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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体裁分类, 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基点不统一, 立足报刊媒体与立足广电媒体的类

别划分存在着很大不同; 二是没有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 对体裁类别的产生和分化进行考察, 从而导致众说
纷纭: 不仅体裁种类划分不同, 具体所指往往也各不相同。 从称谓习惯和准确性考虑, 新闻体裁可分为消息
类、 专稿 ( 专题) 类、 报告文学 ( 纪录片) 类和评论类四种。 将深度报道排除在体裁类别之外, 是因为二
者在逻辑上不能并列; 而舍弃通讯这一称谓, 则是因为随着新闻传播的发展, 其固有的内涵与新闻体裁类别
分化的现实已经难以准确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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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闻体裁分类现状及主要问题
新闻分类是人们认识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和特点的基本方式。 新闻分类方法很多, 但从体裁类别进行
划分, 是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认识方式。 绝大多数新闻学著作在新闻分类时都先从体裁类别进行区分, 或
将体裁类别作为新闻分类的第一层级, 这说明体裁类别在新闻学研究中具有基础地位。 然而笔者在考察近
十年来众多新闻学著作时却发现, 人们对体裁类别的认识并不一致, 甚至有些混乱。 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1． 体裁类别划分种类不同

如 《 高级新闻写作》 [1] 、 《 新闻写作教程》 [2] 将体裁类别分为两类; 《 新闻写作学》 [3] 、 《 当代新闻采访

写作》 [4] 将体裁类别分为三类; 《 新闻采访与写作》 [5] 、 《 新闻写作教程》 [6] 将体裁类别分为四类; 而 《 新
闻写作方法论》 [7] 、 《 新编现代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8] 则将新闻体裁分为五类。 另外还有分为六类和七
类的。

2． 种类相同具体所指不同

两类分法中, 《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9] 是指消息和通讯; 《 广播电视学概论》 [10] 是指 “ 新闻 ( 消

息) 与评论” ; 《 电视学导论》 则是指 “ 消息类新闻和深度报道” 。[11] 三类分法中也有三种情况: 《 新闻报

道学》 [12] 指消息、 通讯和报告文学。 《 新闻写作新编》 [13] 指消息、 通讯和评论。 《 新闻采访写作》 [14] 、
《 新闻写作新编》 [15] 等指消息、 通讯和深度报道。
3． 体裁类别混杂其他类别

有体裁大类与属下小类混杂的。 如 《 电视新闻学》 [16] 将电视新闻体裁分为快讯、 消息、 新闻专题节

目、 新闻专题片、 新闻纪录片、 新闻系列片、 新闻述评七类。

有体裁类别与媒介形态混杂的。 如 《 电视新闻的理论与实践》 [17] 将电视新闻分为消息类、 现场报道

和现场直播、 深度报道、 电视新闻评论、 专题片和纪录片、 电视谈话节目六种。

有体裁类别与报道方式和媒介形态等混杂的。 如 《 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 [18] 将广播电视新闻体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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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闻消息、 深度报道 ( 调查性报道、 评论性报道、 访谈性报道、 连续报道、 系列报道、 专题报道和特别
报道) 、 新闻解说与评论、 新闻谈话节目、 新闻现场直播报道五类。

从以上近十年来众多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著作中的新闻体裁分类看, 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众

说纷纭。 不仅表现在划分体裁的种类不同, 也表现在种类相同但具体所指并不相同; 二是立足报刊媒体与
立足广电媒体, 在体裁种类的划分上存在很大不同; 三是类别概念差异较大。 除消息、 评论及反映媒介形
态特点的类别如直播、 谈话、 录音录像报道外, 还有通讯、 深度报道、 连续报道、 系列报道、 特别报道、
报告文学、 新闻杂志、 新闻调查、 专题节目、 专题片和纪录片等多种称谓。 而在不同的体裁种类中, 这些
概念或有你无我, 或相互兼容, 或并列出现, 情况十分复杂。 虽然学术探讨中经常会出现仁者见仁、 智者
见智的情况, 但针对同一事物, 认识差异如此之大, 说明问题并不简单,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 二) 划分体裁类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笔者对新闻体裁类别的划分, 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 在以往的分类研究中, 有些分类是因为分类基点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 如二类分法中将新闻

