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表明,党对新闻文风的要求是

有明确指向的,并不是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风格。 那么,简单地把新闻文风理解为新闻作品的风格

就有失偏颇了。 因而,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者的学术话语中,很自然地对新闻文风的定

义作了指向性的延伸。
如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文风是新闻作品中运用语言文字时自然流露出来的思想作风,包括思想内

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26]有认为新闻文风是新闻所具有的风格和体现的风尚;[27]有认为新闻文风是

新闻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与作风。[28]这些看法尚未把个人风格从新闻文风的内涵中拿开,但是在

论述新闻文风的时候,却不是指个人风格,定义中个人风格的含义在实际运用中已经虚化了。 更彻

底的看法是:文风对于个人而言是风格,而对于社会而言,文风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上多数文章

表现出来的一种写作风尚,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特点。 而风格,是作者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的

比较固定的艺术特点,是一个成熟的作者的思想特点和艺术技巧的综合体现。 因而,对于风格,可以

百花齐放,自由发展;但是对于新闻文风,则主张马列主义文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形形色色

的不良文风。[29]文风本有个人风格的含义,经过党的领袖的专指以及后来学术话语的强化,个人风

格的含义逐渐虚化甚至没有,作为一种社会风尚的文风则成为新闻文风的主要内涵。 这样新闻文风

完成了从个性到共性的转变,完成了从行业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跨越。
(二)文风背后的受众观

在西方,媒介机构对文风的要求通常是制定语言使用方面的明确政策。 文风的使用规则一般在

《文风指南》或《文风手册》中以制度的形式确立起来,由记者来遵守,编辑来执行。 在有限的几个关

于报纸语言风格的研究中将文风定义为:描述一个文本或话语与另一个文本或话语之间相关差异的

相对概念。[30]报纸可以自由选择正式或非正式、专业或浅显、华丽或平实的文风。 这里可以看出,西
方的文风定义注重差异性和风格的多样性,文风仍然是作为行业话语在使用的。 但是,西方研究者

也注意到文风上的差别和受众的关系,某一种行文方式被认为更易为受众接受,报纸因而选择这种

文风,而摒弃另一种相对不那么受欢迎的文风。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工作者采用的文风显示了

他们自身及其受众的特点,还显示了他们之间想当然的关系。[30]

西方研究者意识到的文风是文本与受众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文风隐含着“新闻作品创作出来

是给谁看的,作品适合谁的口味”这一现实问题。 这恰好可以解释党为何对“新闻文风”这一行业话

语的运用,实现新闻文风从行业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跨越。 当然,以现在传播学的视角来说,文风含涉

的对象是受众;在党的话语体系里,则是“群众” “人民”。 党的“群众”话语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群众

路线、党的宗旨等。 其中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党的最高价值

取向,是其宗旨。 1942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期间,新闻文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来并得

到广泛的承认和应用。[31]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作为大众传媒行文风格与风尚的“新闻文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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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否紧密联系群众,也关系到是否能凝聚起群众的力量,这对于当时处于抗战时期的党来说,非常

重要。 这个时期,党的话语体系高度发展和完善,党运用新闻文风这一行业话语,丰富了“群众”话

语,是群众话语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种拓展,也建构了凝聚群众力量完成自身建设和历史使命的现实。

三、重建:时代的变迁

(一)文风话语的重建

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原本为了反对“党八股”而形成的生动清

新活泼有力的新闻文风,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沦落为语录式、口号式、假大空式的“新八股”。 “文革”
结束后,新闻界也开始拨乱反正。 通过宣传口的会议和有关决议、决定的下发,恢复党的新闻事业的

优良传统,力求建设生动易懂的新闻文风。 事实上,历代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闻文风都有发声,或进

行倡导,或进行批评。 这既是对党的传统的继承和重视,也说明不良文风的痼疾久治不愈。
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会风和文风的冗长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电视一打开,尽是

会议。 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 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
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32] 江泽民则要求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的前提下,努力使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的读者喜闻乐见。 在此基础上,胡锦

涛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思想。 “三贴近”不仅是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更是

新闻文风须遵循的准则。 201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努力克

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讲话,指出当前文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并提出

“短、实、新”文风要求。 其后,2016 年“2·19”讲话中也提到新闻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推出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在党的话语当中,新闻文风和文件的文风、领导干部讲话文风以及理论文章的文风都是文风这

