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新闻副文本对新闻收受与解释的影响

作为一套特殊的符号表意系统，新闻文本是新闻传者将其采访和见证到的

客观新闻事实符号化为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载体的产物。它既是对新闻事实的

再现，又是对新闻意义的承载，充当着基于新闻事实建构特定意义的主要手段与

方法。它既是新闻传者符号编码的终点，又是新闻受者新闻接受的起点，充当着

新闻传受主体之间沟通、交流与互动的中介和桥梁。相比于“新闻作品”，“新闻

文本概念”包含了几层深义：第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系统，新闻文本是

新闻主体对新闻事实进行符号化的产物，它所体现出的是基于新闻事实的新闻

主体意图编织。第二，在事实与意义二者之间，物理世界的新闻事实让位于文本

世界的意义建构，换言之，意义承载是第一位的，而新闻事实只是意义建构之手

段与工具。第三，在文本接受过程中，新闻接受者所接收到的不仅仅新闻事实信

息，更包含着新闻传播者的主体态度、价值与意图，以及其思维方式。而在这其

中，伴随文本，尤其是其中的副文本，是影响新闻文本收受与解释的重要因素。

一、关于“副文本”

副文本，最早由法国文论家热奈特1979年在《广义文本导论》中提出，是

热奈特理论体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1982年在《隐迹稿本》中，热奈特对

副文本的种类和功能作过说明：“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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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

