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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特殊范式，

典型报道一直是我国主流媒体正面

宣传的“重武器”，在新闻舆论工作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新

媒体的普及，主流媒体浓墨重彩的典

型报道，有时却因出现了新闻伦理失

范，导致社会效果不理想。新闻伦理

是媒体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一旦被

僭越就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

响，这一点在典型报道中尤其需要引

起我们的重视。

根据报道对象的不同，典型报道

一般分为典型人物报道和典型经验

报道，典型人物报道又分为正面典型

报道和负面典型报道。其中，正面典

型人物报道是典型报道最主要的部

分，也是本文中典型报道的所指。

一、现状：当前典型报道中存在的

伦理失范之处

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典型报道

与时俱进，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

典型，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有些报道中存在的新

闻伦理失范现象也很突出，这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典型报道的正面作

用，必须引起重视。

（一）情感缺位，人性关怀温度

不足

典型报道的对象，首先是一个

普通人，然后才是典型，他们像普

通人一样，会有喜怒哀乐。“强调先

进典型的特殊性、先进性、时代性

的同时，不能脱离‘人的本性’，不

能把先进典型表现为‘天外来客’

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①如果

为了突出典型的高大，刻意把他们

身上的人情味抹去，反而让人无法

理解。例如，2018年4月24日天津

某报的稿件《新时代的“红色工

匠”——记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

海供电分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

黎明》中写道：“30年来，张黎明极

少休息，即使是除夕之夜、儿子高

考、父亲病重……”。文中并没有写

清张黎明在“除夕之夜、儿子高考、

父亲病重”这些关键时刻为何缺

席，也没有交待出他内心的内疚与

遗憾。试想，普通人如果缺席这些

关键时刻，那么其内心无论如何都

不会无动于衷。这篇报道，显然缺

少了感情的温度、缺失了人性的关

怀。缺失温度的典型很难打动人。

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于一个两级

张力结构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斗

争。“自然性和社会性、竞争性和协

作性、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它们相

互对立却又相互纠缠，彼此总是处

于一种此消彼涨或彼消此涨的相

互拉拽的力量之中。”②如果典型报

道只局限于描写典型“高大全”的

一面，那这个典型给人的感觉就缺

乏亲近性，可信度也不足。

（二）比例失调，离世典型数量

过多

现在的典型报道存在一个问

题，就是报道对象中已经牺牲或因

病去世的比例过高。笔者对天津日

报进行了调查，时间范围为2018年

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按照

稿件发在第1版的重要位置、篇幅超

过1000字、有系列报道的三个标准，

笔者对这期间该报自采的重大典型

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符合条件的重

大典型有6个，分别是张黎明、王辅

论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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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马继东、席世明、王娅、王连山。这