个话语之下的子话语。 新闻媒体作为呈现现实的机构,其文风也是文件、讲话、理论文章文风的反

映。 可以认为,党对文风要求,是对上述诸方面的要求。 而且,党对文风的要求主要是对党报、党台

的要求。 在这些要求当中,仍然是目注此处———文风,意在彼处———受众(群众)。 诸如:“贴近读者,
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电视镜头更对对准群众,电视报道要更多地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电视节目

要更多地创造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 [33] 。 在这里,与其说党看重的是文风,不如说党注

重的是受众(群众),这也表明党自创办媒体以来,有着非常明确的受众观。 党自 1942 年以来再三言

说和重建这一话语,就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风现状,一直或多或少存在脱离群众(受众)、缺乏亲和

力和感染力的痼疾。
(二)市场与技术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党及国家政治生活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明,国家致力于市场经济建设。 “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方略也影响到新闻业的生存和行业操守。 新闻业重视受众的信息需求,加强了传媒业的

娱乐大众、服务大众的功能。 新闻业通过售卖版面、播出时间给广告主,从而获得广告收益。 新闻业

和受众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比以前密切了很多。 阅听率、收视率是新闻业追求行业效益的重要

指标,一些新闻人尽一切能力满足甚至讨好受众的多样化需求。 比如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报道中

充满“星、腥、性”。 为了“博眼球”,成为“标题党”。 某些新闻工作者为了个人利益,有偿新闻或者有

偿不新闻。 这些做法导致了浮夸、虚假的文风。 而且,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没有

改变这种浮夸、虚假的文风,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对于某些新闻工作者来说,在市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双重影响下,新闻生产比以前更加容易了。

他们利用网络下载取代自己采写,充当信息二传手传播虚假信息,在报道和评论中任性而为,对情绪

不加控制。 不恰当的网络语言充斥媒体,形成泛滥之势。[10] 但奇诡的是,对这种在市场和网络影响

下形成的不良文风,受众比较容易受其影响而不自知。 除了受众自身的媒介素养影响之外,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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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身份在网络时代已然发生了改变。 很多受众变身为网民,不仅是主流媒体信息的接受者,而
且还是新闻信息的生产者。 严格地说,称呼以前的“群众”或“受众”都不大合适了。 在网络媒体、手
机媒体等领域,大众的意见表达热情高涨,异常活跃,长期以来的表达能量得到释放,话语权得到极

大的提升。 他们一方面评论回馈信息,另一方面又生产信息。 由于这种信息生成缺乏专业新闻生产

者应有的规章和伦理的制约,是隐匿的,同时又是随意的,信息在内容上真假参半,但是在形式上又

具有无比的真实感。 这种文风对网民来说,与党报、党台的文风相比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文风蕴含着新闻报道文本和受众的关系,党再三言说倡导优良文风,就是因为文风背后

有群众,有受众。 报道不能脱离群众,倡导优良文风就是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体现;那么,在市

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影响下,总的来看,几乎所有媒体的新闻报道与群众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比

以前更紧密了。 一些新闻报道甚至是在迎合群众了,那么,党有必要重建新闻文风话语吗?
其实,和受众关系紧密的是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 党报、党台等传统媒体,一方面原有的

缺乏亲和力、脱离受众的痼疾并未完全消除,一方面在市场化媒体和新媒体的对比之下,显得仍然不

够亲和,不够接地气。 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影响力的缺失。 众所周知,党报、党台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的阵地,也是形成共识,凝聚人民力量的平台。 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关键是这个阵地和

平台的影响力。 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引导力)是中共对主流媒体的期待,在这四力中,传播力指

信息的生产和抵达能力,而公信力对于受众而言是由认知活动和情感体验决定的。 由受众的认知活

动和情感体验形成个人表达或行动的倾向性,进而产生相应的表达或行动,这恰是影响力和引导力

的体现。 新闻文风对受众的影响就体现在传播力和公信力的形成上面。 传播的内容是否及时并且

接地气,内容的表达形式是否有亲和力,直接影响受众的认知和情感。 可以说,新闻文风是形成影响

力的第一关口,大众可以透过良好的新闻文风,接受新闻,领会新闻,受到新闻作品的影响,新闻工作

者通过作品说话,也完成了宣传任务。 因此,党反复倡导优良文风,关注的是文本背后的受众,更加

重视的是文本对受众的影响力。 不难发现,自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江泽民强调舆论导向,胡锦涛

则提出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领新格局;习近平 2016 年“2·19”讲话甚至

谈到,都市类媒体、新媒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和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 这些都表明,党报、党
台改作风,转文风要立足于对群众的影响力上。 这才是党反复言说新闻文风的真正原因。

四、丰富:专业话语与社会行动

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新闻文风话语从行业话语跨越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群众”
话语中的一部分。 作为执政党,其话语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包括专业话语和学术话语等。 另

