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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全球化浪潮所帶來的一系列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新聞傳播活動已經處

於變動不羈的狀態之中。作為我國傳統報導方式之一的典型報導也一直在不斷

地顛覆和革新，由此衍生出了不同的發展面相。社會結構的異質性、閱聽人價

值取向的多元化、媒介生態格局的變革以及媒介話語權的轉變等成為典型報導

變體產生的原因。未來典型報導的發展思路應為進一步回歸新聞的本質規律、

加強報導的針對性和強化分眾傳播、將媒介話語權更多地交予閱聽人，以及應

當儘量避免過度市場化所帶來的報導同質化與低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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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獨有特徵，典型報導在西方極少有表現，因此造成了理解上的困

難。總體來講，典型報導是對社會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著普遍意義的事物所做的新聞報

導，通過典型人物、事件、問題、經驗的剖析來教育人民，指導工作。典型報導多數是正

面宣傳先進的人和事，也有對反面典型的揭露和批評。張威在〈典型報導：淵源與命運〉

中分析了典型報導的諸種定義，認為典型報導是一種強化了的宣傳報導，新聞典型的宣傳

性要大於新聞性，其實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新聞特寫。 

 
劉娜就讀陜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系，janeeyre878@163.com。 



隨著全球化浪潮的持續推進，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整體構架已然發生了

較大的變化。作為上層建築中意識形態領域的新聞傳播事業，當然不能超然於

外。典型報導，作為傳統報導方式之一，已在不斷的革故鼎新之中衍生出多種

樣式（variation）。基於典型報導必將長期存在的中國特殊國情考慮，對其面臨

困境、因應策略以及未來走勢的探索成為當下該研究領域中需要加以分析和解

決的問題。 

 

壹、 全球化語境下的現實挑戰 

 

一、社會價值觀多元取向「蠶食」了傳統典型報導模式的生存土壤 

 
在全球化浪潮席捲全球的進程中，整個世界的生產力發展水準和經濟形態

早已發生了巨大的變化，經濟一體化、文化共融、民族交流頻繁等，這一切都

將全世界納入到一個相對統一的體系之中。作為其中的一員，中國在經歷了改

革開放、確立市場經濟地位、加入 WTO 等種種具有歷史決定意義的事件後，

本國經濟發展水準達到了一個新的高度。經濟形態的多樣化打破了傳統社會單

一而集中的經濟結構，社會利益分配也打破了傳統的「平均主義」，呈現出多

元而不均衡的利益分配格局，由此而帶來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和異質性特點，具

體表現為社會階層及其價值選擇的多樣化。傳統意義上的典型報導在二十世紀

五、六十年代那樣一個具有高度統一性和同質性的時代，曾經達到過一個前所

未有的高潮。而在今天這樣多元而異質的社會結構之下，典型報導的相對式微

和其傳播效果的減弱是一種歷史的必然。正如吳廷俊、顧建明（2001：03）所

說：「典型在實踐中的仲介作用的顯著與否，關鍵在於一個前提：社會結構的

簡單與複雜，即社會同質性的強弱。一般結構簡單、同質性強的社會，典型報

導的效果就顯著；而結構複雜、同質性弱的社會，典型報導的效果就不顯著。」

從哲學角度來講，典型報導是否能發揮巨大作用的關鍵在於威權體制思想是否

濃厚，以及在此體制之下民眾精神壓抑的程度。 
伴隨著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劇變，意識形態領域也相應發生著廣泛而深

刻的變革。威權統攝力量的減弱使得社會整體氛圍相對寬鬆，民眾久受壓抑的

精神和情緒因此得到「解禁」和釋放。在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裹挾下的

大眾文化和後現代主義思潮進一步造成了對傳統價值理念的衝擊。大眾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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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性、商業性、娛樂性、流行化」等特點和後現代主義所提倡的「反權威

