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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入式报道"的思考

汪 健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介入式报道”是当下新闻媒体经常采用的报道方式，也是颇受争议的报道方式。在新闻实践中

它的社会价值总体上是正面的而在学理上却缺乏依据。正确认识这种报道形式，研究并规范它们，对于新闻

实践来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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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介入式报道”用了引号，是因为这一概

念在学术界并未获得认可。但是，在新闻实践中

一介入’的新闻”、“介入型的新闻报道”I’l屡见不鲜，

而且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令人瞩目，研究并规范它们

显得十分重要。

一、认识“介入式报道”

要正确认识介入式报道．必须提到体验式报

道。而后者是倍受当今新闻界青睐的报道方式。从

字面上看，体验式报道与介入式报道是相似甚至相

同的报道形式，而事实上，这是两种形式上相似而

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报道方式。本文中要讨论的不仅

仅是这两种报道方式的区别。更要在此基础上探寻

介入式报道的底线。确保正确而有效地进行新闻报

道。

“体验”与“介入”都有“参与其中”的意思，它们

都指向一种与“旁观”相对的行为方式。先来认识体

验式报道。对于体验式报道的定义，一般的解释是

“体验式报道。就是记者深入新闻现场、体验新闻采

访对象和新闻事件而采写的一种新闻报道”。121首先

要说明的是，这个定义将体验式报道归结为一种新

闻样式(体裁)是不妥的，笔者认为，体验式报道与

介入式报道都是一种报道方式，而不是新闻样式。

指的是记者获取新闻素材的方式与一般新闻采访

的不同，是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获得新闻素材，而不

是“从旁”了解。但这个定义的确抓住了体验式报道

的关键点，即记者的“参与”性。体验式报道之所以

极受媒体青睐，是与其着力关注的对象有关。体验

式报道对关系到百姓生存的公共服务领域和与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极其关注。而这些方面的问

题都属于民生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倡导关注民生

民情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它自然成为媒体热衷的

报道方式。事实上。这种报道方式的确推出了许多

有价值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对人们了解民生民情，

对政府为民执政，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2006年

7月，《湖州晚报》推出《记者打工》专栏，记者到各行

各业打工，近距离接触生活，亲身体验老百姓的生

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然后以新闻的视角

作真实的报道。在历时1年多的“记者打工”活动

中，这家报社所有一线记者都参与了活动，有当清

洁工、筑路工的，有当擦鞋匠、糕点师的。“记者打

工”采写的这些报道，生动具体，情景交融，再现了

普通民众熟悉但并不了解的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

在“参与”这一点上．介入式报道与体验式报道

是相同的，记者不再是新闻事实的旁观者，不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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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事．而是事实的当事人，他要

记录的是他亲历的事实。但是，介入式报道与体验

式报道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现代汉

语词典》对“介入”的解释是“插进两者之间干预其

事”。干预与否是这两种报道方式的分水岭。笔者认

为，这两种报道方式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是采访手段的不同。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采写体验式报道的记者对生活参与而不干

预，体验而不“导演”。采写介入式报道的记者则是

参与并且干预生活，策划事件，成为新闻事件的推

动者(这一点也将介入式报道与一般的“记者暗访”

区别开来)；其二，采写体验式报道的记者往往是亮

明身份的显性采访．而采写介入式报道的记者一般

都是隐瞒身份的隐性采访。比如，《新安晚报》2008

年3月26日《记者回访八厅局效能建设》和3月27

日《效能电话“冷热不均”》两篇报道，就是介入式报

道的典型案例。晚报记者以老百姓办事名义对省政

府机关效能建设情况进行暗访，将“有人上班看股

市、有人上班开着软件聊天”等在效能建设中的不

良情况进行曝光，促使相关厅局针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进行处理，产生较好的社会反响。《新安晚报》

2008年7月31日刊登《校长向记者高价“订购”生

源》一文，就是记者隐瞒身份成为该校“招生代理”