一方面,按照话语-行为模式,会有社会行动来实践党的倡导。 对这些社会行动,媒体也会有相应的

呈现,这种呈现又反过来丰富党所倡导的话语体系。 因此,每次倡导优良新闻文风之后,会逐渐形成

关于“新闻文风”为核心话语的话语群落。 话语群一旦形成,有其坚实的一面,而且不断发展。 它既

有思想方面的表达,也有技术性的政策、制度方面的表达,更有民间的口头表达即受众的回馈。 例如

学术话语中,对文风定义,如前所述,虚化“个人风格”的含义,偏向党所指的作风层面的内涵。 这是

研究者对新闻文风话语跨越的现实关注,也是对党的新闻文风话语的明确和拓展。
(一)文风的专业话语

1942 年,《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认为建立新的文风要有新鲜的内容、
生动活泼的语言,打破固定的写作公式,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 新闻文风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

面,其表现是: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 不难看出,这和毛泽东提出的“准确、
鲜明、生动”是一致的,要求更加具体。 此后,新华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形成了一种写作体式,称之

为“新华体”。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有此词条,解释何为新华体:消息

简洁,文字精练、篇幅短小;善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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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用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

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31]

如同书法作品的颜体柳体,展现的是书法作者的运笔布局风格,新华体是新闻写作的风格,其文

风自然有着国家通讯社的印记和特征,并且稳定而成熟,是党自革命期进入建设期以来,文风作风的

集中体现。 这是新闻机构自身对文风话语的丰富与拓展。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闻工作

者对文风话语也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代表性的名家例如穆青提出“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观念。 他

说:“从广义上说,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 因为新闻无非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有什么意

义,散文中的叙述文不也是如此吗? 既然叙事文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为什么新闻就非受一定

的格式束缚不可呢? 为什么散文可以有个人的风格,而新闻就只能按照死板的公式去套呢? 我看只

要事实能够交代得清楚明白,在写作上可以突破老一套的公式,不一定非得第一段写导语、第二段写

背景、第三段写……可以百花齐放,大胆创造。” [34]

显然,穆青对形式主义的新闻写作方式非常反感。 如果说“新华体”代表了一种成熟稳定而又大

气的新闻文风,那么“唯新华体”则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戒规。 在穆青看来,突破僵化的文风的方式

是借鉴散文的个性化,这是穆青吸收传统文风话语来解决现实文风问题的一种思考。 他说:“我国有

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收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
炼的表现手法。” [34]穆青的这个主张,是在符合新闻写作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向个人化的风格靠拢,
稍淡化新闻文风的共性色彩,冲击刻板僵化的文风,冲击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新闻,以反映丰富多

彩的、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
又如《新民晚报》的办报理论家赵超构,提出了被新闻界称之为“短·广·软”三字经的晚报思

想。 短是指短文章,广是指扩大报道面,体裁多样,内容多样。 至于软,他说:“我们所谓软,指的是思

想既要正确,又要把报纸弄得生动一些,通俗一些,把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些;不是不择

手段的软,也不是片面追求趣味的软,只是反对老是板着面孔教训读者的作风。” [35] 可以说,赵超构

的这三字经,一方面是晚报的理论话语,同时也是新闻文风话语,尤其是在晚报文风上,形成了特色,
也影响着其他晚报文风的形成。 事实上,影响新闻文风的不仅是作品的语言和体裁,报道理念也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由赵超构的晚报三字经可见一斑。 被称为“学者型记者”的艾丰提出“多侧面的报

道反映多侧面的现实”的理念,《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针对“平面照相”报道方式,提出“全息摄影”
的报道理念。 针对黑白分明的两极报道观,提出“中性报道”的理念并实践之,同时也倡议如何实现

“全方位、大综合、超时空、深层次”的新闻报道。[36]可以说,这些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新闻文风必然为

之一变,从而摆脱僵化、雷同、肤浅的风格。 以上只是摘其要者简述一二,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名家名记”的一篇报道轰动全国的现象已经不再,新闻名家的专业话

语几乎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在业务领域的各种尝试和行动,例如广播电视早晚间新闻、
深度调查、电视直播、访谈节目的创办和普及,报纸的视觉化,平民视角、专家视角和专业视觉的多样

化,各种媒介的融合显现的窄化、视觉化和娱乐化的风格等,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无疑也丰富了新

闻文风的专业话语。
(二)关于文风的社会行动

由党的高层倡导,继而形成话语群,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的发生。 这是党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一