和中心、反主流、反理性、反決定性，表現出對傳統的懷疑、批判和否定」（朱

清河，2006：235-236）的思想傾向恰恰為一部分久受傳統思想禁錮的國人提

供了「解禁」的充足理由，懷疑主義盛行、批判精神愈長，消解權威和解構傳

統的呼聲日益高漲，甚至出現了情緒化的「反主流」傾向和「惡搞」經典現象。

另一方面，社會科技和文化的進步使得閱聽人的資訊來源更為豐富和廣泛，對

資訊的選擇能力和解讀能力大大增強，閱聽人的自主意識、個性意識、獨立意

識和自決能力也有了相當大的提高。當典型報導到達閱聽人時，他們可以選擇

不接受、不模仿、不崇拜，即「不作為」。多元化的價值選擇使得傳統典型報

導單一的價值評價標準很難在不同的社會層面上獲得一致的回應，這大大阻遏

了典型報導傳播效果的實現，稀釋了其慣常的影響力與轟動性。 

 

二、刊播主載體的「邊緣化」導致了傳統典型報導的邊緣化 

 
科技發展的日新月異和生產力的突飛猛進使得媒介技術手段有了很大提

高，並且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經濟結構的巨大改變也使得媒介的社會功能由

服務於行政逐漸轉變為服務於市場，「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迅

猛地掀翻了以往的傳播模式，新聞傳播者從發號施令者向服務者轉變。滿足閱

聽人多元需要成為媒體最重要的功能」（張威，2002：2）。這促使媒介生態格

局經歷了一場巨大的變革。媒介技術手段的豐富極大地促進了新興媒體的誕

生，正如廣播的出現對報紙帶來的衝擊、電視的出現對廣播和報紙帶來的衝擊

一樣，作為新興第四媒體的網路也深刻而劇烈地衝擊著傳統媒介生態中三大媒

介的主導地位，後起之秀諸如手機媒體等也無不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媒介

服務功能的轉變使得越來越多的市場化媒體堀起，傳媒事業呈現出多元媒體並

存的架構，「這標誌著中國的傳媒業正在重新按照新聞自身的規律發展」（劉

磊，2001：11：23）。在此種媒介格局下，黨報作為傳統典型報導主載體的邊

緣化（marginalization），以及市場化媒體對行政制約的擺脫和對市場利益的追

求，直接導致了傳統典型報導模式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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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聽人自主意識的覺醒消解了傳統典型報導單向傳播的威力 

 
經濟形態的多元帶來利益分配的多樣，而利益的相對趨同使得公眾形成一

定的利益集團，並逐漸獲得一種經濟地位上的話語權，進而開始與媒介利益集

團進行博弈與角逐，這在一定程度上促成了媒介話語權向閱聽人的部分轉移，

形成了多元話語權。「話語權主要受經濟制約，維護經濟利益是話語權的最終

目的，在歷史上，話語權的更替不斷圍繞經濟利益依次展開」（劉建明，2005）。

相比於以往媒介話語權高度集中於傳媒以及政府，當下語境中該權利已開始逐

漸轉入閱聽人手中，這說明在公共利益的博弈過程中，閱聽人已意識到並運用

自身的權利進行利益訴求和話語權的爭奪。傳統典型報導在傳播過程中要求閱

聽人做一個被動的「聽者」角色，並且最好能按照傳播者的意願進行資訊接收

和內化，進而達到意識形態上的統一。而今天的閱聽人早已不甘於只做一個「聽

者」和被動的接收者，他們要說，要解讀，並且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來影響他

人，成為一個「傳播者」。閱聽人由傳播客體逐漸向主體的轉變，使得傳播者

和受者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打破了傳統典型報導自上而下的單線傳播模式，

增加了二者之間話語的互動，這在一定程度上弱化了典型報導的傳播效果，並

進一步導致了媒介話語權控制力量的改變。 

 

貳、 應對挑戰擺脫困局的新面相 

 
為了應對以上嚴峻挑戰，典型報導經歷了一系列陣痛和手術,其當下走勢呈

現出多樣景觀,這集中體現在典型的遴選標準、典型的報導方式以及整個運作機

制的多維革新上。 

 