分为消息和通讯或消息和深度报道, 五类分法中 “ 典型的新闻体裁” 和 “ 报道性体裁” 的提法, 应该是
基于记者采访和事实报道的新闻体裁分类, 因而将评论类别排除在外, 或将其称为 “ 报纸上刊登的其他文
字作品的体裁” 。 鉴于评论类新闻和不同以往的新闻报道方式也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并已成为当今新
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笔者也将其纳入到新闻分类对象当中。

(2) 在以往的分类研究中, 存在着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分类各不相同的情况。 出于媒体特殊性的新闻

分类, 不仅在中国普遍存在, 在国外也普遍存在。 笔者认为, 新闻传播由于媒介形式不同, 内容包罗万
象, 媒介之间在新闻传播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但这种差异主要应体现在媒介特点方面, 而不应体现在
体裁类别方面。 即媒介差异不应影响人们对体裁类别的考察和判断。 虽然不同媒介之间, 某种类别的出现
可能有先有后, 但从发展角度, 如果新闻体裁类别具有受众普遍需要的性质, 而媒介也适合于受众接受该
类传播, 新闻报道规律迟早会体现在不同媒介当中。 至少报纸、 广播、 电视和网络这些大众媒介的新闻传
播历史是如此。 因此, 学界对新闻类别的认识, 不应只针对某种大众媒介, 而应针对所有大众媒介。 即应
基于新闻传播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去进行体裁分类。 当然笔者确定的研究基点并不否定依据媒介特点进
行分类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
(3) 在以往的分类研究中, 特别是在立足广播电视媒体的新闻分类中, 包括西方主要国家的电视新闻

分类, 出现了诸如晚间新闻报道、 早间新闻节目、 新闻杂志节目等提法。 这些概念, 显然是针对新闻传播
的一种整体性或集合性形态而言。 而笔者对新闻体裁的分类, 虽然是从大类着眼, 但落脚点却是某一类别
下的具体作品。 惟有这样, 才能体现体裁类别在新闻传播中的元素特性。 即报纸的版面、 广播电视和网络
的栏目, 都是由体裁类别属下的具体作品 ( 单一、 混合或集纳) 所构成。

二、 新闻体裁类别的划分及特征
从以上基点出发并结合称谓习惯和准确性考虑, 体裁类别可以划分为消息类、 专稿 ( 专题) 类、 报告

文学 ( 纪录片) 类和评论类四种。 其中专稿和报告文学称谓多用于报刊、 广播和网络媒体, 专题和纪录片
称谓多用于电视媒体。 为简便起见, 以下对包含两种称谓的类别将根据称谓使用领域, 使用其中一种, 以
指代对应类别。
一般情况下, 事物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 都可以成为人们划分类别的依据。 但区分新闻体裁类别的复
杂性在于, 它的特征往往不是由一种性质决定的, 而是由多种性质决定的。 诚如 《 广播新闻学基础》 所指
出: “ 体裁具有许多固有的特征。 一些偶然的因素 ( 它们也可能成为体裁的一部分, 也可能不成为体裁的
一部分) , 对体裁的特性没有重大的影响。” “ 每种体裁并不是根据它是否有某一个标志决定的, 而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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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几个标志这一总的情况决定的。 这些标志在体裁内, 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 相互配合。” [19]
( 一) 消息类别的特征
对于消息是什么, 《 新闻学大辞典》 的定义是 “ 以最直接、 最简练的方式报道新闻事实的一种新闻文