呼百应的社会效应,也是话语-行为模式的体现。 改进不良文风的种种行为,明显的是密切联系受

众,赢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之举,因此是包含着社会关系的行动。 如前所述,“文风”是包含着文本与

受众关系的,也是传者与受众的关系。 围绕“新闻文风”核心话语产生的行为并非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可以看作是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本质上是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个人的行动,是有着针对他人的

主观动机的。 改进文风的行动是传者试图影响受者的行为。 自延安时期以来,关于新闻文风的社会

行动有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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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版与创新

著名的改版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在报纸的大众化发展方

向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如注意报道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采访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版面安

排上把“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不成文规定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
在新闻写作中,强调群众参与,用群众语言写作。 第二次是 1956 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有三个方向:
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跃风气。 前两者其实也是和文

风相关的,报道范围的扩大和自由讨论的形成,会突破僵化的教条和刻板的文风。 迄今为止,《人民

日报》的改版包括扩版在内有至少 14 次之多;2013 年,《人民日报》在官微上宣称,在新的一年努力

说真话,写真情,延续了以往改进文风的精神。 在广播电视领域,以《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 《新闻调

查》等栏目的开办为标志,电视栏目化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电视发展的一种主流。 中国电视的生产

方式从此发生革命性转变,以前那种靠个人意志、个人兴趣乃至领导安排制作电视节目而又无稳定

规范和鲜明风格的生产方式,开始被取代。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电视文风转型的标志性话

语。 此后,市场化媒体的改版与创新步子更大,风格渐趋丰富和多样化。
2. “三贴近”活动

“三贴近”的提出,仍然延续了党一贯倡导的文风观。 2003 年,《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三贴

近”》一文中说:胡锦涛同志明确要求宣传战线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37] “三贴近”是指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这个提法显然是贯彻了群众路线精神的。 有研究者指出,“三贴近”的正确

性不因为它出自党的高层之口,也体现了新闻信息的传播规律,因为“三贴近”归根到底是贴近事实,
贴近真正的信息源。[38] “三贴近”提出后,各党报、党台以“三贴近”的精神为指针展开了报道。 以党

报为例,诸如《人民日报》关注弱势群体和普通人的头版头条的处理;《湖南日报》强化舆论监督报

道,开设《记者就在你身边》专栏,揭露丑恶现象;《浙江日报》关注老百姓大药房的系列报道;《四川

日报》“听听农民心里话”的系列报道;《新华日报》压缩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的篇幅和长度等等。[39]

这些党报对大多数人的疾苦比以前更加重视,从受众的角度看,自身的问题得到关注,党报变得有亲

和力和有感染力;从主管部门看,党报和受众联系更加紧密,党报的报道和舆论引导有了社会效应,
党报有了影响力,这恰是“三贴近”活动的目的所在。 新闻文风的转变不简单是一个语言上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转变,“三贴近”活动是通过转内容而自然地转变文风的。

3. “走转改”活动

“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三贴近”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要求新闻工作者接近信

源,直接要求改变不良作风和文风。 这次活动统一由中宣部部署,整个新闻战线都参与进来。 全国

新闻单位根据要求建立基层联系单位,组织编辑记者广泛开展蹲点调研活动,调查研究群众生产生

活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例如新华社要求各单位选择在当地有突出特色或偏远贫困地区的县、乡、镇、
村作为基层联系点,定期组织编辑记者开展蹲点调研活动。 再如四川省要求全省各新闻单位建立一

张报纸、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分别联系一个社区、一家医院、一所学校、一家工厂、一个村庄制度,一
个记者联系一个城镇家庭、一户村民、一名民警、一位工人制度。[40] 可以说,蹲点制度是“走转改”活

动的最大特色。 相应的,全国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办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专题或专

栏。 持续推出记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的报道。 全国新闻单位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学习群众语言、熟
悉群众语言、善用群众语言。 活动从新闻报道的内容到文风都指向基层和群众。

4. 业态转型

随着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电子通信产品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依赖。 以两微一端为代

表的新媒体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趋微弱。 在众多媒体中,手机日

益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融媒体平台,两微一端是很多人必不可少的安装软件。 截至 2017 年第四季

度,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增至 6． 36 亿人。[41] 这意味着:新媒体信息的覆盖率远超传统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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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且两微一端的信息可以无障碍地直接送达给用户,用户可以及时反馈和随时生成新的信息;而
这种信息传达和反馈的便捷让传统媒体相形见绌,传统媒体长久以来形成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 在这种态势下,“你不过来,我就过去”,传统媒体主动向新媒体转型,占领新媒体阵地。
上海报业集团深度融合,整体转型,领风气之先,力推三个“一”:一批传统媒体将退出历史舞台,一批

