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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
———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

陈力丹

摘　 要: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

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

闻观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 两个要点即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一个落脚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两个要点,是习近平 1989 年提出的;以人民为中

心,是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 他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在《浙江日报》的“之

江新语”栏目连续发表 232 篇时事小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他“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的诉

求。 根据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只要媒体人坚持经常身处基层和社区,俯下身、沉下心,察
实情,就能发现问题,就能做到报道的主题既坚持党性,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党性和

人民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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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

新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
这里重点阐述习近平关于“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这两个要点和“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这个落脚点。 这是他宣传观和新闻观的核心观点。
早在 1989 年,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就强调“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

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 [1] 。 显然,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两个要点。
2002—2007 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为《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栏目接连写了 232 篇

小言论。 看一下汇集为书的《之江新语》的目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清晰可见。 例

如这样的标题:《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 《做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 《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 《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 《群

众呼声是作风建设的第一信号》 ,等等。
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以总书记的身份发表关于新闻宣

传工作的讲话。 关于这次讲话的新闻稿导语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要点:“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
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2] 其中“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是坚持党性在具体工

作中的宏观体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则是遵循新闻传播的最高行动境界。 坚持党

性和尊重规律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实在内容的。



在这次讲话里,习近平首次向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2]

的要求。 此后到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过习近平一系列的实践与论证,
逐步推及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所有领域。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将“以人民为中心”概括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二条。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关于这次讲话的新闻

稿导语,引证了习近平的八句话。 除了第一句“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强调与时俱进外,下面七句

话的前三句“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是坚持党性的

基本内涵;后三句“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 ,[3] 是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本内涵;中间那句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 ,是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尊重规律的落脚点。 至此,习近平全面表述了他的宣传观和新闻

观: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一、坚持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

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这是习近平的一贯思想,根据他一系列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

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和贯彻。
关于第一个层面,可以引用习近平 2013 年 8. 19 讲话的一段论述,即“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 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

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

权威。” [2]

在 2016 年的 2. 19 讲话里,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

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

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 。[3]

从习近平的表达气势和严厉用词可以看出,他对 2010 年至 2013 年年中这段时间内,党领导

的媒体中出现的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相对抗的种种行为,进行了反

击,发出了严厉警告。
第二个层面,“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 ,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 这种抽

象的表达,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显得很具体了。 面对所报道或评论的事实,自然存在如何从政治家

的高度来判断的问题,而且必须要有时、度、效的把握。 一旦把握不好,有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负

面影响,自然谈不上坚持党性了。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 习近平要求自觉在大局下思考,
在大局下行动。

例如某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国司法部门对糯康等四个缅甸罪犯执行死刑前的情形,持续 2 小

时,节目名称为“生命倒计时” ,宣扬死亡恐怖。 其中糯康在监房内等待死刑的画面,持续 40 分

钟,还给糯康量血压、显示血压数字的情节,显现死亡恐怖。 这样的新闻策划,违反中国法律,因为

《刑事诉讼法》第 252 条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 。 当时,全国人大山东代表赵冬苓在

微博上批评说:“强烈抗议直播死刑! 一个文明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尊重生命的尊严,哪怕这生命

属于一个罪犯!”这样的观点这才是法治的。
这样现场直播,不仅违反中国的法律,也缺乏对世界政治大局的把握。 该电视台在国际上还

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该台的直播,也就是向全世界“示众” 。 世界上 197 个主权国家中有 139 个

(截至 2018 年是 142 个)已经宣布废除死刑,中国保留死刑有自身的理由,但这样公开地面向全

球报道中国对四个外国人执行死刑,与多数国家的既定理念对抗,不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

良好形象。 由于东南亚的文化与中国比较接近,如果要对东南亚某些国家的黑恶势力提出警告,
可以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只向这个地区播放(内容要严格体现法治) ,但实际情况是向全中国和

全世界直播这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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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方面的节目和新闻,尽管与政治距离较远,播发时同样需要大局意识,需要从党的政策全

局来衡量内容或事实是否适合公开宣扬。 例如某电视台 2017 年大年初一晚上的节目《欢乐中

国》 ,称赞一位连生了 10 个女儿的母亲。 节目的编导只考虑到宣传母爱,没有从全国政策大局出

发考虑传播效果。 我国 1971 年就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80 年起,国
家要求只生一个孩子,直到 2016 年才改变政策,允许生第二个孩子。 这个节目在政策宣传上

180°大转弯,激起舆论的反弹。 网民的跟帖写道:“太毁三观了,还明明白白地说就是想要个弟

弟。 某电视台还把这种东西在大年初一晚上向全国人民传播?” “他们是在宣传多生多育好呢,还
是说当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父母光荣呢?”