体, 是最经常、 最大量运用的报道体裁。” [20] 《 广播电视词典》 的定义是 “ 一种简明扼要、 迅速及时地报

道新闻事实的体裁” 。[21] 《 广播新闻学基础》 认为 “ 消息的使命是报道刚刚发生或已经知道的事情或事件。
由此产生了消息的简明性和事实性。” [19](97) 在大多数新闻学著作中, 简要性、 快捷性和事实性被作为消息
体裁的特征。
从新闻传播实践看, 上面三点仍然可以作为判断消息类别的重要特征, 但仅有这三点已经不够了。 比
如地方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 对当地一些新闻事件的报道, 从写作和呈现的角度看, 已经不怎么简要了,
有些甚至还十分详细; 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图片消息, 也已不再是单幅, 而是变成几幅、 十几幅甚至几
十幅。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传统的新闻体裁分类理论, 不少新闻作品就会 “ 不伦不类” 。 因此, 判断是否
消息, 还应增加报道内容与新闻事件的关系这一性质特征: 凡单纯平面反映新闻事件本身的报道, 都属于
消息的范畴。
以往的新闻体裁分类, 虽然普遍将简要性、 快捷性和事实性作为消息体裁的特征, 但并没有对这些特
征进行重要性排位。 而笔者认为, 在新闻传播中, 消息体裁的最主要的或首要的特征是时效性。 西方对硬
新闻在采写制作上均有截稿期限要求, 说明新闻的时效性特征在消息体裁中最为重要。 受截稿期限 ( 历史
上还有电报传稿) 的制约, 进而衍生出消息的简要性 ( 硬新闻倒金字塔结构) 这一形式特征; 而事实性
则是为了与评论体裁区别的需要。

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广播电视已经具备了即时传播新闻事件的能力, 而借助网络传播的新媒体,
更是因为没有播出时段和印刷程序的限制, 使消息传播的时效性特点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不同媒介之
间的新闻比拼中, 报纸因为在时效性上处于下风, 所以报道视角的独特性和事件信息的详细性, 就成为他
们与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竞争的重要选择, 由此产生了消息写作上的一些变化。 而电视在新闻播报过程中
利用滚动字幕来传播最新消息的方式以及选择重要事件进行现场直播等, 本质上也是媒介竞争的产物。 鉴
于时效性在消息中的首要地位以及新闻传播中发生的变化, 把 “ 单纯平面地反映新闻事件本身” 作为消息
的特征之一就显得十分必要。 否则就会出现消息 “ 不短” 或消息 “ 不简” 的问题。

除了上面所说的情况, 将简要性归结为消息的普遍特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误将消息在报道重大且内

容丰富事件时的表现当作了普遍情况。 一般来说, 决定消息特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事件或事实
本身蕴含的报道内容; (2) 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程度; (3) 记者采写稿件与编辑组织版面或时段的考
虑。 重大且内容丰富的事件, 在时效性要求和加强版面或节目时段新闻信息量的考虑下, 将其处理得简要
一些是符合逻辑的。 但也不能排除在特定版面或特定时段对特别重大的新闻事件进行充分和详细报道这种
情况。 而简单的事件或单一的事实, 由于内容并不复杂, 在截稿期限内完全有可能处理得比较详细。 至于
对什么事件详细报道, 对什么事件简要报道, 那是另外的问题。 因此在认识是否消息时, 应结合时效性要
求以及是否 “ 单纯平面地反映新闻事件本身” 这两个特征去进行判断。 当超出这两个特征时, 才从篇幅和
内容性质方面去判断报道是否属于消息。

根据这样的认识, 消息类别从篇幅上可以细分为简讯 ( 快讯) 、 短消息、 长消息、 专题消息等具体形

式。 其中简讯 ( 快讯) 、 短消息和长消息为消息类别的普遍形式, 专题消息为消息类别的偶然或特殊形式。
最典型的专题消息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和录像重播。 在目前技术条件下, 广播电
视宜在当日重播, 报纸因为印刷的原因, 最迟次日刊发。 这种情况, 显然是时效性要求起了决定性作用。
( 二) 专稿 ( 专题) 类别的特征
对于专题类别的特征, 学者们的普遍认识是 “ 详尽” 和 “ 有深度” 。 《 电视新闻: 与事件同步》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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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类新闻是 “ 对新闻事实作详尽的有深度的报道。” [22] 《 广播电视新闻学》 也认为 “ 相对于消息类新闻,
专题类新闻的容量更大, 挖掘更深, 意识更强。 它可以更详细地交代新闻事件, 介绍更多的背景材料与相
关知识, 对新闻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解释、 分析和预测” 。 从学者们的描述来看, 专题类与深度报道极其相
似。 《 新闻学大辞典》 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是 “ 运用解释、 分析、 预测的方法, 从历史渊源、 因果形式、 矛
盾演变、 影响作用、 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

