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 No. 1

2011 年第 1 期

西方新闻影响力探源
纪忠慧
（国际关系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 北京 100091）

［摘要］ 西方新闻的巨大影响力，既来源于公认的操作规范和评判标准，又与西方新闻业的社
会公器性质及职业信念密切相关，其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以及工
业革命带来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无论新闻媒体是公营体制还是商业体制，
均以独立的姿态服务于公众，为实现新闻正义原则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从影响力角度探讨西
方新闻报道，应从微观基础入手，兼顾中观层面的现实效果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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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影响力是新闻的社会能动属性的体现，标

道作为客观报道的补充和修正，是在符合客观实

志着新闻价值的实现程度。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

际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和深入。换言之，与其说客

达国家新闻业，秉持客观报道的评判标准以及社会

观报道是一种报道手法，莫如说它是西方新闻的

公器的角色定位，频频制造出新闻影响力的神话，

报道原则、话语模式和职业意识形态，正如美国

成为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奇情壮彩。探究西方新闻

学者阿特休尔所说：“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圣杯

影响力，应撇开其新闻价值观的负面因素，深入其

应当是客观性法则。如果他缺乏这些东西，其身

话语模式及新闻职业理念等深层动因，把握其哲学

份就会降低，结果就可能使其职业遭到毁灭之

基础及社会文化的总根源。其所包含的某些普世性

灾。”[1](P.153)新闻影响力与新闻的可信度成正比，

成分，对不同国度的新闻业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

在西方社会中，不符合“客观性法则”的新闻是

价值。

没有公信力和不被接受的，自然没有影响力。
一般认为，客观性法则由美联社最早提出，

一、客观报道的新闻法则

因而被称为“一种至善至新的道德观念，发展于
美国，奉献于世界。”[１] (P.152)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

在 长 期 的新闻实践中，西方新闻报 道 手 法

话语模式，“客观性法则”代表着西方新闻业公

千变万化，但又大致形成了三种主导性的报道样

认的操作规范和评判标准，其基本内涵是指在新

式，即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在

闻报道中必须遵循事实与观点分开、不带感情色

这三种主导性的报道样式中，客观报道对后两种

彩和力求公正平衡等一整套报道原则以及一系列

报道样式具有统摄性，即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

相关手法。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这套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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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历经挫折、屡受质疑，却依然是多数新闻从业

引起了西方人对宣传的恐惧，多数人倾向于把宣

者努力追求的目标，成为西方人判断好新闻与坏

传视为不诚实的御众之术，认为它通常出于罪恶

新闻的首要原则。

目的，对传统的民主理论发出了挑战。这一社会

在西方，“客观性法则”的最初内涵实际在

情绪不仅使西方公众更愿意接受冷静和不带感情

其尚未命名之前就已成功地用于商业报纸的市场

色彩的资讯，也使西方某些新闻媒体逐步形成了

模式，以便脱离党派偏见的支配，获得不同政治

克制与从容不迫报道风格，为“客观性法则”作

倾向的最大多数读者的青睐。这种早期尝试的结

了最好的诠释。二战期间，英国战列舰“韦尔斯

果，使新闻纸代替了观点纸，而把判断的权力留

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被日军击沉，这一

给了公众。事实上，即使在新闻资讯最发达的今

事件给英国人的打击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与珍

日美国，人们最期待的新闻品质依然是对客观事

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的打击一样大”，[４](P.765)然而，

实的简洁陈述，而把记者的主观判断及个人情感

BBC在当晚的广播新闻中，只在大约15条新闻中的

降低到最小程度。普利策新闻奖秘书长西格·吉

第3条播送了这一消息：“海军部遗憾地宣布，今

斯勒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对公众保持诚实守信

天下午在马来半岛海面上，‘维尔斯亲王号’和

的态度，要遵守那些早已成为共识的准则，即准

‘却敌号’为日军轰炸机所击沉。”[５](P.1091)如此冷

确、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如果你按照这些常

静与克制的客观报道，使BBC逐步赢得了世界范围

规进行报道，也就是普利策奖一向坚持的原则，

内多数公众的尊敬，以致人们常说收听BBC国际报

你会在读者中受到尊重和信任，尽管这并不容

道的目的是“听新闻”，而收听美国之音的目的

[２]

是“学英语”。

易。”

西 方 新 闻影响力建基于“客观性法 则 ” 的

由于影响力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因此人

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带来的理

们习惯于将发行量、收听收视率和点击率作为考

性主义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

量新闻影响力的第一指标。尽管这一指标不那么

义。一方面，人可以经由理性的支配，认识客观

完美，以致不得不增加其它指标作为补充，并对

世界并得出最好的判断；另一方面，客观事实不

这一指标本身加以权重系数的修正，但是毫无疑

仅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且新闻事实是可以供读者

问，离开受众的普遍接受，新闻影响力就没有了

进行选择和比较的。这种对事实的崇拜以及注重

第一落点。按照传播心理学关于选择性接触和选

观察和分析方法的社会思潮，恰好与新闻必须真

择性理解的基本假设，只有依据“客观性法则”