一、「典型」選擇走向多元 

 
隨著社會利益分配的多元和價值選擇的多樣，典型報導在選取報導典型時

逐漸突破了傳統 「高、大、全」（典型思想境界要高，人格胸襟要大、優秀品

質要全）模式和「黑白」（典型非白即黑，要麼一好百好，要麼一壞百壞）模

式，典型的選擇走向了多元化的價值評價體系。在選擇標準的變革中，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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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典型報導變體走在了改革的前列，並取得了一定成功。一是《感動中國》，

由中央電視台主辦。作為中央級媒體的典型報導欄目，《感動中國》的選取標

準更多側重於意識形態方面的引導，具體來講就是更多地選取思想道德方面的

突出人物，把能夠感動人們心靈的人物作為評選物件，以「感性」的敍事口吻

講出，促使閱聽人達到情感上的共鳴，進而將典型人物的高尚道德情操吸收並

內化於心，以指導自己在行為方式上向典型人物靠近，形成一種內在凝聚的道

德約束力。如獲得 2007 年《感動中國》榮譽的人物是：中國航太事業奠基人

錢學森；國家科學技術大獎獲得者閔恩澤；黨的理論傳播者方永剛；細心侍奉

亡妻家人 33 年的河南工人謝延信；香港教育界的傳奇夫妻鍾期榮、胡鴻烈；

用愛心喚醒英雄的妻子羅映珍；為保護群眾生命財產犧牲的空軍飛行員李劍

英；被稱為湖南張海迪的殘疾人李麗；堅守醫德的醫生陳曉蘭；為救落水者犧

牲的年輕軍人孟祥斌。10 位獲獎人物中的六位都是平民中具有高尚道德的典型

人物，由此可見其評選標準的傾向。二是「CCTV 中國經濟年度人物」評選，

它是對中國經濟生活中典型的報導，透過該評選，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經

濟發展的熱點和脈搏。該活動以「創新、責任、影響力、推動力」（《中國經濟

週刊》，2006：04）為評選標準，獲獎人物均為當年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突出

貢獻的人物。如 2007 年獲獎人物有：陳紹鵬，聯想集團高級副總裁；王建宙，

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總經理；袁隆平，世界雜交水稻之父；李長江，國家品質監

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等，透過他們，可以看到 2007 年中國經濟的生動表情。

三是《南方人物週刊》「中國魅力 50 人」評選，評選對象來自國內政治、經濟、

文化、傳媒、學者、娛樂、體育、民間等八個領域的魅力人物，此處所指的「魅

力」是一個人的渾身上下公開和私下的言談舉止所散發出來的綜合氣息。除了

他的影響力、光彩形象之外，還與他的德行相勾連。魅力人格對他人的感召，

就如同倦鳥歸林，旅人思念家鄉，萬捐溪流匯流大海。獲獎人物不僅有著廣泛

的影響力、高倍的關注度和溫暖人心的道德力量，而且正身體力行地彰顯著善

良、公正、勇氣這些普世價值的光輝。 
以上不同的典型報導變體，從選取典型的標準來講，已經突破了傳統單一

的模式和思維，不僅在選擇領域方面各有所長，有所細化，而且在具體評獎上

也形成了自身獨特的價值評價系統。多元化的典型選取標準將典型報導延伸到

了更為細緻的領域，為其生存和發展提供了更為廣闊的平台和更加豐富的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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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導方式回歸新聞邏輯 