[20](153)

近十年来新闻学著作中的新闻分类, 既存在有 “ 专题类” 无 “ 深度报道类” 或有 “ 深度报道类” 无

“ 专题类” 的情况, 也存在 “ 深度报道类” 与 “ 专题类” 并列的情况。 因此, 要想科学划分体裁类别, 廓
清深度报道与新闻体裁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在历史上, 深度报道特指解释性报道, 是针对电视崛起初期其新闻相对 “ 肤浅” 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电视新闻相对 “ 肤浅” , 不仅是学者的看法, 甚至电视界内部也有人认可。 美国学者沃尔特·福克斯有这
样的描述: “ 在广播电视的时代, 记者只是简单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事实, 只是简单地交代新闻报道中最主
要的事项” 。[23] 中央电视台有人撰文, 认为 “ 电视新闻只能触及新闻皮毛, 只能念念新闻标题和导语。 因
为电视新闻不能像报纸那样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评论, 也不能像广播那样长时间的播讲。” [24] 电视发展初
期, 虽然新闻报道还不够成熟, 但由于它具有形象性和传播快速的优势, 还是夺走了大批受众, 并对报刊
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报刊界普遍认为, 只有针对电视新闻的 “ 短板” 即加强解释性报道, 才能应对电视的
挑战。 20 世纪 60 年代解释性报道成为美国报纸的当家品种, 中国报界 1987 年出现 “ 深度报道年” , 其中
都能发现电视崛起初期冲击报刊业这一历史背景。 从历史角度, 解释性报道早已存在, 但并未被冠以深度
报道之名, 而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尼尔·高普鲁 1960 年才提出深度报道概念, 说明深度报道具有历史特
定性。 美国学者杰克·海敦明确指出: “ 解释性报道是一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 也就是那个被过多
地滥用的词语 ‘ 有深度的报道’ 。” [25]

然而在追求报道深度这一新闻实践中, 人们发现深度报道并非只有解释性报道一种, 其他一些报道形

式, 同样符合深度报道要求, 于是深度报道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 目前学者们普遍将深度报道划分为独立
文体和组合文体两种, 独立文体 ( 单篇式) 包括调查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 组合文体 ( 多
篇式) 包括连续报道、 系列报道和整合报道。 在这期间, 电视新闻很快结束了它曾经的 “ 肤浅” 阶段, 于
是深度报道不再只是针对报刊和解释性报道, 而是向各种媒体、 各种报道形式蔓延开来, 并完成了它从形
式到理念、 从狭义到广义的转化。 新闻传播中如果连一篇独立的消息都在追求报道深度, 专题、 报告文
学、 评论类的深度特征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否则就会不合时代趋势。 美国学者谢丽尔·吉布斯和汤姆·瓦
霍沃基于新闻的事实性, 认为 “ 现在流行四种类型的深度报道: 解释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 报告文学 ( 也
叫创造性纪实作品) 和社会事务新闻 ( 也叫公共新闻) ” ,[26] 说的也是这种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解释、 调查、 预测, 同观察、 体验等其他方式方法一样, 只是表明了报道的某种性

质, 与体裁类别并无必然关系。 即判断解释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是属于消息还是专题类别,
还要考察报道本身是否发生了 “ 从量到质” 的转变。