传统的主流媒体转型成为新型主流媒体,一批新媒体成为主流媒体。 可以想见,这种新型主流媒体

的新闻文风必然要适应新媒体的特性,在内容选择、标题制作、行文风格上区别于以前的新闻文风。
而且,新型主流媒体是在新媒体环境的竞争中成长的。 目前,传统媒体创办的新闻客户端在用户占

比上远远比不上腾讯新闻、今日头条、搜狐新闻和网易新闻。 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新型主流媒体从文

风上讲适应新媒体的环境越早,就越能在用户占比上取得进展。 这可谓是一种倒逼式的革新,否则

无法生存,更遑论影响力。

五、结语

如前所述,新闻文风从行业话语跨越到政治话语,究其实,是新闻文风包含着文本与群众的关

系,即新闻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也即党作为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 因此,这种跨越,与党风、会风、
作风等话语并列作为党的“群众”话语的子话语而存在。 党的高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言说、重建

这一话语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牢牢占据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这是作为执政党话语权的掌握,也是党领导群众完成历史使命的时代所需。 进入新时期以来,各媒

体的新闻文风总的来说与群众的关系紧密了,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与技术因素的影响,带有时代新特

点的不良文风又产生了。 同时,受众对新媒体的黏性增强,以党报、党台为主体的传统媒体相形之

下,影响力却相对削弱了。 在此态势下,党需要再次重建新闻文风话语,提升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

力。 在党的高层话语、学术话语、专业话语等话语的聚集下,新闻文风话语群必然引发社会行动,早
期的改版创新、“三贴近”活动和“走转改”活动,这些都带有一定的运动式特征,其活动成效是明显

的,但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随着历史向前不断地推移,是否需要反复重建这一话语引发社会

行动来解决不良文风的痼疾呢?
相对于新闻媒介的内容来说,新闻文风属于表现形式的范畴。 新闻媒介的内容也会影响作为形

式的文风。 如果内容上多关注人们心系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加强舆论监督报道,自然会促进文风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片面地强调文风,仅仅从文风的改变去影响新闻对象,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时

至今日,新闻对象经历了从“群众”,到“受众”再到“用户”的转变。 相应的,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媒体

转型成为新型的主流媒体。 从理论上讲,群众是模糊的未特定的新闻对象,受众则是相对明确的新

闻对象,用户则是有个性有特点的新闻对象;这一转型是以人为本,真正尊重新闻对象的转变,有着

平等对话,力求有效沟通的现实意义。 当主流媒体获得用户的黏度和对之产生影响力,自然而然,文
风问题可能得到根本性好转。 就目前而言,新型主流媒体的媒介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媒体

枯燥、概念化、缺乏话题性、过于严肃的弊病;但同时新型主流媒体既不能撒娇卖萌沉溺于流俗,也不

能以散布小道消息为卖点。 在商业媒体客户端的竞争压力之下,新闻客户端如何获得有效的下载量

和有效的用户黏性,任重而道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风话语的重建和社会行动,有着召唤新闻内容

突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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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Style: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Social Action

Huang Xiaojun(Nanch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style of journalism belongs to the industry discourse,but after being utilized by the CCP,
it emphasizes a kind of commonality and detracts from personality. The style of journalism impli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audience. It was applied by the CCP to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Yan’an
period,and became the sub- discourse of the mass discourse,which completed the span of the discourse.
Since then,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market and technology factors affect the implement of the mass line
in the news work,CCP leaders repeatedly proclaims,rebuilding the discourse,regarded as a value of it is af-
finity and influence the audience,the three kinds of close to grass roots innovation,and go to grass roots and
so on social action,it suggests that the CCP as a ruling Party to control the voice,lead the efforts of the socie-
ty. The formats transformation brings new chances for the new media era,party newspaper,the transition to
the new mainstream media,when the masses,audience,and the user be in harmony are an organic whole,the
long- standing problem of literary style can be fundamental alleviated. In fact,the problem of literary style be-
longs to the form category of news works. The empha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tyle is to emphasize
the form on the surface,and the purpose is to change the content. Only when news works have something to
say,truly respect the news object and respond eagerly to the questions that the news object cares about,can
the repetition of literary style discourse be finally eliminated. As far as reality is concerned,new media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terms of effective downloads and stickiness of effective use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s
discourse and intermittent social actions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calling news content breakthrough.

Key Words:the style of journalism;discourse reconstruction;social action;new mainstrea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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