后对该校招生情况进行调查所做的报道。

该报道对民众认识高招陷阱，防范受骗是有重

要意义的。这些报道堪称介入式报道的典范，记者

对采写过程的策划是报道是否成功的关键。

二是报道目的不同。体验式报道以展示状况为

目的。介入式报道以揭露问题为目的。新闻是新近

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般来说记者是事实的记录

者，也就是旁观者。“以第三人称叙述”是新闻写作

客观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根据这个原则，记者要做

的是记录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不能成为

事实的策划者导演者，不能干预事实。之所以有介

入式报道对事实的策划与导演，是因为正常的采访

手段无法实现采访目的。也就是说．“介入”对于新

闻人来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他们要揭露问题，被揭

露者要包裹问题，不策划与导演、隐瞒身份就不可

能了解内情，不可能揭露问题。从中央媒体到地方

媒体通过记者暗访等非正常手段进行采访并报道

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的案例是很多的，这在有着

为民请命、声张正义传统的中国是被社会认可的。

于是，介入式报道的社会价值总体上是正面的

而在学理上却缺乏依据。特别是媒体上出现了一些

社会影响不好的介入式报道．既造成了社会危害也

践踏了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那么，介入式报道的

底线在哪里?

二、“介入式报道”的底线

上文已述。有一些介入式报道产生的社会影响

是不好的。比如2007年著名的“茶水发炎”事件：浙

江电视台《新闻007))栏目的记者乔装患者，将茶水

冒充尿液的样本送到10家医院化验，并公开报道6

家医院从茶水中检测出红、白细胞，引起舆论关注。

事后。卫生部新闻方言人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

者的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误导公众。著名学者陈

力丹等也认为，记者们扮演着事件的推动者的角

色，是“新闻陷阱”。伪另有：南方某报为测试上海警

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后，瞒

着上海警方，让记者冒充遭抢劫的外地游客向1 10

报警，严重干扰了警方的正常工作。山西的一家媒

体也干过此类事，冒充患者向120打急救电话，结

果来了几家医院的救护车。而媒介是没有这样的权

力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并让社会来配合它的演练

的。更有“纸箱馅包子”这样恶劣的假事件被导演出

来。

那么。“介入式报道”的底线是新闻职业道德和

国家法律法规吗?这当然是，这是所有新闻从业者

行为最基本的规范．但这样表述有失宽泛。笔者认

为．具体地说“介入式报道”的底线是新闻专业主

义。(专业主义应该是一个专门职业所遵守的行为

和道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也应

该属于职业道德范畴。)

新闻专业主义的具体内涵有各种表述，这些表

述又因媒体所处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

有变化，但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基本不变的，

那就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客观性要求事

实的准确和报道方式的冷静。报道者要抛弃个人的

偏见、情感和观点，真实报道事实的真相；公正性要

求媒体服务于全体人民。要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

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19世

纪工业革命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时期，它的目

的在于促使新闻从业者履行媒体的神圣责任，它要

求从业者加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以自律求自由，

它所主张的客观、公正的报道理念成为西方新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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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新闻专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

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但却受到西方社会民众的

普遍欢迎，也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作为“社

会良心”的媒体人昕普遍认同的职业精神。它是保

证媒体缝康运行的重要支撑。这一点在新闻界是有

共识的，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是要求记者

恪守的基本准则。

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大陆媒体和媒体人的影

响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是由于中国

大陆特殊的媒介生态．以及民众新闻素养的缺乏

等，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成为普遍认同

的原则，更没有成为媒体人坚定的专业理念。张加

春《试析我国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原因》Hl对此有详

细分析。浙江大学教授吴飞等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新闻采编人员做过的一个调查或许可以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中国媒体人的新闻理念。这个调查显示。