在新闻报道中, 一篇消息里面解释新闻主体的部分一般称作背景, 而单独成篇 ( 有时会与动态消息并

列刊发) 且篇幅较短的解释性报道通常称作解释性消息, 只有专门围绕 “ 为什么 ( why) ” 做文章且篇幅
较长时才称作解释性报道。 杰克·海敦认为解释性报道 “ 是一种加有背景, 给新闻揭示更深一层意义的报
道。 它是要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新闻的问题, 也即是回答新闻五要素 ‘ 五个何先生’ 中最主要的一个问
题。 这种报道是要告诉读者这则新闻的意义, 而不仅仅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 解释性报道必须要写的
好。 你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访问以后, 决不能因为写得乏味而前功尽弃。” [25] (217) 从解释性报道需要
“ 做大量调查研究和访问后” 才开始写作这种情况看, 深度报道最初指称的解释性报道应该是指专稿形式,
而不是指包含背景的一般消息或较短的解释性消息。 尽管消息中的背景和解释性内容都能增加报道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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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指挖掘真相且篇幅较长的专题或专稿形式。 但在西方, 调查性报道只关乎
新闻报道性质, 而不涉及篇幅长短这一形式特征。 调查性报道的经典案例 《 华盛顿邮报》 关于 “ 水门事
件” 的报道, 就是依据调查过程中不断挖掘出来的材料, 通过连续报道的方式, 最终将目标指向尼克松
的, 而不是通过一次调查由一篇专稿来完成。 虽然调查性报道因为比较费时, 需要详实的材料根据, 多表
现为专稿形式, 但由于它也通过连续报道方式出现, 因此不能断定每一篇调查性报道都属于专稿样式。 英
国 《 每日镜报》 记者保罗·福特关于洛克比空难真相的调查性报道, 由从 1989 年到 2001 年的 26 篇连续
报道组成, 其中 500 字以下的有 6 篇, 最短的一篇不到 280 字。[27] 对于这部分调查性报道, 显然难以将其
纳入专稿类别。 预测性报道也存在这种情况, 即它可能属于消息类别, 也可能属于专稿类别。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深度报道和新闻体裁不属于同一维度, 因此将其作为体裁类别就会出现逻辑问
题。 有学者将连续报道、 系列报道和组合报道 ( 不同报道方式) 与消息类、 专题类等 ( 新闻体裁) 并列,
其问题也是将不同维度的事物放在了一个维度所致。 因为连续、 系列、 组合报道既可能由消息构成, 也可
能由专稿、 报告文学构成, 还可能由消息、 专稿、 报告文学和评论共同构成。
深度报道独立文体和新闻体裁类别之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1

消息类

专稿类
解释性报道

新闻
体裁

动态

调查性报道

维度

消息

预测性报道
挖掘性消息

报告文学类

评论类

其他性质专稿
深度报道维度

除了详尽与深入, 专稿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所引发。 即专稿类都是针对事件
或现象而展开的报道, 而不是单纯报道事件或现象本身。 专稿类所针对的事件与现象, 除了焦点、 热点、
难点这些特性之外, 还有复杂性、 专业性、 影响性 ( how) 以及意义 ( with what meaning) 等其他特性。 一
般情况下, 报刊和网络刊发的专稿, 如果是针对消息披露的事件而展开, 因组织报道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
时效性要求会有所降低。 而广播电视由于可以直播事件, 因此其报道深度可能会在直播过程中即时完成。
配有评论员的新闻事件现场直播包括体育赛事转播都属于这种情况。
( 三) 报告文学类别的特征
报告文学类别的特征在于它既是真实的同时又是艺术的。 从真实性角度, 其题材内容要与客观存在具
有直接对应关系并符合客观实际, 这与新闻的要求相一致; 从艺术性角度, 其题材内容要具有典型性并采
取艺术化的表现处理, 这与艺术的要求相一致。 这两个特征让报告文学既在新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又在
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有学者称之为新闻的边缘性体裁, 文学艺术将其作为一种类别都是基于这个
原因。
报告文学类作品在中国有很多称谓: 出自作家之手一般称报告文学, 出自报刊和广播记者之手一般称
通讯, 出自影视编导之手一般称纪录片。 虽然称谓不同, 但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事物。 纪录片一词译至英
语 documentary。 《 英汉新闻、 广播、 电视常用词汇》 [28] 对 document 的释义是: (1) 公文; 文件; 文献;
(2) 纪录影片; 纪实小说。 《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8) 》 ( 朗文英