同样的事例又发生在 2018 年 7 月,陕西的媒体报道《5 个娃 4 人考入清华北大,安塞这家庭获

奖 30 万》 ,作者片面关注五个娃艰苦求学的一面,而没有将该家庭的生育历史放到中国政策的大

环境下考量。 新闻一发出,不断有网友发问:“没有人追究他们超计划生育吗? 此文的立意是什

么?”紧接着,山西的媒体报道《90 后弟弟结婚,11 个姐姐拿 23 万给弟弟买房》 ,发表后相当多的

其他媒体从批评的角度进一步报道,及时扭转了舆论导向的偏差。 有的媒体全面采访,叙述了该

户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次遭到惩罚,11 个姐姐中 3 个没有上过学、5 个只读到三年级、2 个初

中、1 个高中的事实。 这样的报道,揭示了事实的本质,才是真实、客观、全面的。
上面关于生育的节目或新闻,看似正面宣传,实则没有从党工作全局把握新闻事实的定位,即

没有坚持党性原则。
第三个层面,即平日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对正确舆论导向的把握。 习近平要求“新闻舆论工作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3] 。 因为任何传播的内容,都存在是与非的把握,不
能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把握政治方向、不考虑符合政策、不考虑不能违反公共道德和社会行为准则。

例如各种宣扬金钱至上的征婚和猎头广告、以残虐的古代 24 孝故事来宣传孝敬父母的公益

广告、组织上千同学同时为父母或长辈洗脚的形式主义新闻、以嘲弄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

为搞笑由头的小品等等。 有人认为,娱乐类、社会新闻类等不必过于强调导向,尺度可以宽一些。
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果这类新闻中充斥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勾心斗角、炫
耀财富、移情别恋、杀人越货等方面的内容,充斥着有关大款、老板、名人、明星等人物的八卦新闻,
就不能对人民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在强调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习近平一再强调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早在 1989 年,习近平就论

证了新闻规律。 他说:“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 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

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 。[1] 在这里,习近平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法
西斯主义新闻观的界限。 1943 年,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

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说,法西斯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即“新闻等同于政治” ,[4] 目的是为他们任意造

谣开辟道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求是:政治需要(党性)必须与新闻真实(新闻规律的体现)
相统一。

2009 年 3 月,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党的

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 。[5]2014 年 2 月,习近平第一次以党

的总书记的身份提出:“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 。[6] 他从一般意义上的尊重新闻

传播规律,转而进一步要求“运用网络传播规律” 。 2014 年 8 月,他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7] 在 2016 年 2. 19 讲话里,习近平要求

党的干部懂得尊重媒体,“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3] ,充分运用好媒体这一平台。 2018 年 8 月 21 日,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

播规律”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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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每天发布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向别人说话。 若没有审时度势地观察形势、民意和各种社

会力量的对比,没有认真掂量一下该应说什么(内容) ,说多少(数量) ,怎样说(方法) ,其产生的

逆反传播效果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
谈到具体的规律,习近平 2016 年 2 月 19 日上午在与记者对话中两次说:“你们要客观、真实、

全面地报道事实” 。[9] 在当天下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得最多的是真实。 他说: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

件或事物的全貌。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 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

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3] 其中,“根据事实

来描述事实”一句,使用的马克思的话。
但在实际新闻舆论工作中,为了政治需要而说了假话的事例时有发生。 例如 2003 年 10 月中

国第一个宇航员杨利伟出仓时满脸是血,因为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使得麦克风不规则的棱角触破

了嘴角。 而人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杨利伟,尽管脸色稍显苍白,身体状况还是良好的。 这是血迹被

擦干后重新表演的“事实” 。 决定掩盖这一事实的人和拍摄照片的记者,心中“扬国威”的理念压

抑了“不说谎”的道德意识。 “扬国威”是政治需要,而“不说谎”就被抛到一边了。 其实,完美的

作假,留下的结果只是作假;有缺憾的成功,留下的终究是成功。 习近平要求的是:“不是说为了

政治需要可以不要新闻的真实性” 。[1]

习近平所说“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此前确有一些批评

性报道带有太多的作者主观倾向,“一面说”的情形较多,把自己放在“裁判官”的位置上,没有遵

循新闻传播规律。 例如 2017 年某报的通讯《刺杀辱母者》一共有 16 个新闻源,其中 13 个含糊不

清(没有交代被采访者是谁、叫什么、做什么的) ,而且 16 个新闻源全部是刺杀者一方的,没有一

个新闻源来自被刺杀者一方。 显然作者不懂新闻工作的基本要领,没有以公正、客观的态度采访,
无法保证新闻的真实。

坚持党性、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两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在两者的统一上全面把握报道的

切入点,防止偏差,这是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在习近平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的一系列讲话里,唯一重复引用两句话只有一次,即:“你

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 “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 。 这是某些基层党员