隐性采访和偷拍偷录等采集新闻的手法．基本得到

了采编人员的认同．而吴飞等认为“对于这样的做

法很难清楚地界定其正确与否，但是这样的做法往

往会带来受访者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甚至引起法律

纠纷。在两方，暗访或偷拍这样的方法并不像在中

国采用得如此频繁普遍，甚至并不为主流新闻媒体

认同。”151中国新闻人的认同与西方人的不认同，正

是因为他们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认识与理解

的差异。必须认识客观与公正是新闻媒体立世之根

本，也是媒体人立身之根本。

介入式报道既然有“干预”就很难客观．而有些

事实的采访不“介入”就很难了解真相，这样的两难

对新闻人的专、业精神与智慧是一个考验。笔者认

为，记者在不得已而“介入”事实时，不能对事实做

导演、策划，只能重现，这或许是介入式报道生存的

唯一前提。也就是说，记者只能重现已经发生过的

事实．而不能“创造”事实。只有这样，客观原则才能

得到尊重。

对于新恻媒体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许多

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以李良荣为代表的新闻学者希望以媒介专业

主义为旗帜，挽救中国的媒体．重新提升媒体的‘品

位’和‘格凋”’。川新闻专业主义虽然不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良策，但却是一剂良药，对治疗一些人的“妄

为症”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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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rvening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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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vening report is not only a common report style in current media，but also a con-

troversial one．On the whole，it has positive social value in practice，but it lacks bases in theory．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its forms SO as to study and regulate them in news practice．

Key words：Intervening Reports；characteristic；baseline ，

万方数据



关于"介入式报道"的思考
作者： 汪健， Wang Jian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09，11(2)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徐国源 "介入"的新闻 2008(6)

2.刘侠胜 体验式报道--新闻"三贴近"的好形式[期刊论文]-新闻战线 2003(9)

3.孙正一.柳婷婷 2007:中国新闻业回望 2008(4)

4.张加春 试析我国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原因 2006(6)

5.吴飞.吴风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期刊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6)

 
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张清媛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情感密码》栏目中介入式报道研究 2009
    情感类节目是当下我国电视荧屏较为火爆的一种节目形态。介入式报道则主要是指电视记者、编导对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参与意识

，直接介入和干预事件进程的一种报道方式。  自2004年长沙电视台推出全国首档情感类日播栏目《情动八点》以后，许多省级电视频道陆续推出此类

栏目。这些节目虽然在具体的节目运作方面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以编导或者出镜记者的介入作为此类栏目的最大特点或者卖点。2006年11月11日，河南

电视台都市频道《情感密码》栏目的正式推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河南本土电视情感类栏目的空缺。  纵观《情感密码》，笔者将该栏目中的情

感特派员(即栏目编导)介入的新闻事件划分为四大类型：爱情类、亲情类、针对时事的特别节目以及少量其他内容。情感特派员通过介入上述新闻事件

，给当今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倾诉的平台、一种寻找自身情感共鸣的有效途径。同时，迎合了大部分受众的好奇心和少部分人的自我表现欲

，基本上满足了受众对各种情感故事的需求。  取得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选择介入题材时的极端；介入新闻事件时较

为突出的非理性化倾向；介入新闻事件时的“越位”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新闻伤害以及“媒介逼视”现象等。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情感特派员需

要在很多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应该慎重选择介入的新闻话题；介入新闻事件时有必要对新闻事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在介入新闻事件的时候要注意“度

”的把握，最大程度上维护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充分保护新闻当事人的隐私；同时，更应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自己的采访技能

。  关键词：介入式报道;情感密码;都市频道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0902021.aspx

下载时间：2009年10月23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0902021.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1%aa%e5%81%a5%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Jia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5%b1%b1%e5%ad%a6%e9%99%a2%2c%e6%96%87%e5%ad%a6%e9%99%a2%2c%e5%ae%89%e5%be%bd%2c%e9%bb%84%e5%b1%b1%2c245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9b%bd%e6%ba%9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0902021%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4%be%a0%e8%83%9c%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wzx20030903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wz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6%ad%a3%e4%b8%80%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f%b3%e5%a9%b7%e5%a9%b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0902021%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8a%a0%e6%98%a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0902021%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9%a3%9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9%a3%8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rmdxxb20040601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rmd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b8%85%e5%aa%9b%22+DBID%3aWF_XW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8478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090202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