实这一根本属性相吻合。也就是说，新闻作为人

进行报道的新闻，才能顺利地通过公众心理的两

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种意识形式，其与受众之间

道选择性门槛，在这个意义上，“客观性法则”

存在着一种没有契约但却胜似契约的不言自明的

在西方被不断被重构的同时，的确为新闻界赢得

关系，即新闻报道所提供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实

了最多数的受众，从而成为西方新闻影响力的第

际。一旦新闻报道存在对客观事实的扭曲，不管

一块基石。

出于何种原因，都将是对这一不言自明关系的背
叛。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新闻从

二、为公众服务的独立姿态

业者在主观上“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
态度”，在具体的操作上“只向受众提供干巴巴
的事实和细节”。

[３](P.12-13)

新闻影响力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
三个层面来考察。在微观层面，新闻影响力是指

对“客观性法则”的推崇，还与西方人对宣

新闻报道对受众认知、情感、态度、意见及行为

传信息的反感有关。一次大战结束后，战时宣传

的改变或强化作用，这是新闻的社会能动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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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表现，也是其他一切更高级形式的新闻影响力

精英荟萃之地日销售千份以上。

的前提条件。在中观层面，新闻影响力是指新闻

为公众服务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不单

报道在多大程度改变其所报道对象的人物命运或

是指维护公众的物质利益。西方社会在“二战”

事件进程，这是新闻报道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诉

以后对公众知情权的重视，成为新闻影响力的重

求，也是新闻影响力的显在表现。在宏观层面，

要来源。1970年代，在美国乃至世界引起轰动的

新闻影响力是指新闻报道能够参与公共决策，或

“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政

促使政府权力机关做出政策调整，体现出新闻影

府无权对新闻媒体行使事先审查权为由判决《纽

响力的广度和深度。

约时报》胜诉，实际是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在 西 方 ，新闻媒体无论是公营体制 还 是 商

与“新闻自由”之间做出审慎选择，最终维护了

业体制，均以独立的姿态服务于公众，其扮演的

公众的知情权。对于西方人来说，知情是维护公

社会角色定位于社会公器、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和

众利益的先决条件，因此维护公众知情权也是维

公众利益的“看门狗”。由此，西方媒体总是紧

护公众利益的一部分。这样一来，西方新闻界支

紧盯住一切与公众利益有关的现实问题，穷追猛

持并鼓励一切具有原创性的独家报道，越是政府

打，直至水落石出。这使西方新闻影响力常常表

企图隐瞒而公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内幕消息，

现出三个层面的互动，共同托起新闻影响力的巍

越能引起新闻界人士的兴趣，从而形成了新闻影

峨大厦。以2010年4月揭晓的第94届美国普利策新

响力与受众知情权的良性互动。

闻奖为例，分量最重的“公众服务奖”授予弗吉

以独立的姿态为公众服务，意味着媒体要在

尼亚州的《布里斯托尔捷报速递》，该报特约撰

第一时间向公众报道新闻。这样的新闻报道，常

稿人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对弗吉尼

常能对公众、政府和其它媒体同时进行持续的议

亚西南部天然气特许使用费管理不善的情况展开

程设置，从而使新闻的影响力最大化。在世界新

深入调查，揭露了数以千计土地所有者的安置经

闻舆论场上，以准确快速著称的路透社和被联合

费被滥用的情况。这一系列报道引起该州立法者

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第一大报的《泰晤士报》

的关注，并最终促使政府立法补救措施的跟进。

都曾在若干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从而

毋庸置疑，越是报道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进程

形成了新闻影响力的世界品牌。当然，第一时间

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越能引起人们对新闻的关

抢发新闻与深度报道的第二落点之间存在着微妙

注，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影响力与其所报道的事

的平衡，无论是对突发事件的及时追踪，还是对

件本身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在西方新闻演进的历

某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都会成为新闻

史上，煽情新闻和黄色新闻曾经风靡一时，但因

影响力的重要支点。相比之下，抢发新闻的第一

为与公众利益毫不相干，所以只能作为人们茶余

落点固然是针尖对麦芒的实力较量，而耐得寂寞

饭后的谈资和消遣，丝毫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与

深入研究问题则更显弥足珍贵，这恰如中国古语

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国的战地报道

所言的“十年磨一剑”或“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以及美国媒体对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

功”。正因为如此，普利策新闻奖14个奖项中专

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其影响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

设一个解释性新闻奖，以2005年第89届普利策新

在今天看来，都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因为如此，

闻奖为例，该奖项授予《波士顿环球报》的加雷

自1963年美国首次就报纸影响力开展民意调查以

思·库克（Gareth Cook），以表彰其关于干细胞

来，以“硬新闻”著称的《纽约时报》总是高居

研究中的科学、伦理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式深度报

榜首，它是历届总统的案头必读之物，被西方人

道。无论如何，在媒体、公众和政府三者所形成

誉为“权力机构的圣经”，并在哈佛大学这样的

的舆论动力圈中，为公众服务永远是新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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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助推器。