语辞典) [29] 对 documentary 的名词释义是: a presentation of facts through art, esp。 ( 通过艺术提供事实) ;
《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 英英、 英汉双解》 [30] 对 documentary 的名词释义是: [ ( on, about) ] a film or
television or radio broadcast that presents facts ( 纪录影片; 纪实性电视片; 纪实性广播节目) 。 可见, 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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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ocumentary 与影视和广播媒介中的 documentary 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特征。

一般而言, 专题类的内容与新近发生、 正在发生的事件或现实情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具有明显

的新闻由头。 而报告文学类除了新闻题材之外, 还有生活、 历史、 人文、 自然等其他题材, 这可以帮助我
们对二者进行辨别。 当二者内容都属于新闻题材时, 就需要根据报道特征来进行区别。
专题类的报道特征是明显的理性带动, 表现在对事件、 现象、 问题等采取挖掘真相、 探究原因、 分析
解释、 对话辩论、 概括归纳等思考方式和手段运用上; 而报告文学类的报道特征是明显的感性带动, 表现
在更注重叙事的故事性, 强调情节、 细节的作用, 更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 注重人的心灵、 情
感、 经历、 命运的过程性展示。 前者主要依靠理性审视来实现报道深度, 后者主要依靠题材内容的典型性
和艺术化来实现报道深度。 另外, 报告文学类作品还需要受众的审美参与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这与消息和
专题类作品对受众的直接告知或理性审视方式也有根本区别。
( 四) 评论类别的特征
对于新闻评论, 《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释义为: “ 新闻媒体或作者个人就新近发生的事件、 当前社

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或思想倾向、 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等阐析自己观点、 立场的新闻文体。” [31] 《 广播电
视辞典》 认为新闻评论是 “ 以说理为主要表现手段, 着重从思想、 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具有普遍意义的
新闻事实或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 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藉以指导当前的社会实
践, 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 [21](107) 与消息、 专稿、 报告文学类相比, 新闻评论类的核心特征是以提供意
见性信息为主, 是评论者 ( 组织或个人) 对新闻事件 ( 事实) 的观点、 意见、 见解和判断等的主观性表
达; 而前者是以提供事实性信息为主, 是媒体对新闻事件 ( 事实) 的客观反映。 虽然前者也会蕴含倾向或
表明观点立场, 但一般立 足 于 以 事 实 说 话, 而 不 是 阐 明 道 理。 鉴 于 这 方 面 的 认 识 比 较 一 致, 这 里 不 再
赘述。
笔者对新闻体裁类别的基本观点如表 2 所示 ( 并不限于表格所标示部分, 如消息就还可按篇幅长短、

题材领域等去进一步划分) :

表2
表现形式区分

体

消息类

裁

专稿类

类

报告文学类

别

评论类

文字、 口播、 影像、 直播 ( 单纯反映)
文字、 访谈、 影像、 直播 ( 解释评论)
文字、 口播 ( 音响) 、 访谈、 影像等
文字、 口播 ( 字幕) 、 连线、 访谈等

性质属性区分
动态、 分析、 解释、 调查、 预测等
分析、 解释、 调查、 预测、 归纳等
新闻、 历史、 社会、 法制、 自然等
短评、 编者按、 社论、 署名评论等

三、 关于通讯和专题片的说明
通讯和专题片是学界业界耳熟能详的称谓, 通讯被笔者舍弃, 而专题片则比较复杂, 因此有必要作进
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通讯作为一种体裁类别, 《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将其细分为人物通讯、 工作通讯、 风貌通讯、 政论

性通讯、 事件性通讯和问题性通讯等具体形式。[32] 有学者认为 “ 通讯类是翔实、 深入、 真切生动地报道
新闻信息的体裁。 它是弥补消息的不足而出现的详细报道新闻信息的形式。 详细告知的含义有三: 一是要
告知信息的来龙去脉, 要交代信息产生发展的 ‘ 全过程’ 和历史方位。 纵向交代过程, 横向比较确定信息
的方位; 二是要告知 ‘ 怎么样’ 或 ‘ 怎么做’ 。 要将人物、 事件的情景, 包括环境氛围, 真切形象地描述
出来。 通讯不但要叙述, 而且要描写。 让受众如临其境, 如见其人, 有感染力; 三是要告知信息是怎么回
事, 说明原委, 回答 ‘ 为什么’ , 要有深度。 不然, 何必写通讯。 所以说通讯是深度报道。” [12](56-57)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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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实用大辞典》 在释义报告文学时最后也注明 “ 一些具有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性的新闻通讯也是一种报告
文学” 。[32](102) 但如此一来, 工作通讯、 事件性通讯、 问题性通讯、 调查分析型通讯, 就会与专稿类的解
释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重合, 而人物通讯则会和人物题材报告文学重合。