6个典型中，马继东因心脏病猝死，席

世明援疆时脑出血去世，王娅因胰腺

癌去世，王连山突发急性心梗殉职，

离世典型占比近七成。

离世典型比例过高会影响受众

对典型的认知。在对上述4位离世典

型的报道中，有一个共同的报道框

架，就是“奉献生命”。马继东、席世

明、王连山都是在工作中殉职，王娅

在病重时仍旧心系捐资助学。的确，

能够为工作或公益事业奉献一切，

其人性中无疑闪烁着最耀眼的光

芒，对这样的典型进行大力报道理

所当然。但典型报道的最终目的是

使典型深入人心，感召更多人学习

典型的精神，效仿典型的行为。如果

在报道中过于偏重离世典型，会使

受众对典型的认知形成“刻板印

象”，把学习典型与奉献生命相联

系，传播效果未必理想。

（三）厚此薄彼，为突出典型贬

低他人

有些报道，喜欢用反衬的方法

写典型，为了突出典型的现在不惜

贬低过去，为了突出典型个人不惜

贬低周围群众。这种方法不仅伤及

无辜，还可能造成报道对象在生活

中被孤立，而且违反了新闻的客观

性原则，很容易被揭穿，最终影响典

型报道的公信力。

有的典型报道就因为把握不准

导致出现了新闻伦理问题。2018年

8月 7日，天津某报的稿件《为百姓

打开温暖大门——记河东区建委党

委副书记、主任韩正》中写道：“连续

15年因拆迁问题到建委上访的韩鸿

恩说：‘上访这些年，别说主任，就是

一般干部我都没见过几个。有时一

蹲就是一天，现在建委主任经常来

看我，解决房子问题。’”文中提到的

韩正主任，2017年上任，按照上访

者的说法，河东区建委在过去十几

年中，竟然一直存在着不认真接待

群众的问题。这样“为了突出典型的

现在不惜贬低过去”的写法，很容易

引起受众对政府的质疑。典型来自

群众，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关

系，具有所在群体的基因，通过贬低

群众来突出典型，反而会对典型的

可信度造成影响。典型与周围环境

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典型是红花，

群众是绿叶，作为红花的典型需要

绿叶的衬托，但绝不是反衬。

二、归因：典型报道出现伦理失范

的根源

典型报道之所以出现新闻伦理

失范，既有媒体自身原因，也有外部环

境因素。下面笔者从价值向度、道德向

度、传播向度着手，对此进行分析。

（一）从价值向度看，传受之间

存在价值取向错位

典型报道往往是媒体在政府相

关部门的倡导下，从国家、民族和群

众的利益出发，对先进人物或先进集

体进行报道，因此其传播主体在报道

中确认的价值观有时候比较单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新媒体

的普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微妙

变化，对个体价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润泽就曾指

出：“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价

值观变得多元化，而典型报道所体现

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有时候是单一模

式的。以这样的价值观去报道人物，

永远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看。”③随着社

会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

正在发生着变化，典型报道在肯定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优先的同时，应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媒体选择典型应具有一定包容

性。有学者将道德分为“常人道德”

和“高尚的道德”④。有的典型对自己

要求苛刻，选择过艰苦生活，具有超

强的自制力，在多方面表现卓越，他

们具有的是“高尚的道德”，这样的

典型当然应该学习，但典型报道却

不应局限于这一类型。有些典型，他

们不是“全能榜样”，在进行价值选

择时会适当考虑个体价值，但在某

一方面能为社会公众做出表率，他

们具有的是“常人道德”，也具有一

定示范作用。在典型报道中，如果能

将具有“常人道德”和具有“高尚的

道德”的两种典型兼顾，价值引领作

用才能发挥得更好。

（二）从道德向度看，偏离了以

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逻辑起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首要道德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⑤做好新闻舆

论工作，更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就要求新闻

报道必须懂得尊重人、爱护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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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