干部或普通党员不加思考脱口而出的,因而习近平即刻意识到,这是基层党群关系严重对立的表

现,会危及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所以,他在要求新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坚持党性的同时,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搞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2] 这三个根本问题。
坚持党性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理论上说说不难,但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却

很难。 习近平在 2013 年 8. 19 讲话里,论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部分的小标题是“关于党

性和人民性” ,目的就是要讲清楚两者的关系。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

问题,现在反倒成为一个所谓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了。 而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思想上是糊涂

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习近平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恢复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

论。 2013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指
出:“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都

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

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

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 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

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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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之前,视察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三媒体。 在与记者对话中,他表达了对人民利益的倾注与关爱,谈话中体现了党性和人民

性的统一。 他同正在河南兰考县谷营镇爪营四村采访的记者视频连线,谈话的落脚点是:基层干

部作风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新闻记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多掌握一手

情况。 他听取几位刚参加新春走基层采访记者的汇报后,鼓励大家要接地气,多采写群众喜闻乐

见的新闻报道。[9] 在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3]

在 2015 年的新年贺词里,习近平说:“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
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 600 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

都安好。” [10] 随后,他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就是云南鲁甸地震灾区。 在那里他对灾民说:“震后,
我一直牵挂着你们:安置好没? 能不能吃上一口热饭? 孩子有没有学上? 生病能不能治疗? 现在

我特别关心你们越冬和灾后重建情况,能不能尽早搬进新居?” [11] 人民网就此发表文章写道:
“ ‘人民’一词在 2014 年的新年贺词中出现了 9 次,在 2015 年的新年贺词中出现了 16 次。 足以

见得,‘人民’二字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分量。” [12]

与此对应的是地震发生之后个别媒体的版面安排。 地震那天发生了郭美美被批捕的事实,个
别媒体把这条小新闻做成报纸实际上的头条,采用大号标题,配发两张大照片;而云南鲁甸地震死

难数百人的大新闻,安排在头版左下角。 在编者的心目中,一个负面小人物程序性的事实变动,竟
比死难了几百人重要,有意无意地显现出编辑对人民生命安危的冷漠。

2016 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仍然关注人民生命安危。 他说:“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天津港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生命……我们怀念他们,愿逝者安息、生
者安康! 群众的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和烦恼。 党和政府一定会继续努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13]

习近平如此关切人民的安危,而个别媒体竟用《生为国人,何其有幸》 《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

决心》的大标题来报道死难了 422 人的“东方之星”翻沉事件。
习近平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他提出的关于人民性的内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3]

习近平很了解媒体目前存在的问题:涉及人民群众的新闻和通讯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一般化

的工作表扬居多,既不吸引人,也不具备指导工作和解惑的报道价值。 他在 2. 19 讲话里批评一些

媒体还是按照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

足,存在受众不爱看、不爱听的问题。 不用心用情做新闻,例如停留在不断重复空洞口号的套话

上,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甚至搞假大空式的宣传。 为什么媒体上缺乏群众关注的问

题和事实,没有群众的话语,一提笔一张口就是套话空话? 因为新闻舆论工作者没有身处基层,不
到社区去,不在现场,上班习惯于跑机关、泡会议、抄材料,或借助网络摘抄拼凑。 这样,哪里谈得

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习近平要求恢复以往党报的光荣传统。 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

心里才有感动。 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

老师,“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 [3] ,不能悬在半空、浮在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
连夜磨得鸭嘴尖” 。 他要求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

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
怎样做到既坚持党性原则,又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还要以人民为中心? 看起来很难,其实问题

就在于媒体人没有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 只要坚持经常身处基层和社区,就能发现问题,就能

做到报道的主题既坚持党性,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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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Views on Propaganda and Journalism
———Two Key Points and one Foothold

Chen Lidan( Jinan Universit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Xi is familiar with the work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Since he served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he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nd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all aspects of the
works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of the CPC. Xis views on propaganda and news be summarized as two
key points and one foothold. Two key points are adhering to Party characters and respecting the natural
laws of news communication,one foothold is the work orientation of committ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
proach. Two key points were put forward by Xi in 1989 . Committ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s a
summary of his long-term experience in Party affairs. When he was the Party Chief of Zhejiang province,
he published 232 articles on current affairs in the " Zhijiang Xinyu" column of Zhejiang Daily, which em-
bodied his appeal of " being a close friend with ordinary people " .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statements by
Xi, as long as the journalists make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ve reports in grass-roots communities, bend
down, sink down, and observe the truth, they can find problems and achieve the theme of the report that
both adhering to the Party characters and reflecting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chieve the unity of
Characters of Party and Characters of People ultimately.

Key Words:Xi Jinping;views of journalism;adhering to Party characters;respecting the natural laws
of news communication;work orientation of committ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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