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

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

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

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

兴趣的读者难以象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

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

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尤

其是，自从菲利普·勒热纳关于自传的研究以来，

人们乐于称作体裁协约的区域⋯⋯”[1]。1987年

在《门槛》中，热奈特将副文本细分为13个类型，

并将副文本比喻为进入文本的“门槛”，并指出其

作用是“包围并延长文本，精确说来是为了呈示

文本⋯⋯使呈示，来保证文本以书的形式（至少当

下）在世界上在场、‘接受’和消费⋯⋯因此，对我

们而言，副文本基本的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

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

一致”[2]。1988年在《普鲁斯特副文本》一文中，

热奈特又将副文本称为“文本周围的旁注或补充

材料”，由作者和编辑的门槛（如题目、插入材料、

献辞、题记、前言和注释等）、与传媒相关的门槛

（如作者访谈、正式概要等）、与生产和接受相关的

门槛（如组合、片段等），以及私人门槛（如信函、有

意或无意的流露等）等各种“门槛”组成。文本门

槛内外的规则有所不同，进入了门槛门外面的规

则就被颠覆，里面的新规则就要起作用。副文本

在文本中，即是要标出文本和非文本间的过渡区

和交易区[3]。1991年在《副文本入门》中，热奈特

又依据位置、时间和语境等要素对副文本进行了

区分[4]。很显然，热奈特对副文本的理论构想启发

了后来研究者对副文本内涵、外延、地位、功能等

的关注和思考。然而，由于热奈特对副文本的划

分过于繁琐，且其中列举的副文本并不完全同质，

其副文本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提炼和完善。

致力于符号学研究中国化的西部符号学派领

军人物赵毅衡，即对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进行了

更明确的规定。在赵毅衡看来，副文本，是指文本

的框架因素，它与型文本（类型因素）、前文本（引

用因素）、元文本（评价因素）、链文本（链接因素）、

先/后文本（续写因素）等一起，构成符号文本的伴

随文本。所谓伴随文本，在赵毅衡看来，是指那些

“被符号文本‘顺便’携带着”的，“伴随着符号文

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但

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

释”[5]的，使符号文本得以成功“携带上大量社会

约定和联系”，成为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

复杂构造”[6]的因素。副文本，则是其中最为显著、

也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通常，副文本可以“显

露”在文本表层、散落在文本边缘上，如书籍的标

题、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本，美术的裱装、印

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尾，唱片的装潢，

商品的价格标签等；也可以倚靠另外的文本渠道

来提供，如戏单、CD封套等[7]。

二、新闻文本的普遍副文本

相对于其他的文本类型，所有的新闻文本都

不可避免地携带的副文本，本文称其为“新闻文

本的普遍副文本”，主要有以下这些：

第一，新闻文本生产或刊载的媒介机构，包

括其性质、地位、所在区域，以及与之相连的公信

力、专业性、权威性和话语风格等。鉴于同样的话

语从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和不同性格

的不同人嘴里说出来，会包含不同的意义指向，

因此，即便是同样一则新闻，在不同性质、不同宗

旨的媒体上刊播，所蕴藏的内涵意义必定有所不

同，所产生的表意效果也会不一样。因此，当一则

新闻报道来自于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新华

网、中央电视台等党和国家直接管辖的新闻媒介

机构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携带着某种与

新闻媒体自身相关联的权威性、重要性、全局性、

公信力；相反，当一则新闻文本来源于省市级的

都市报、娱乐周刊等新闻媒介机构时，受众会倾

向于认为其全局性、权威性、准确性和公信力远

不如前者，取而代之的是，受众会认为，这类新闻

携带着更多的区域性、社会性、娱乐性。

第二，新闻文本所刊播的媒介类型，如报刊、

杂志、电视、广播和网络等。据相关调查数据显

示，在中国的大众传播语境下，不同的新闻媒介

类型的可信度存在一定不同。廖圣清、李晓静等

人关于中国新闻媒介可信度的中国公众数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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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在1到10的10级量表上，五种传播媒