 
傳統典型報導高度集中的模式化報導和狂熱的崇拜精神，使被報導典型一

直處於被「神化」的位置，甚至可以說是某種程度上的「妖魔化」，此處專指

典型報導中的片面化報導現象。從傳播效果上講，過度拔高和醜化是同樣的效

果，都將使閱聽人 「遠之」，達不到傳播目的。當下語境中的典型報導已經突

破了傳統的報導方式，逐漸回歸新聞的職業角色，回歸新聞報導的本質規律，

以一種更為科學的精神貫穿報導始終。自 2004 年對許振超的報導起，典型報

導的材料來源打破了傳統的發「通稿」模式，不給記者提供任何文字材料，而

是主張進行體驗式採訪，為此中宣部進行了一次「就地策劃、蹲點調研、多樣

展示」的全新嘗試（晉雅芬，2004）。這是一種鼓勵記者回歸職業角色，深入

現實生活進行採訪的做法，充分調動了記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各媒體揚其所

長，使報導異彩紛呈。記者只有回歸職業，深入生活，才能更為完整而深刻地

接觸典型的人性光輝，才能將典型形象刻畫得更加真實生動，用更為理性和客

觀的筆觸，真實地還原人物本色，並且進行更細緻和細節化的寫作，將人物故

事化、故事情節化、情節細節化、細節情感化，用真實的細節刻畫人物，以真

實的情感打動閱聽人，其中體現出的人文關懷不僅對於典型人物的影響力有極

大的提升作用，也有助於閱聽人與典型共鳴共振。 

 

三、運作機制貼近市場 

 
傳統典型報導的運作機制基本遵循這樣的路線：領導機關確定典型選題→

新聞媒體進行採訪並完成典型塑造 →媒體按照指令同步開展「地毯轟炸式」

宣傳攻勢 →領導機關對典型命名表彰、號召開展學習活動 →典型事蹟報告團

巡迴報告擴展影響 →基層單位學習座談並提出行動措施。具體操作時可能會

有環節上的增減調整，但思路是近似的（蔣一峰，1999）。當下的典型報導在

運作思路上不再進行單一的輿論引導和意識形態上的統一，而開始尋找典型與

閱聽人的契合點，更注重二者的「對接」。在操作模式上也發生了較大改變，

相比於以往單純貫徹行政命令，現在的典型報導在運作過程中更多地注入了市

場的元素，即更注重事前的策劃，採訪中媒介資源的優化整合，以及採訪後的

後續跟蹤報導，更注重媒體與閱聽人的互動，甚至開始塑造典型報導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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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企業化管理思路始終貫穿報導全過程。「從開始根據典型的特點進行宣

傳定位，先確定報導的思想，然後組織記者團進行採訪。……組織者對記者進

行了分組，根據記者的特點和媒體的特點，不斷調整，發揮各媒體的特長，記

者的報導也不再千篇一律，又形成了合力」。（吳長偉,2005）通過有效的策劃安

排和媒介資源整合，媒體之間形成互動和合作，流程化的操作和整合傳播的優

勢使得典型報導更能得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這樣就形成了中央和媒體「一統

多動」的運作模式，不僅使典型能夠得到更加全面而多樣的展示，各媒體也能

發揮各自的優勢進行個性化報導，閱聽人多元的資訊需求和價值選擇受到尊重

的心理需求也因此得到滿足，各方皆有所贏。 
除了媒體之間的聯動外，媒體與閱聽人也展開了多種多樣的互動，尤其是

網路媒體與閱聽人的互動。一個突出的例子就是關於洪戰輝的報導，最開始就

是由線民發貼（編者按：網友回文）推舉，引起廣泛關注後，媒體再介入進行

系統報導。在典型選擇上，媒介也更加尊重閱聽人的意見，如《感動中國》人

物的評選，就是由專家和閱聽人共同完成，閱聽人可以通過手機媒體、網路媒

體、電話熱線和現場參與等多種方式選出他們心中的典型。從市場的角度來

講，這樣的方式更加適應了資訊需求方的要求，因而選出的典型也更有「銷

路」，更得民心、合民意，大大增強了典型報導的傳播效果。 
在品牌塑造方面，當下的媒體也有了更加長遠的規劃意識，不再滿足於只

做體制內的「規定動作」，而開始將典型報導作為自身的一種媒介資源進行長

期規劃和品牌塑造。《感動中國》在這方面走在了前列，現在該節目已經成為

央視的品牌之一，帶來了相當可觀的廣告收入和較高的閱聽人歡迎度，有效地

將媒介資源轉化為經濟效益和品牌價值。從新聞職業人向市場企業人的轉變，

標誌著傳媒領導者境界的提升，既懂新聞從業規律，又能將媒介做企業化運

作，才是傳媒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之道。 

 