有的典型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

益，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甚至生命，

这种精神的确值得学习，但记者一

定要写出这种付出的前因后果和必

要性、不可替代性。2018年 12月 2
日的天津某报稿件《用忠诚和担当

假期连心桥——追记河西区柳林街

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管理科科长马继

东》中写道：“为了街道这个‘大家’，

他牺牲了太多照顾‘小家’的时间，也

透支了身体。”马继东感到不舒服时

就拿药顶着，因为工作耽误了医治，

年仅41岁就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

样的报道，看完后令人内心五味杂

陈。牺牲个人为社会做贡献是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的优良传统，但前提是在

没有选择、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牺牲

生命才成为选项。在这篇文章中，并

没有看到这种不可替代性。如果盲目

倡导群众牺牲个人健康去工作，就违

反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也缺乏人道主

义精神。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典型自

然应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和集体奉

献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但在允许的

条件下，还是要坚持典型报道中“以

人为本”的原则。

（三）从传播向度看，背离了新

闻的真实性原则

信息的保真度是信息传播的

关键，典型报道对新闻事实的传播

是第一位的，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

原则。在当前的新媒体年代，质疑

典型、解构崇高成为一些人的癖

好，对真实性原则的丝毫冒犯都会

成为被质疑的把柄。穆青曾说：“一

篇优秀的人物通讯，其所以具有强

烈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主要原因

之一，也正由于它写的是真人真

事，是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到的榜样。”⑥

典型报道背离真实性原则的表

现主要有三种：一是无中生有，把没

有过的事或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安

在典型身上；二是夸大其词，把典型

“神化”以突出其先进性；三是片面

剪裁事实，只说优点不提缺点，只说

成绩不提问题。这三种方式，虽然能

为典型穿上“漂亮”的道德外衣，但

由于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会

在报道之后被受众拿到网上去点

评，给媒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解决路径：创新报道的理念和

方法

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失范现

象，对典型报道功能的发挥产生严

重影响。为了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必须

创新典型报道的理念和方法，使其

合乎新闻伦理要求。

（一）丰富典型人物类型，提高

效仿性

媒体进行典型报道，就是要弘

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引起受众对典

型人物的肯定、仰慕和效仿，从而产

生示范效应。这一点，在美国心理学

家韦恩·卡肖那儿也能得到印证：

“许多东西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观察

他人学到的，当别人的行为导致了

理想的结果时，我们便会去效仿他

们，榜样的行为常常充当一种导致

正确行为的诱因”。⑦

要想让典型具有可效仿性，丰

富典型人物的类型很有必要。一般

来说，典型人物可以分为“道德圣

人”和“道德英雄”，二者在道德谱系

中都处于较高层次，但又有明显区

别：“道德圣人要时时履行道德义

务，一生始终如一”，而“一个人实践

一次超常行为就可能成为道德英

雄”。⑧由此可见，“道德圣人”相对较

少，“道德英雄”更为常见。在典型报

道中，应当对这两种类型兼顾，示范

效应才能更好。

2019年 3月 15日的中国青年

报稿件《寻找最美护士》，写了一名

实习护士，在医院大厅中遇到一位

头晕乏力的老人求助，把老人搀扶

到门诊楼输液室，从而避免了老人

发生生命危险。按照“道德圣人”和

“道德英雄”的划分，这个实习护士

肯定是后者，但其示范作用却同样

很大。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

论，个体在行动前会对自身完成该

任务进行评估，随时调整行为目标

与方式，当发现不可能完成时就会

放弃行动。当受众看到的典型人物

过于完美，容易让受众感到望尘莫

及，有些人不仅不会激起学习欲

望，反而可能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

那样的人。相反，当受众看到身边

的普通人因做出超常行为而被媒

体赞扬时，他们更可能为自己鼓

劲：我也能行。媒体在进行典型报

道时，应充分考虑受众的自我效能

感，这样才能产生与受众意愿相匹

配的示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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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利用角色冲突，提升

可信度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多个

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员工，又是父

母、子女，当他们履行一个角色的责

任时，往往面临着弱化、放弃另一个

角色的责任，这样就会发生角色冲

突。在典型报道中，如果能把这种角

色冲突进行真实描写，能够增强典

型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最近几年，有些媒体在典型报道

中对角色冲突进行了很好的描写。

201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报稿件《王

继才：守岛卫国？三十二年向海生》就是

这样。作为国家的守岛人，王继才“无论

在岛上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他总

是乐呵呵的”，但作为儿子和父亲，每当

提到家人，“他总会沉默不语，有时还背

过身去，偷偷抹一把眼泪。”这篇稿件通

过角色冲突描写，写出了王继才工作

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把一个有血

有肉有感情的英模形象呈现在我们面

前。有时候，再优秀的典型人物，也很难

在各个角色中都表现优秀。对典型不

同角色的对比描写，在典型报道中恰

恰能够发挥特殊作用，使人物形象更

丰满更可信。受众只有看到拥有正常

感情的典型人物，才会产生心理上的

亲近感。典型身上的情感指数，与受众

被感染的情感指数，往往是正比例相

关关系。通过角色冲突描写典型，是提

升可信度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做好“价值赋能”，突出典

型性

典型报道的效果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事实传播效果，即典型的具

体行为得到模仿；二是精神传播效

果，即受众可能没有模仿典型的具

体行为，但在精神上受到影响。两者

相比，精神传播效果会更深入更持

久，而且更可能内化为受众的个人

品质。要做好精神传播，就必须对典

型进行“价值赋能”，使其成为能够

代表某种精神的符号。

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人人

都有麦克风”，大部分受众不喜欢“说

教式”的典型报道方式，因此，如何在

典型报道中巧妙地表达观点与立场，

就显得很重要。愈是好的新闻报道，

往往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观

点和立场，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来影响受众。对当前的典型报道来

说，只有在形式上用贴近于受众喜欢

的表现方式，那么在传播效果上才有

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在对典型人物

进行“价值赋能”时，必须实事求是，

不能随意拔高。报道典型人物，只需

要把他们身上与常人不同的特点客

观地写出来即可，绝不能为了树立典

型而张冠李戴或随意夸大。

近几年，人民日报推出的重大典

型黄大年、廖俊波、邹碧华、王继才等

典型时，都进行了成功的“价值赋能”。

黄大年“至诚报国”的科研工作者形

象、廖俊波“背石上山”的县委书记形

象、邹碧华“敢想敢做、廉洁自律”的法

官形象、王继才“一朝上岛一生为国”

的守岛者形象，都跃然纸上，让人感受

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四、结语

典型报道的目的是影响受众，

使受众的态度发生变化。一般来说，

态度的变化分为顺从、认同和内化

三个层次。⑨如果典型报道存在新闻

失范的现象，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

是受众不信任，这样的典型报道，其

负面影响非常难以消除，典型报道

的效果就会半途而废。通过改善典

型报道的方式方法，塑造更多可亲、

可敬、可信、可学的典型，减少和避

免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才能发挥

好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达到我们

宣传典型人物的传播效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院博士生，天津日报新闻协调中心

副主任、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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