介的可信度排序和平均得分分别是：电视新闻可

信度最高，均值达到8.58分；其次是广播新闻可信

度，均值为7.90分；然后才是报纸和杂志，均值分

别为7.79分和5.95分；网络媒介新闻的可信度最

低，均值只有5.22分[8]。换言之，当新闻文本自身

以不同的媒介介质传播时，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

到受众对新闻文本的收受与解释。

第三，新闻文本所置放的内容板块，如时政、

财经、社会、民生、科技、时尚、体育、还是娱乐八

卦、花絮新闻，也会影响新闻文本的符号表意。尽

管新闻事件常常会在不同地方对不同人群产生不

同影响，但新闻文本总是试图将事件置于某一规

约性主题类别符码中和规约性叙述符码中来处理

现实的含混，并且正是在将新闻报道置于某一符

码性话语类别的过程中，才凸显了新闻报道的独

特性和重要性，生成了新闻报道的价值意义。对

新闻文本来说，不同内容板块的置放，正是对不同

话语类别的选择的体现。对不同的领域的选择，

意味着新闻文本要遵循不同领域内的规律、规则，

思考问题的不同逻辑，以及致力承载的不同功能。

第四，新闻文本所刊播的栏目。当新闻文本

所刊播的新闻栏目是特点和风格非常明显的栏

目，新闻文本也就同时被赋予了与此栏目相一致

的文本风格。如，每晚七点半中央电视台与地方

各电视台联合播出的《新闻联播》栏目，其节目

宗旨为“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

其身份定位为与中南海最迅捷的通道，其对一则

消息的论述可以代表中央对它的表态和“定调”。

毫无疑问，新闻联播意味着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新

闻类栏目。因此，能上《新闻联播》的新闻报道，

势必会被受众认为是具有很强重要性，代表着党

和政府在某方面的动向。

第五，新闻文本的署名人，尤其是一些比较

知名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评论人，以及与之相连

的个人风格，会影响新闻文本的收受与解释。如

揭黑记者王克勤，其《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兰

州政权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

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河北定州血案调查》、《形态艾滋病真相调查》等

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让其在业界被誉为“中

国的林肯·斯蒂芬斯”、“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其

名言“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也得到

广泛传颂。因此，一个新闻文本若署名为王克勤，

那么它总是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携带有专业、深

度、正义、维权、温情等深层意蕴以及人道主义情

怀。再如，“战地玫瑰”闾丘露薇，由于其是阿富

汗战争打响后第一个进入阿富汗的战地女记者，

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在巴格达地区进行现场

报道的唯一的华人女记者，因此，一个新闻文本

若是出自闾丘露薇，那么它也常常被理解为携带

着闾丘露薇个人的专业、果敢与敬业精神。

三、新闻文本的特殊副文本

除上述普遍副文本之外，刊载于不同媒介的

新闻文本，由于其媒介渠道的不同，还包含着自

身的一些特殊的副文本类型。

（一）报刊新闻文本的副文本

对报刊新闻文本来说，其特有的副文本主要

体现为版面位置、版面次序、版面空间，以及版面

编辑要素等几个方面。

首先，版面位置，主要指新闻文本位于版面

中的哪一个位置。一般来说，每个版面可分为若干

个区域（这种区域称为版位），各区域的重要性程度

不同（以区序相称）。因此，一则新闻文本所处的版

面位置，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新闻文本的价值大小。

其次，版面次序，主要指新闻文本在同一期

报纸中所处的版面位次。所谓版面位次，即是指

版面的重要性次序。一般来说，读者看报首先接

触的几乎都是首页的头版，因而一般认为头版的

重要性是位居各版之冠。一则新闻文本所处的版

面的次序，直接关系到其重要性程度高低，以及

受到受众关注的可能性大小。

再次，版面空间，指一则新闻文本所占据的版

面的大小，是一个整版，还是半版，或者仅仅只是

一个小豆腐块？由于报刊版面资源的相对有限，

因此，如果给一个新闻文本相对大的版面空间的

话，这不仅有利于新闻文本更为全面深入地进行

符号表意，也增加了新闻为受众所注意和阅读的

几率，实则隐性地表达了新闻文本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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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版面的编辑元素，则主要体现为新闻