笔者认为, 通讯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概念,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闻传播的发展, 它固有的内涵与现实
新闻报道实践已经不能准确对应, 所以需要舍弃。
据学者研究, 通讯源自通信。 英文通信一词为 newsletter。 《 最新实用英汉辞典》 对 newsletter 的释义

是: (1) 机关、 保险公司等定期发行之简讯。 (2) 书信新闻 (17 世纪后期自欧洲传入英国之一种新闻传

单, 为近代报纸之滥觞) 。[33] 看来以 newsletter ( 通信) 为起点的报刊新闻 体 裁 演 变, 与 以 documentary
( 纪录片) 为起点的电影电视新闻体裁演变惊人的一致。

纪录片既是一个传统的概念, 也是一个不断分化的概念。 纪录片称谓, 最初包含了新闻片、 专题片和

纪录片三种类别。 中国大陆上世纪 80 年代前的电影电视或新闻专业词典, 一般只有纪录片一个概念, 泛
指以记录方式完成的影片报道, 而没有进一步细分。 不仅中国, 西方同样如此。 格里尔逊在 《 纪录电影的
首要原则》 中指出: “ 迄今为止, 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电影范畴, 是否使用自
然素材被当作区别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关键标准。 凡是实地拍摄的影片都被称为纪录电影: 无论是新闻片还
是杂志片, 无论是旨在漫谈还是旨在结构情节的影片……” [34] 1966 年, 影片 《 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
命小将》 , 现在看是典型的新闻片即消息, 但当时统称纪录片。[35]

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 电影 《 新闻简报》 最早显露端倪。 但 《 新闻简报》 除了采用组合形式、 篇幅

较短之外, 其消息特征并不明显。 后来的电视新闻也是如此。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在于当时电视新
闻采用胶片摄制技术与邮寄手段的相对落后, 迫使记者不得不回避时效性选题, 在形式上向纪录片靠拢,
因此新闻片与纪录片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基于同样的原因 ( 也有当时政治、 观念等其它方面的原因) , 电影电视中的专题片类别在通过形象优

势反映现实事物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而在运用抽象能力反映现实事物方面的作用则受到了
较大的限制。 毕竟视觉为主的镜头更适合传递形象信息。 而在普遍缺少同期录音的条件下, 采访调查和深
入剖析也都难以展开和呈现。 由此可见, 技术手段与传输条件的限制, 形成了当时很多无奈之举, 而这些
无奈之举, 造成了新闻片、 专题片表现特征不够鲜明的历史, 因此它们一直被罩在纪录片称谓之下。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 全国各地电视台相继采用先进的电子技

术 ( ENG) 采制新闻。 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利用微波和卫星技术传输新闻, 使新闻的时效性特征
日益明显。 新闻的时效, 不仅能以时、 日衡量, 而且能与新闻事件发展同步。 时效性特征的充分显现, 让
新闻片即电视消息最先从纪录片中分离出来。
与此同时, 专题片也得到迅速发展, 涌现出一大批如 《 “ 吉烟” 现象》 、 《 从大量农民工进城看城镇青

年的就业意识》 、 《 凝聚力之迷》 、 《 “ 红孩儿” 现象的背后》 等影片, 这类影片的共同特征, 是在报道中采
用了调查、 分析、 解释、 评论、 总结、 归纳等能穿透事件或现象的理性方式, 并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引发了业界和学界关于专题片和纪录片之间关系的一场争论。 “ ‘ 畸变说’ 认为专题片不过是中国电视界
的某些人为了割断电视与电影的联系而生造出来的名词, 是一个 ‘ 怪胎’ 。 ‘ 从属说’ 分为两派: 一派认