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

在电脑和网络技术大行其道的数字化时代，

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１](P.133)在西方新闻

“信息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人们注意力的祸首。

实践中，新闻正义主要表现为新闻从业者拒绝虚

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乃至任意裁减事实的信息垃

伪和谎言，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呐喊，即使遇到再

圾，正在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新闻图景变得支离破

大的阻力也无法改变这一宗旨。借用普利策的话

碎。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新闻的“附加值”，以

来说：“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

使公众更方便地获得有价值的新闻，成为新闻从

决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

业者是否真诚地为公众服务的试金石。2009年，

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

美国第93届普利策新闻奖的全国新闻报道奖授予

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丧失对穷苦人的同情；永

《圣彼得堡时报》“政治真相”（Politifact）系

远致力于公共福利，决不满足仅仅刊登新闻；永

列报道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在2008年总统大选

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

中提出用事实核实竞选声明的倡议，从竞选人对

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

选票的承诺中剥离出花言巧语，以使广大选民获

婪穷人之举。”[６](P.201)

知竞选人言行是否一致的真实情况，从而投出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美国进入了利益

责任的选票。为此，他们收集了知名记者的报道

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工

与网络数据等多方面信息，核查了7千多份政治声

业革命引发了垄断企业的产生，经济权利越来越

明，并一一做出分辨。很显然，新闻附加值不是

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贫困之

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要求新闻记者必须抱持为公

中，政界和企业界的腐败相互渗透。为此，美国

众服务的真诚态度，认真研究和发现问题并付出

新闻界发起了反对大企业、反对腐败和主持社会

加倍的汗水。

正义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促使政府
出台了《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等一系列法

三、追求新闻正义的职业理想

案，帮助美国社会成功地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是新闻影响力来自

从 根 本 上说，新闻正义的影响力是 西 方 新

于新闻正义的明证，同时也表明，西方新闻正义

闻影响力的最终来源；离开了新闻正义原则，

的主要实现途径是揭露腐败、渎职及一切损害公

新闻报道恰如无根的浮萍、没有灵魂的僵尸。20

共利益的黑幕。

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不

坚持新闻正义的职业理想，要求新闻界必须

少新闻界人士出于恐惧，缺乏对麦卡锡主义进行

直面时代的“真问题”，既不能有任何迟疑，更

揭露的勇气，任由偏见和仇恨肆意传播。正因为

不能有任何虚饰矫情，顾左右而言他。为此，西

如此，当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人们记住了爱德

方新闻界不惜以“耙粪者”和“乌鸦嘴”为荣，

华·莫罗及其在CBS《现在请看》节目中对麦卡锡

坚持把“丑话”说到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

的绝地反击。

种习性不仅薪火相传、代代延续，而且不因“国

正义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通

难当头”而稍有更改。2002年第86届普利策新闻

常是指人们按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当做的事。新

奖评选恰逢“9·11”事件年的作品，在14组获奖

闻正义作为新闻报道的最高伦理追求，是新闻业

作品中，有12组为负面消息，比例高达80%，中性

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在西方，新闻正义的

题材2组，正面题材一组也没有，显示出美国新闻

基本涵义内在于新闻职业信条之中，包括“新闻

界独特的职业理想和新闻正义原则，“它们瞭望

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

和监测的是急流险滩，而不是一马平川，试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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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消灭一个个罪恶和问题以及抑制社会权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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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揭露了新泽西州的财产税制度对该州经济

正因为如此，西

和普通家庭的危害，使该州政府对全州范围内的

方新闻界常常以“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自

税制改革做出承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居，不断创造出新闻影响力的奇迹。

Times）和PROPUBLICA网站揭露了加利福尼亚州

来改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曾获2004年度普利策新闻奖的伯格曼认为：

大量护士不符合职业能力要求而使医疗服务存在

“公共利益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新闻

危险性，这一系列报道最终促使该州改进了相关

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其所揭露的问题可以换来所有

监管措施。

人的安康和幸福，媒体的责任就在于将那些危害
[8]

值得指出的是，新闻正义的影响力不囿于揭

公共利益的事件暴露出来。” 这种勇于担当、

露邪恶，还应包括更广泛的人文内涵。在关于灾

舍我其谁的职业使命感，实际融合了基督教“原

难和社会弱势人群的报道中，西方新闻注重生命

罪”说、功利主义和契约论等多种道德哲学与伦

个体的细节描绘，一再凸现逆境中的人性之美，

理价值观念，成为西方新闻正义的不竭之源。

实际也是在发挥新闻正义的影响力。此种经典案

2010年第94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中，获得公众

例俯拾皆是，不再赘述。

服务奖提名的《阿什伯瑞园林报》（Asbu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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