文本中的字体、字号、色彩，以及其他加粗、加框、

加线等编辑手段。不同字体的外形不同，给人不

同的感觉，宋体规范舒适，楷体活泼动感，黑体严

肃凝重。字号的大小，也具有相应的评价功能：

字号越小字越大，说明内容越重要；字号越大字

越小，说明内容越不重要。就色彩来说，由于人脑

对色彩的反应几乎是天生的，这种反应与年龄、性

别、智力、教育、体温、气候、社会经济背景和宗教

信仰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因此，色彩的运用，在抓

住读者注意力上，优于黑和白[9]，此外，不同的色彩

还能引起读者不同的情感反应，红色会使人兴奋

愉悦，黑色使人严肃沉重。

（二）网络新闻文本的副文本

与报刊新闻文本相似，网络新闻文本也是在

空间中铺展开来。一般而言，在网站的层次结构

中，第一层为网站首页，第二层为频道首页，第三

层为栏目首页，第四层为子栏目目录首页，第五

层为正文的内容页。其中，第一到第四层都是以

新闻标题目录集纳的形式呈现，第五层才是对新

闻文本内容的展开。因而，在网络新闻文本中，其

副文本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层级上。

第一，新闻文本从标题到正文所需的层级

数。在新闻网站中，受众一般可以通过多个路径

进入某一新闻的内容页，而进入内容页的路径不

同，所经过的层级数也会有所不同。层次数不同，

意味着网络新闻受众从新闻标题到达正文所需的

点击次数、费力程度、收受可能性大小不同。通常，

新闻网页划分的层级越多，分类越细致，网络新闻

受众到达新闻正文内容页所需的点击次数越多，

费力程度越高，到达的可能性越小；相反，新闻网

页划分的层级越少，分类越粗放，网络新闻受众到

达新闻正文内容页所需的点击次数越少，费力程度

越低，到达的可能性越大。进入新闻文本内容页的

层级的多少，不仅反映着进入新闻文本内容页的难

易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新闻文本的重要性程

度，也即：越被认为是重要的文本，越需要被强化，

其进入新闻文本内容页的层级就越少，反之，越被

认为不重要的文本，越需要被弱化，因而其进入新

闻文本内容页的层级也可以设置得更多。

第二，就新闻各级的目录页来说，副文本则

体现为新闻文本标题分布在目录页中的位置，新

闻标题字体的大小、粗细和颜色，以及区分新闻

文本媒介类型、文本清晰程度的标识符等。如，

人民网2013年1月11日的网站首页，《去年12月份

CPI同比上涨2.5% 华北地区菜价涨幅最大》一则

新闻标题横跨两栏的版面空间，被置于人民头条

的位置，其新闻标题的字体为黑体，其字号远远

小于同一主页中的其他新闻标题，所有这些副文

本因素结合在一起，彰显了这一条新闻在当天人

民网网站新闻中的“最重要”属性。人民日报要

闻要论，被标红突出，且加框强调，紧挨着人民头

条，使它们拥有了仅次于人民头条的重要地位。

其他的新闻标题如《人社部等六部门联合督查解

决农民工“欠薪”》、《日将在2015年组建完成400

人钓鱼岛专属团队》、《吹捧另有目的 中国当不起

世界经济“火车头”》等，被置于重要性程度稍低

于头条的要闻版，用了相对较为醒目的黑体字和

相对较大的文字等副文本结合在一起，也使这些

新闻文本具有相对其他未标出、未强调的新闻标

题而言的强化效果。

第三，在新闻文本正文内容页来说，副文本

则主要体现为新闻文本发布的时间、来源等。

（三）广播电视新闻文本的副文本

与报刊、网络两种空间偏向型传播媒介主要在

空间中铺展开来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广播和电视

都属于时间偏向型媒介，主要在时间中逐渐展开其

文本内容。因此，在广播媒介和电视媒介上刊播的

新闻文本，也具有大致相同的一些副文本类型。

首先，时长和时序，是广播电视新闻文本的

重要的副文本之一。时长时序之于广播电视新闻

文本，就如同版面空间和版面次序之于报刊新闻

文本。就时长来说，通常而言，在同等条件下，一

则新闻所占的时长越长，说明该新闻被认为是越

重要；同样，就时序来说，一则新闻越靠近首因效

应和尾因效应两个重要位置，则意味着该新闻具

有越重要的地位。

其次，片头片尾也是广播电视新闻文本非常

重要的特殊副文本。一方面，正是片头的存在，

为新闻制造重要和权威的神话身份的同时，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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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频道的新闻节目一个可识别的“品牌形象”，

以区别于其竞争对手[10]。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节目的片头：以一个旋转的地球为中心，以红、

蓝、绿三原色光波分别从右上、左下、右下几个方

向陆续穿过旋转的地球；然后“中国中央电视台”

这几个中文字符从右侧以飞旋的方式进入屏幕中

央，继而翻转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台标“CCTV”几

个字母并由远及近地舒展开来直至退出屏幕；再

然后是“新闻联播”几个立体大字自上而下落入

屏幕中央，最后“XINWEN LIANBO”几个拼音符

号附带出现在“新闻联播”大字之下。“旋转的地

球”不仅暗含着新闻联播节目具有地理上的世界

覆盖范围，也寓意着该新闻节目具有世界性的视

野和眼光；红、绿、蓝三原色光波，则代表着该新

闻节目的机构具有先进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中

国中央电视台”、“CCTV”则指明了新闻联播栏目

所属机构的权威性；“新闻联播”既标示了新闻节

目的名称，也打造了这一著名品牌。再如，英国

《十点新闻》的片头中，像似符号为指向10点的大

本钟，大本钟是一个转喻性符号，代表着英国议

会建筑，暗示了国家政治事务。另一方面，正是片

头片尾的存在，才使新闻文本得以与其他类型的

电视新闻节目区隔开来，使新闻文本被赋予上节

目内容的真实性和节目接受的严肃性。

第三，新闻主持人的语音、语调以及着装、神

态等，也构成了电视新闻文本中的特殊副文本。

对广播电视新闻文本来说，新闻主持人用什么样

的语音、语调来报道新闻文本，一定程度上能影

响新闻文本的传受范围和传受效果。如，当新闻

主持人用某一地方方言进行新闻播报时，无形之

中就将其他外地的新闻受众排除在目标受众之

外；当新闻主持人用比较调侃和嘻哈的方式来播

报新闻时，无疑会大大降低新闻传播内容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而增添诸多新闻的娱乐效果，同时

也可反映出新闻主持人对该新闻所秉持的态度和

立场。此外，对电视新闻文本来说，观众能看得见

的新闻主持人的着装和神态，一定程度上也会影

响到新闻文本的符号表意。由于服饰是一种无声

的非言语传播方式，服饰自身的“语言”能辅助语

言信息传递其他的隐性信息，能影响到人们对彼

此的感知，服饰的风格能反映出着衣者的文化修

养与个人品味[11]，因此，当新闻主持人的着装彰显

出成熟、稳重、朴实、大方等风格和品质时，这些

由服饰携带上的相应品质也会被附着到新闻报道

上。

总的来说，新闻文本所刊载的媒体机构、所出

自的新闻栏目、新闻版块或新闻人，或新闻文本在

版面上所占据的位置、版次、版面空间大小及新闻

文本所用的字体、字号、颜色，在广播电视节目中

所占的时长、时序及主持人的语音语调、着装、表

情神态等副文本要素，一定程度上会给新闻文本

附加上某种文本之外的意义，以达到彰显或削弱

新闻文本的某种价值的文本收受效果。因此，在

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如果新闻生产者能够有

效地发掘并利用好新闻文本的副文本要素，一定

程度上就能潜在地引导新闻受众的文本解释；同

样，如果新闻收受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副文

本要素对新闻文本表意过程的影响，势必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抵制副文本对新闻文本意义的入侵，

进而能更加独立、自主地进行文本意义的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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