參、 走出傳統模式的必要條件 

 
雖然目前典型報導已經歷了多重改革，並成功實踐出了多種報導式樣與變

體（variation），推介出了一批批新時代的典型，但從長遠來看，要走的路還很

長，需要進一步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簡言撮要，應至少注意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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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一步契合新聞報導規律 

 
當下典型報導多樣面相的呈現對於新聞職業的回歸是一種歷史的進步，在

未來的發展過程中，應更加完全地回歸到新聞傳播事業的本質發展規律上，以

更加科學的理念指導實踐活動。在典型選擇時依據新聞價值的判斷標準進行篩

選，在報導方式上更加貼合閱聽人的接受規律，在運作過程中注入更多的管理

理念和企業化運作模式。只有更加符合新聞事業發展規律的典型報導，才能不

斷煥發出勃勃生機。 

 

二、加強針對性、強化分眾傳播 

 
在閱聽人價值選擇和判斷標準呈現多元化特點的情況下，一種典型報導中

呈現出的單一價值觀很難在不同社會群體和閱聽人層面上引起一致的響應，因

此，加強典型報導的針對性，強化分眾傳播成為必然的趨勢。如牛玉儒可能在

領導幹部中發揮更大的引導作用、洪戰輝在大學生中引起更強烈的反響等，在

相對統一的價值評價體系下，根據典型自身的特點和社會屬性，有針對性地進

行傳播，應該會取得更加顯著的效果。 

 
「媒體應該是社會的守望者和社會議題的傳播者，把話語權還給大眾，平

衡而公正地對待衝突和爭議的雙方，社會主人的發言權才能得到根本保證」（劉

建明，2005：72）。多元話語權的形成標誌著媒介話語權已開始部分轉入閱聽

人手中，閱聽人在一定程度上贏得了對公共事務的參與和決策權利。從社會發

展的角度講，這體現了社會民主的進步和公民素質的提高。從市場的角度講，

這是對市場主體權利的尊重。在遴選典型、運作典型報導時，將媒介話語權更

多的交與廣大基層民眾，想閱聽人之所想，急閱聽人之所急，增強與閱聽人的

互動性，調動他們的參與性，更多傾聽來自各行各業基層民眾的聲音，不僅有

利於傳媒更清楚、更理性的把握什麼樣新聞典型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召喚的真

正先進代表，而且更有利於弄清楚什麼樣的典型報導才能既滿足黨和政府的

「主旋律」政治訴求，又可獲得民意與市場的認可和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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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過度市場化帶來的惡果 

 
近年典型報導在報導方式和風格上較之以前「軟」了許多，更多關注典型

的個體感受與人生經歷，這一方面更為貼近閱聽人的接受心理，拉近了二者之

間的距離，從而可能達到更好的傳播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出現了一些「娛樂八

卦」的苗頭，過度迎合閱聽人的好奇、窺探等心理，捨棄典型人物的優秀品質

不作報導，反而關注個人隱私方面的細枝末節，導致了典型報導的變質與俗

化。在如今「政治娛樂化」、「學術娛樂化」等風氣的影響下，應該防止有著社

會教化功能的典型報導走上娛樂化的歧路。這一方面需要新聞工作者把握好報

導尺度，秉持典型報導的核心原則，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閱聽人的媒介素養，

在權利逐漸向閱聽人轉移的過程中，對於權利的掌控能力就成為整個新聞報導

最應該關注的問題。 

 

肆、 結語 

 
典型報導自二十世紀八十年代以來持續走低，至最近幾年間又重新煥發出

勃勃生機，在經歷了一系列的陣痛、轉型與變革之後，已愈發走向成熟而理性

的發展道路。有人提出，現在已進入了「後典型報導」（葉芳，2006）時期，

此種提法是否得到廣泛認可，尚未可知。但這至少說明對於典型報導的研究又

重新進入了一個新的境界，其間的熱烈討論和各家觀點尚已得見，那麼對於未

來的思索和改革正是當下應當急需進行和解決的問題。運用新聞學、傳播學、

社會學、心理學等相關理論來指導典型報導的探索和實踐，同時淡化行政力量

的介入，或許是典型報導的應然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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