为纪录片包含专题片, 即专题片从属于纪录片, 一派认为专题片包含纪录片, 即纪录片从属于专题片。
‘ 等同说’ 认为专题片就是纪录片, 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 ‘ 独立说’ 认为两者不是同一事物, 因此应
该各自独立。” [36]

当然, 专题片从纪录片中分离出来, 无论实践上还是认识上, 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
明晰的过程, 毕竟专题片曾经孕育在纪录片当中, 存在惯性影响也很自然。 如今, 应该不会还有多少人坚
持认为 《 焦点访谈》 、 《 新闻调查》 属于纪录片范畴, 但在 《 焦点访谈》 、 《 新闻调查》 创办初期, 多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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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都有明显的纪录片印记, 一些 《 焦点访谈》 、 《 新闻调查》 节目能在纪录片评比中获得大奖即是明证。
但如今 《 焦点访谈》 、 《 新闻调查》 中的纪录片痕迹是愈来愈少, 这无疑是不同的本质要求使然。
目》

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业界和学界还存在着另一种与纪录片有关的专题片概念, 如 《 电视专题与电视栏

[37]

、 《 电视专题》 [38] 、 《 纪录片专题片概论》 [39] 等著作使用的专题片称谓, 其内涵不是指称 《 焦点访

谈》 类节目, 而是指称纪录片中的一种表现类型: 画面加解说风格的称专题片 ( 代表性作品 《 西藏的诱
惑》 ) , 纪实风格的称纪录片 ( 代表性作品 《 望长城》 ) 。 在不同语境下, 专题片称谓虽然文字符号完全
相同, 但内涵及对象所指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对电视专题、 专题片、 新闻纪录片等称谓需要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
从近代报纸的产生看, 通讯最初也包含消息, 但随着印刷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 消息的特征很快在
报纸新闻实践中显现出来, 并促使其较早地从通讯中分离出来, 而留下了专稿与报告文学两种类别。 广播
在传输速度上比报纸更快, 其情况与报纸相当。 通讯与纪录片的不同之处, 在于后者因为有与专题片类别
的分离论战, 其特指性已经十分明确; 而通讯因为报界直接引进了解释性报道等概念, 而实际又包含了专
稿和报告文学两种类别, 其概念在当下已经不够准确, 因此应该舍弃。

四、 结

语

从近代新闻传播的产生和发展看, 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无疑是决定、 影响并催生新闻体裁类别的主要
因素。 体裁类别虽然相对稳定,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其内涵、 功能、 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而发生一些调整、 变化和分化。 当然其中也有媒介自身发展和相互竞争的因素。 如传统报纸, 随
着版面的增多和传播时效的局限, 为应对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挑战, 其消息报道已呈现详细化趋向。 差
异化竞争产生的类别特征的变化, 使得基于以往新闻实践的认识, 在面对现实新闻传播时, 已经不够科学
和准确了, 所以需要重新认识。
至于当前新闻写作和制作方式的一些变化, 如报纸消息在第一代、 第二代和第三代导语的基础上, 已
经出现了或可称为第四代导语即导语与标题合二为一的情形。 文字报道也融入了图片、 图表、 绘图甚至漫
画等多种表现元素。 重大题材内容, 因为被分解或处理成为多个报道角度, 其间的关联性, 使单篇报道出
现了新闻要素残缺不全的情况。 电视报道也不再是单纯的纪实镜头形式, 主持人、 文字、 图表、 绘图和动
画等视听元素都被广泛运用。 这些元素, 在增强电视反映生活能力的同时, 也使电视新闻传播形态发生了
重大变化。 但从体裁特征看, 这些变化并没有超出笔者所划分的体裁类别要求。 即大众媒介的新闻传播,
仍然是以体裁类别为基础: 无论是版面还是栏目, 也无论是连续、 系列还是组合报道方式, 抑或是广播电
视、 网络媒体的特别节目直播, 都是由消息、 专题、 报告文学和评论类别下的一种或若干具体样式所构
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体裁类别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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